
 摘要 

摘  要 

本計畫為國家災害防救科技計畫之「強化災害防救科技研發與落實運作方案」三年

中程研究計畫，第一期計畫（2008）的重點為建立易致災地區的風險分析與安全建地劃

設的架構，評估、蒐集以建立實證資料庫，分析繪製以台灣本島為範圍的土石流、坡地

災害與易淹水之危害度分佈圖。此外，以南投縣為例，導入脆弱度指標測試風險分析架

構之可行性，指認出地利、廬山兩個高風險部落以模擬操作安全建地之劃設。 

今年度（2009）為第二期續接研究，除根據第一期之風險分析架構雛形，發展為土

石流、坡地災害與易淹水之高風險村里分析架構，並進行台灣本島的高風險村里分佈圖

之建立，了解全國各縣市災害風險分佈情形，以歷史災害資料輔以辨識高風險聚落所

在，針對其中的 100 個聚落，以「離災不離村，離村不離鄉」作為各個高風險聚落的安

全建地選擇範圍，在該範圍內排除有致災風險、環境敏感地以及法令規定不適宜開發的

地區後，以土地適宜性分析的架構建立聚落可及性、產業可及性、交通可及性和公共設

施可及性等四個指標，並引用航遙測影像判識進行鄰近安全建地套繪做為安全建地的劃

設準則並進行實際操作。 

由於安全建地之劃設成果會受資料不確定性的影響，因此進一步建立安全建地的田

野調查作業程序以修正之。田野調查工作項目主要為：災害型態調查、脆弱度調查、安

全建地調查等。最後為便於成果提供為決策單位規劃使用，本計畫建置「易致災地區之

安全建地資料庫查詢系統」，視覺化展示應用，以 3D Google Earth 平台提供劃設過程資

料分析與程序說明，整合原始圖資、易致災地區劃設成果以及安全建地候選方案等資訊。 

易致災地區劃設成果與災例比對後發現，高風險村里解釋力土石流為 51 %、坡地

災害 54%、易淹水災害 69%分析，而本計畫執行期間莫拉克颱風帶來全區域性、高強度

性、長延時降雨，災區遍佈台灣中南部及東部，由其致災地區與風險評估成果比對本架

構解釋力較不足的原因可歸結下列幾項因素：1.高強度延時降雨，誘發土砂潛移，2.地

質構造破碎，遇超大降雨易崩塌，3.崩塌阻塞河道，形成堰塞湖，4.超大洪水發生，河

道無法負荷，5.複合型災害等，由於災害潛勢資料未即時更新，缺乏極端氣候的水文特

性資料、地質資料以及災害動態過程累積能量與不確定性等係本計畫機制面臨之研究限

制。 

關鍵字：災害潛勢、風險分析、易致災地區、安全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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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3-year project is one of middle term projects for “Enhancing Innov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Disaster Reduction” by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enter for 
Disaster Reduction (NCDR). In the first yea, the disaster susceptible map was evaluated and 
collected to implement the hazard map of debris-flow, landslide and flooding disaster-prone. 
There was also the pilot study launched in Nato County and Villages of Dili and Lushan to 
develop the framework of risk analysis and safety displacement location assessment for 
disaster-prone area. 

The aim of this year’s project focused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ramework 
developed in the 1st

In the second, the safety displacement land was assessed and indentified for a hundred 
high-risk selected villages. Three criteria were implied to the assess procedure. “Away from 
disaster but village or country-town” is the scope criteria to decide in what range of the 
scope to seek the alternatives of safety displacement lands. “Not disaster buffer zone and 
land that is environment sensitive and legislation not allowed” was the excluded criteria to 
prevent the alternative got safety issue concerns. And “high settlement, industry, 
transportation and public facilities accessibility ” are the location criteria contribute to the 
success of displacement. 

 year’s pilot. Three steps of the framework have been revised and more 
specific defined. The first was the debris, landslide and folding-prone risk map that was 
defined a join index of the hazard map with four vulnerability measurements derived from 
the database of 2009 National Land-use Census. Based on the three risk maps, the 
high-risk-village map of Taiwan Island were made to point out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village 
high debris, landslide or flooding-prone disaster risk threats.  

Finally, a field survey SOP was designed to tackle the issue of uncertainty caused by the 
inconsistency of heterogeneous data resources that are normally various in spatial scale, 
contents and coordinate system etc. and also not up-to-date. Therefore, the SOP is a 
confirmation of disaster, vulnerability and safety displacement alternatives spatially and 
temporally. Besides, a web-GIS system was also designed to provide a platform to integrate, 
inquire and exhibit the result of the research. 

During the second year, Morakot Typhoon hit Taiwan with extreme rainfall which caused 
a severe damage to the south and east part of Taiwan. Comparing the result of the village 
damaged by Morakot to the high-risk-village map, the map had a nearly 50~70% explanation. 
For the village risk underestimated, it’s concluded the limitation of the research that lack of 
the effect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on extreme rainfall, unavailable of detail geological data 
and difficult to include all the complexity of disaster dynamics. 

Keywords：susceptibility, risk analysis, disaster-prone area, suitable land, displa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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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第一節 計畫緣起 

台灣位處環太平洋地震帶及西太平洋颱風行經路線上，地震與颱風的災害頻仍；並

且島內的地質構造年輕而破碎，災害容易複合、衍生成坡地、土石流等災害。然而，台

灣地狹人稠山坡地及高山林地約佔 74%之土地面積，可供都市發展之面積僅有 12%。快

速都市化的結果，平地開發已趨於飽和並持續往都市邊際土地蔓延發展；高經濟作物在

高山及坡地的發展，導致高災害潛勢地區的過度開發利用。因此，當災害發生時往往造

成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之重大危害。1999 年 921 集集大地震、2009 年莫拉克風災等重創

台灣，說明台灣高災害潛勢及脆弱防救災體質之現實；再加上近年來全球氣候變遷的暴

雨頻率及極端降雨現象，台灣高災害潛勢、高災害風險問題的處理克不容緩的急迫。 

自 1980 年代始國內已開始防救災工作的研究與制度的建置，諸如：行政院於 1994

年頒佈「災害防救方案」建立我國災害防救體系；1998 年行政院國科會成立防災國家型

科技計畫辦公室，並於同年 7 月起正式執行防災國家型科技計畫；立法院更於 2000 年

通過並實施「災害防救法」，作為國內災害防救工作持續推動之法源，此外為因應重大

天災更有特別重建條例的訂定，以處理錯綜複雜的災害重建工作。 

整個災害之防治工作其實包括了減災、救災、安置、轉移與重建等不同階段的規劃、

設計、執行與落實。由 921 的經驗發現災害的復原重建工作所需要的協調、經費與時間

更形複雜重要。其中，土地的問題牽涉到區位、財務、土地使用、都市計畫或區域計畫

變更以及經濟、文化重建等的問題而為其關鍵因素。這些問題在現行的法令、甚至到重

建特別條例都缺乏到細則階段的規範，使得重建的土地取得、規劃設計與開發等的程序

都需要摸索去協調建立。 

有鑑於此，行政院於 2006 年 4 月 28 日核定「強化災害防救科技研發與落實運作方

案」，召集中央各部會相關單位持續規劃推動基礎性與前瞻性防救災科技研發課題。其

中，「建立易致災地區安全建地劃設機制與準則」係是其中核定方案中之一項子計畫。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在執行此方案時爰定其為 3 年中綱計畫（2008～2010 年），

期就「虛擬土地儲備」的概念，以「就近安置」或「離災不離村」原則以及「安全建地

劃設準則」，預先就全島範圍來指認易致災地區並於鄰近地區進行之安全建地評估，以

提供各級政府之防救災和災後重建等各項方案的區位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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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計畫主要在延續防災國家型科技計畫之精神，以歷年及現有潛勢之災害研

究成果為基礎，導入災害風險管理的觀念、技術與方法，並針對土石流災害、坡地災害

及易淹水地區等三類型災害來進行安全建地劃設機制與準則的研究。其中，易致災地區

指認、災害風險分析與安全建地劃設為本計畫之核心工作。 

災害發生後，尋覓各地方之安置及重建地點曠日廢時，常因找不到適當地點而延宕

重建工作之立即進行，為協助易致災地區之中長期安置、重建地點，俾於災害發生後能

即時協助災民安置重建事宜，「易致災地區之安全建地」係指在易致災地區周邊尋找安

全建地，安全建地是「事後救助」的概念，由於無法預期災害何時會發生，也不一定會

完全預留這些空間，然而透過平日掌握可能用地的資訊，一旦災害發生，即能迅速有較

適宜之土地方案可以參考。 

透過災害界定與易致災性評估，可瞭解特定地區潛在災害的發生機率與衝擊影響的

空間規模；風險分析則可進一步評估災害對人文環境、自然環境與社會系統的致災程

度；安全建地劃設則就土地區位之災害潛勢、環境敏感以及對經濟、文化與社會連結之

可及性指標以土地適宜性分析方法來評估、劃設。其成果為後續進行各項災害管理的基

礎， 重要的是災害風險分析（如災害潛勢圖或風險圖），除可提供災害風險管理、土

地使用或防減災政策推動過程的重要資訊外，尚可提供不同災害防救、土地使用計畫或

相關都市發展決策可能產生的災害風險衝擊訊息。 

第二節 安全建地之立意 

安全建地在於提供致災地區的重建用地，區位的要求除提供受災戶的安置外並必須

考量免除致災的居住安全性。在易致災地區周圍尋覓安全建地，可以從避災與工程治理

的方向來思考如何達到居住的安全。 

首先是避災，簡而言之就是「危地不居」的居住地選擇思維，而「危地」之所在則

可透過災害潛勢圖去標示，例如，水土保持局之土石流潛勢、中央地質調查所之坡地災

害潛勢及水利署之淹水潛勢圖等，都標示了台灣地區地質、洪澇等災害危地的空間分布

情形。然而，災害潛勢的影響因子往往錯綜複雜而且災害與災害之間往往相互影響複

合，這使得現行潛勢研究多以單一災害的有限的主要影響因子來模擬、預測其災害潛勢

範圍的方式，只能有一定程度的解釋能力。因此，「危地」區位無誤的絕對正確指認，

目前的技術尚無法達成實務上的要求。 

此外，以災害潛勢來定義「危地」尚有災害程度的認定標準問題。例如，經濟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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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署採水淹超過 25 公分即視為「淹水災害」， 25 公分以下的淹水就不認定是災害；遭

土石流或坡地災害所導致「危險建築物」與「房屋不堪居住」的認定目的與標準皆有不

同。 

其次，工程治理的方式即傳統上提高的工程安全設計標準，使建築物及防災工程在

災害來襲可以承受災害的衝擊以達到生命安全或建築安全的目的，例如，建築物的防震

係數、擋土牆的設計標準或是水利工程的廻歸期設計標準等皆是。然而，工程的安全係

數設定是一個歷史經驗值，考慮更長時間尺度的災害歷史紀錄就會設定越高的係數，而

其防治成本也會越高。例如堤防、防潮閘門、橋梁、下水道等的百年洪水頻率保護標準

便是依據歷史降雨紀錄推算出百年發生一次的洪水量來進行規劃設計。然而，一旦發生

超過設計標準以外的災害時，其損失也常常無法評估或不可承受。 

台灣近年來受全球氣候變遷的影響，降雨已屢屢突破以往的模式而造成鉅大的衝

擊。以莫拉克颱風為例，其帶來超過 250 年（2,686 毫米）的洪峰流量，打破台灣歷年

颱風雨量紀錄，使河川與疏洪設施無法負荷，造成南臺灣嚴重的水災。因此，在全球氣

候變遷的影響下，針對地震、暴雨頻率上昇，國家的防救災政策無法全然仰賴工程係數

的提高，亦無法以工程保護係數來保障安全建地的絶對安全性。 

事實上，面臨氣候變遷，國際上除了以工程技術解決問題，已逐漸注重改變土地利

用規劃以治理災害。隨著全球暖化、冰山融解，海水位上昇成了島嶼型國家和擁有廣大

海岸土地國家的隱憂，過去荷蘭以填海造陸引以為豪，但在歷經 1993 和 1995 年超過洪

水保護標準的洪水侵襲後，開始檢討過去以工程為主的防洪策略，之後以「living with 

flood」的思維提出「還地於海」的策略。荷蘭地勢低窪，水患頻仍，雖水利工程舉世知

名，也逐漸著手「以災害為導向」的新思維，從山到海， 針對災害潛勢地區逐步調整

其國土規劃，將人口密集災區逐漸疏遷，轉作農業或開放空間。英國則是提出「Wallasea

濕地重建計畫」，將過去填海造陸的沿海土地還給海洋；日本的都市地區防災工作，將

公園綠地或學校操場、球場下挖，當作臨時滯洪池；低窪地區的建築要求一樓挑空， 以

因應洪水入侵，上述皆說明災害治理已由工程防治走向與環境規劃並重的國際趨勢。 

總結以上分析，「易致災地區之安全建地」係指在易致災地區周邊尋找安全建地，

而非在易致災地區內找安全建地。以莫拉克風災為例，因地區地質、地形及降雨所引發

土石流、地滑崩塌、堰塞湖等的錯綜複雜，理論上與實務上在高災害風險的周邊找尋安

全建地的相當高難度與保證絕對安全的不可行。自然災害不可避免，則要採取避災、減

災與環境規劃方法來綜合調適。承續此一理念，本研究中的安全建地是在易致災地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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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範圍內相對安全性較高的建築用地，可視為實質環境面向的相對安全。 

此外，安全建地之選擇必須考慮重建目的之達成，在過去的經驗下發現文化的斷裂

與經濟的不可行往往是重建窒礙難行的關鍵因素，因此，安全建地易必須思考其區位與

原聚落的人文、經濟連結，可視為社會經濟面向的相對安全。 

第三節 計畫目的 

本計畫係三年期之中程綱要計畫的第二年，除依 2008 年所規劃之計畫目標辦理外，

更有擘劃第三年（2010）計畫內容之意旨。由於「安全建地」之評選需依據「易致災地

區」而來，因此於建構易致災地區的評估指標與準則時，亦應該同時考量未來安全建地

劃設的可行性，俾使兩者之間具有一定的邏輯性與可操作性。本計畫的工作目標包括： 

一、建置可評估易致災性與安全建地之指標體系。 

二、透過前述之評估體系，劃設台灣本島天然災害之易致災地區，及評選出相對應之安

全建地位址。 

三、依據評估的成果，建立相關的易致災地區與其周邊安全建地圖資料庫，以支援防災、

減災與土地使用規劃相關工作與政策的推動。 

第四節 計畫內容 

本計畫第一期（2008）透過歷年及現有潛勢之天然災害研究調查結果，經由災害界

定、易致災性評估及風險分析方法，以台灣本島做為研究範疇，納入相關重要防災研究

單位已建置地理資訊資料、研究調查報告與災害潛勢資料，建立各災害類型完整的易致

災地區之指標體系與評估準則。本年度（2009）依據上述定義與評估指標研擬「安全建

地」的評估準則與相關指標，並在易致災地區的劃設成果挑選適當的代表地區來建構安

全建地的劃設準則與流程，進行地區災害風險分析及安全城鄉環境的落實。 

一、檢討第一期案之成果 

第一期案之成果為易致災地區之潛勢地圖，就其成果，檢視有無需加強補充之

處，並歸納整理國內及各縣市政府之災防既有相關文獻及資料庫。 

二、清查易致災地區範圍內之危險聚落分佈 

為瞭解易致災地區之高風險聚落分佈情形，本計畫更新2008年潛勢圖資、國土

測繪中心之土地使用現況調查、土地使用現況圖資、地籍圖等現況相關圖資，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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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相關主管機關已完成之災害潛勢資料，清查易致災地區範圍內土地利用情形，並

參酌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強化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三

年中程計畫」，整合全國各單位相關領域研究，歸納整理國內既有的相關資料庫等

相關文獻，研擬安全建地之劃設指標與評估機制準則，作為災害發生後救災、安置、

補償及重建政策之參考。 

依據上述研擬之安全建地劃設指標與評估機制準則，依劃設出高風險危險聚落

圖，進行現地勘查（全台本島各縣市至少3處為原則，共擇100處），比對劃設成果

與現況是否合理可行。 

三、建立安全建地劃設之標準作業流程 

依據風險地圖而劃設之安全建地，應建立安全建地劃設之劃設指標、準則及標

準作業程序（S.O.P.），災害發生之際，可立即依據劃設指標與準則，透過標準作

業程序來評估、劃設其周邊的安全建地，儘速安置災民，減少因不確定性而產生

的社會成本。 

四、建置安全建地相關資料庫 

由於本計畫成果未來將作為政府部門的決策資料，因此安全建地的相關詮釋資

料應完整且充分，方能在防救災的時候提供充分的資訊給相關單位參考。因此，

安全建地的相關資訊至少應包括下列資料： 

（一）安全建地資料庫（包括土地面積、土地使用、土地權屬、土地價格…等）。 

（二）服務範圍及交通可及性。 

（三）可容納人口數估計。 

（四）災害風險等級或高風險聚落分級。 

（五）縣市政府、鄉、鎮公所等資料（如人口數、年齡層…等相關資訊）。 

第五節 研究架構設計 

一、資料之不確定性分析 

本計畫以各災害主管機關的潛勢資料作為風險地區的基礎資料，由於該資料是

由不同的單位、在不同的時間、因不同的調查目的、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因此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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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避免資料的時間、空間、內容涵構與精度等的不一致性問題，致使在易致災資料

的正規化和整合應用上有相當程度的困難性，亦導致易致災地區判定與安全建地劃

設的不確定性問題。 

1.  資料建置目的不同 

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為治理土石流危險溪流，排定整治的先後順序

並進行危險度判定，針對有保全對象者調查公佈全台土石流潛勢危險溪流共

計 1507 條，而每年新發生之土石流溪皆是以調查研究未曾預料，實際上可能

爆發的土石流在有限財力、人力上未能全數清查；而潛勢區劃設方法，土石

流潛勢採現地調查並採公式演算土石堆積範圍，坡地災害與淹水潛勢範圍較

廣，多採以航遙測影像判識與情境模擬，調查建置方法亦不盡相同。 

因此，資料的不確定性透過田野調查工作與地方民意晤談取得第一線的

資料，顯得相當重要。本計畫旨在安全係數上的表達以揭露以什麼條件下和

什麼資源的輔助下的相對安全，而哪些不確定性因子可能導致不安全。 

2.  空間尺度的不一致 

災害潛勢的圖資、資料會因災害特性、空間範圍、規劃目的之不同而規

劃不同空間範圍與精度的調查製作作業，而綜合反映在比例尺的差異性上（如

土石流潛勢溪流：1/2,500；坡地環境災害敏感區：1/25,000；淹水潛勢圖：200

×200 公尺網格）目前國內圖資皆有比例尺不統一與資料新舊的問題。在比例

尺方面，還應考慮落實到可操作的可能；不同比例尺的圖資，因精度和具實

質空間意義的單元大小不同，進行疊圖分析後來需依現地之情況酌以修正。

劃設之圖資至現場比對時，程序上需尋求地方之協助，會同災害之專家、鄉

里首長代表進行實地勘察。 

3.  資料調查與建置時間的差異 

國內已建置的地理資料時間不一（如土石流潛勢溪流：2009 年完成；坡

地環境災害敏感區：2005 年完成；淹水潛勢圖：2001 年完成），在時空變遷

下，資料與現地狀況可能有所差異，產生空間範圍的不一致性。此外，許多

資料尚未有更新和維護之機制。 

因應在決策上的時效性，本計畫進行高風險聚落之現地勘察，具體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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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尺度大環境的風險評估程序架構，由災害潛勢導入誘發因子而產生易致

災地區危害地圖；危害地圖之後繼而導入脆弱度分析以了解風險分布概況。 

而以土地評估的角度，地區尺度需經由現地勘察之程序，取得一手資料以了解

災害類型調查、土地使用調查、訪談、替選安全建地方案，以上兩種尺度匯入歷史

災情資料來連接，俾使災害空間資訊呈連貫性且具層次性，對空間的指認與理解更

清晰。實地的資料蒐集，係安全建地評估機制與準則的驗證程序。透過田野調查以

確認並修正前階段風險評估階段的成果，排除可能因為圖資精度、時間落差、地形

地貌變動等因素所造成的不確定性問題。 

綜合前述之考量，在易致災地區資訊的呈現上，尊重並充分應用相關防災研究

單位和管理部門的計畫成果，仍應以各單位已規劃和建置的相關資料庫和系統的成

果整合應用為主。本計畫目標係利用相關地理資訊基礎圖資，建立劃設具全國一致

性的易致災地區風險地圖與安全建地之評估標準作業程序。 

二、研究架構與流程 

為延續本計畫第一期（2008）所評估建立之程序架構，導入更新災害潛勢資料

繪製全台灣地區易致災風險地圖，進一步實行全台高風險、高密度土地使用的聚落

清查，瞭解高易致災地區土地使用與地上物的類型與特質，並估算安全建地需求量

作為安全建地劃設之參據。 

為整合國內既有的相關資料庫，本計畫至少應參考「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

中所核示之優先治理範圍、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模擬的「洪水潛勢」、中央地質

調查所公布的災害潛勢資料，以及水土保持局在「土石流潛勢溪流」與「治山防災」

等方面已完成的具體成果，以及國內外相關領域的研究，研擬各災害類型完整的易

致災地區的指標體系與評估準則。依據上述定義與評估指標研擬「安全建地」的評

估準則與相關指標，並在易致災地區的劃設成果挑選適當的代表地區，來模擬安全

建地的劃設準則與流程是否合理與可行。 

為達成第二期（2009）之目標，本期工作項目規劃如下（詳圖 1-1）： 

（一）基於前期程序架構及資料選用準則，全面清查並更新災害圖資料庫。 

（二）進行危害度地圖、脆弱度以及風險地圖的製作，予以指認高風險地區之空間

分佈，以村里為單位，進行高風險易致災地區周邊之安全建地適宜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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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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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風險聚落之現地勘察，是安全建地評估機制與準則的驗證程序。透過田野

調查，確認並修正前階段風險評估階段的成果，可能由於圖資精度、時間落

差、地形地貌變動等不確定性因素。高風險聚落清查之田野調查方法實行工

作必須包含： 

1. 高風險聚落的災害類型調查 

2. 脆弱度調查（以土地使用調查為主） 

3. 社經屬性蒐集 

4. 替選安全建地現場勘查 

5. 地方決策意見訪談 

（四）安全建地評估機制與準則建立，可分為二部分： 

1. 機制：係以程序架構為主，結合上述步驟二、三的程序，設定為建議的安全

建地劃設機制。 

（1）以大尺度大環境的風險評估程序架構來看，由災害潛勢導入誘發因子而

產生易致災地區危害度地圖；繼而導入脆弱度分析以了解風險分佈概況。 

（2）以地區尺度架構來切入，需經由現地勘察之程序，取得即時資料以了解

災害類型調查、土地使用調查、訪談、替選安全建地方案。 

（3）上述兩者之間，匯入歷史災情資料來鏈結，俾使災害空間資訊呈連貫性

且具層次性，對空間的指認較為精確。 

2. 準則：建立並規範資料庫準則、高風險聚落判定機制準則以及安全建地土地

適宜分析準則。 

（五）安全建地資料庫建置 

安全建地的相關資訊至少應包括下列資料： 

1. 安全建地資料庫（包括土地面積、土地使用、土地權屬、土地價格…等）。 

2. 服務範圍及交通可及性。 

3. 可容納人口數估計。 

4. 災害風險等級或高風險聚落分級。 

5. 縣市政府、鄉、鎮公所等資料（如人口數、年齡層…等相關資訊） 

6. 此部份亦參酌歸納整理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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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三年中程計畫」，歸納整理國內及各縣市政府之災防既有

關文獻及資料庫。 

（六）易致災地區之安全建地資料庫查詢系統 

就易致災地區更新繪製及其安全建地劃設之成果，規劃其資料庫與詮釋

資料之格式與內容，以作為下一階段與國土規劃作業整合之主要界面。 

1. 全台灣易致災地區風險資料庫，包括下列圖層資訊：潛勢資料庫、危害度

地圖資料庫、風險地圖資料庫。 

2. 易致災地區之周邊安全建地資料庫，為地區尺度資料庫，包含下列圖層資

訊：高風險聚落分佈、安全建地資料庫。 

第六節 研究方法 

易致災地區之掌握為災害管理的重要基礎工作；從事災害風險分析，必須包含災害

特性與分佈之資訊、不同災害風險級距內的生命、財產與環境生態的特性、不同災害對

生命、設施財產、社會經濟、環境生態威脅程度與和空間分佈的評估等三方面的功能。

透過災害界定、易致災性評估及風險分析方法，可瞭解特定地區潛在災害的發生機率與

衝擊情形及該地區之人文環境、自然環境與社會系統的易致災程度，進一步估計不同災

害風險的機率分配等相關訊息。 

傳統之防災工作較著重於工程與規劃領域，自九二一地震發生後，轉向體制、緊急

應變與救災面向發展。然而土地使用管理實乃防災策略之根本，加強對災害敏感地區的

管制可降低保全因子遭受到災害的衝擊。為有效地考量潛在災害損失，繼第一期計畫

（2008）整合災害風險分析之架構，針對災害影響範圍之風險進行評估，以作為安全建

地劃設之基準，並根據聯合國國際減災策略計畫提出之災害風險評估程序，進行三大災

害風險評估之研究（土石流、坡地災害、易淹水），和對研究區域進行實地踏勘。主要

研究方法是以地理資訊系統、內容分析法、土地適宜性分析方法以及田野調查方法為

主，內容包括二大部分： 

（一）透過災害風險分析，清查相關圖資，即期更新危害度地圖與風險地圖。 

（二）進行高風險區域田野調查並且以土地適宜性分析方法，進行安全建地劃設機

制與準則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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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研究目的與內容，本計畫主要研究方法列舉如下：  

一、地理資訊系統 

蒐集、更新、整合 新災害潛勢之調查研究成果，包括坡地、土石流、洪氾、

地震等潛勢資料以及其他國土保育、保安相關敏感資料之暨有資料庫。並參考國內

相關防災研究單位（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防災國家型科技計畫辦公室、國家

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的相關計畫，結合相關空間資料，方能提供更正確的致災資訊。 

二、內容分析法 

應用內容分析法係透過查詢和檢索相關網站和資料庫系統，建立擬蒐集、更新

的資料清單，進一步藉由工作會議、諮詢會議、面訪或是問卷調查的方式來預先規

劃和資料庫所需建置的內容項目，上述之災害空間資料庫，將以 ArcGIS9.0 以上系

統建置。 

三、土地適宜性分析 

土地使用適宜性分析為環境規劃工具之一，以系統觀點，綜合分析多種自然環

境因素、自然環境在空間分佈之差異性、自然環境對各種土地使用之潛力與限制，

確保開發行為與環境保育目標相容情況下，將資源做 適之空間分配。因此，易致

災地區周邊地區之開發利用，可藉由土地適宜性分析，瞭解土地資源的容受力，配

合土地使用活動之需求，分析自然資源提供進行土地使用之適宜性，達到開發與保

育兼顧之目標。 

進行土地適宜性分析以及土地資源容受力等分析過程中，會面臨各項評估因子

權重的課題，故需多方徵求相關專家學者之意見，集思廣益並協助檢視規劃成果。 

四、籌組作業諮詢小組，協助易致災地區與安全建地之定義與劃設準則 

由於國內天然災害類型迥異，包括三大類型九種災害，因此易致災地區之安全

建地定義與劃設準則皆非單一領域之團隊能確實掌握，故本計畫之諮詢小組，邀請

相關領域之專家，以商討具體之定義與劃設準則，委員如下： 

 

 



1-4 
 

 

表 1- 1 諮詢小組委員名單 

服務單位 姓名 職稱 

經濟部水利署正工程司兼水利防災中心 王藝峰 主任 

臺北縣政府農業局 蔡光榮 局長 

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 黃書禮 教授 

中興大學水土保持系 陳樹群 主任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產業安全衛生與防災研究所 葉永田 所長 

成功大學生命科學系 侯平君 教授 

成功大學資源工程系 李振誥 教授 

成功大學水利工程系 游保杉 教授 

成功大學水利工程系 李德河 教授 

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 鄒克萬 教授 

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 張益三 教授 

五、田野調查方法   

空間規劃除了既成資料的運用分析外，為補強資料與現地資訊之落差，掌握實

際情況，程序中導入田野調查步驟： 

1. 採訪記錄：藉由受訪者的口述、操作或表演者示範的錄製，蒐集 直接的影音

記錄，摘錄成文字稿，並再經確認後為田野採訪紀實。 

2. 拍攝記錄：針對現地場景重現與重要人物的拍攝記錄，其蒐集到即時的影像圖

照資料，是田野紀實專文中不可缺少的佐證圖像來源。 

3. 翻製記錄：田野調查過程中取得主管機關的同意翻印相關資料做為基本材料記

錄。 

4. 測繪記錄：有關災害影響範圍現場的實地測量，以及模擬方式的簡圖或描圖等。 

第七節 執行成果 

本計畫執行成果項目簡述如下，詳細內容詳見本報告書各章： 

一、易致災地區風險地圖製作：檢視第一期案的潛勢地圖，檢討有無缺漏或需再增加補

充之處，視本計畫需求進行圖資等相關資料更新，完成危害度地圖與風險地圖評

估，並歸納整理國內各縣市政府之災防既有相關文獻及資料庫。 

二、高風險聚落（村里）指認：評選易致災地區之高風險村里，針對全台本島高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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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密度之危險聚落，以安全建地驗證機制進行劃設地點現地勘查。 

三、安全建地劃設之標準作業程序：建立劃設安全建地之標準作業程序，提供政府相關

單位易致災地區之危險聚落分佈資訊，作為災後救災、安置、補償及重建政策之參

考。 

四、安全建地資料庫查詢網站：安全建地空間分佈等相關資訊，完成特定易致災地區範

圍內之安全建地基本資料的清查（如可建築土地規模、服務範圍、土地產權等），

在災害發生時，政府相關單位能夠及時且確實地掌握災區安置所需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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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易致災地區風險評估與管理文獻回顧 

本章主要回顧災害風險評估管理理論等相關研究並探討國內外風險評估機制與課

題，針對易致災地區劃設之目的與特性，結合災害風險評估 3 個階段（災害危害度分析、

脆弱度因子分析及風險分析），歸結並研擬易致災地區劃設之操作流程。 

第一節 名詞定義 

為確切表達本計畫內容及描述之一致性，以下定義本計畫內容相關名詞。本風險架

構主要整合聯合國減災策略、國內專案計畫對災害管理研究相關名詞，本計畫使用中譯

名詞定義如下： 

一、災害（Disaster） 

指危害對社區或社會，產生機能上的嚴重破壞或損壞的現象，造成廣泛的人

員、物質、經濟或環境損失，超出受體以其自身所有資源適應或回復其影響之能

力。 

二、危害（Hazard） 

具有潛在破壞力的自然事件、現象或人類活動，它們可能造成人的傷亡、財

產損害、社會經濟混亂或環境退化。危害可包括將來可能產生威脅的各種隱患，

其原因有各種各樣，有自然的（地質、水文氣象和生物），也有人類活動引起的

（環境退化和技術危害）。 

三、危害度分析（Hazard Analysis） 

藉由指標、研究及監測任何一種災害，來確認災害之潛力、源起、特性及運

行。 

四、脆弱度（Vulnerability） 

脆弱度因子為災害造成傷害或破壞的對象，包含人類傷害和財產破壞；脆弱

度的評估即為估算災害發生時，受災範圍內所有生命財產的損失。基於自然、社

會、經濟和環境因素或活動所決定的條件，因而一個地區更容易受到危害的影響，

構成易致災地區。本計畫脆弱度指標主要依據人類活動地理空間分佈特性，以集

居脆弱度為概念與對象，建物因子資料做為空間基本統計單元（單筆住宅土地使

用宗地面積），達到劃設安全建地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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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風險因子 （Elements at Risk） 

人類、財產、房舍、道路以及任何曝露在危害中的公共設施。 

六、風險（Risk） 

經常被表示為風險（Risk）= 危害（Hazard） ×脆弱度（Vulnerability），係

為一機率值，代表自然或人為危害與社區或社會的脆弱度因子互動，所造成之預

期損失或損害。 

七、風險評估（Risk Assessment/Analysis） 

各種危害與自然、社會、經濟和環境脆弱度因子相互作用，形成災害風險，

水文氣象事件占災害的大多數。而風險評估是藉由分析潛在危害與現況的易致災

性條件，對人民、財產、生計及所仰賴的環境具有潛在威脅或傷害，來界定風險

的本質與範圍的一種方法。 

八、易致災地區 

在某特定強度、規模、頻率的災害衝擊下，人類與環境可能受害的特定地區。 

九、安全建地 

於易致災地區範圍內本於「就近安置」或「離災不離村、離村不離鄉」之原

則，以「虛擬土地儲備」的概念規劃附近將來可供使用之重建基地。 

第二節  災害風險分析與管理 

世界各地發生的災害使各國社區寶貴的生命財產蒙受巨大損失，而開發必然要與自

然界災害風險並存，適當的應對與採取行動可降低社會的脆弱度因子並減輕損失。為追

蹤災害風險的形成與演進，做為防減災之依據，瞭解各層面（如自然、社會、經濟和環

境方面）的脆弱度因子與危害互動之短期、長期變化方式，開展風險評估，以下透過災

害風險分析等相關文獻回顧，作為本計畫研擬易致災地區不同風險分析模式之參考。 

一、風險評估的內涵 

制定災害風險和脆弱度因子指標體系，使決策者能夠分析災害對社會、經濟

和環境條件的影響，並向決策者、公眾以及面臨風險的群眾傳播結果。 

二、災害風險評估／分析（risk assessment/analysis） 

根據聯合國對災害風險評估（assessment of risk）之定義，包含災害潛勢、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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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度及脆弱度等面向，本計畫據此作為三大災害風險（土石流、坡地災害、易淹

水）的評估基礎。根據聯合國出版的Living with Risk：A global review of disaster 

reduction initiatives（2004）一書，災害風險分析主要在估計災害發生的機率、影響

程度與空間分佈特性，它包含風險因子之界定、危害度分析、脆弱度因子分析與

風險等級之估計。 

為了改善發展與災害風險之間的關係，聯合國發展計畫（UNDP）已開始發展

「災害風險指數 （Disaster Risk Index） 」，使得在不同國家間暴露於危害中的受

體、脆弱度因子與風險得以做相關層次的評估與比較，讓脆弱度因子指數的界定

在災害風險架構中發展。 

災害風險分析主要在估計災害發生的機率、影響程度與空間分佈特性，它包

含風險因子之界定（identification of risk factor）、危害度分析（hazard analysis）、

脆弱度因子分析（vulnerability analysis）與風險等級之估計（estimates level of risk）

等步驟，分析災害對空間所造成之影響與衝擊，估計個別災害之風險因子，以下

將分項說明之。 

 

Hazard（災害） Vulnerability / Capacities（易致災性/能力） 

Determines susceptibilities & capacities
（確定敏感性和能力） 

Determines  geographical  location, 
intensity and probability 
（確定地理位置、強度和機率） 

Estimates level of risk（風險等級之估計） 

R
isk A

n
alysis

︵
風
險
分

析
︶ 

Evaluates risks（風險之評估）

Socio‐economic cost / benefit analysis（社會、經濟成本/效益分析） 

Establishment of priorities（優先權的建立） 

Establishment of acceptable level of risk（建立可接受的風險水準或等級） 

Elaboration of scenarios and measures（方案的計畫與測量） 

Identification of Risk Factor（風險因子之界定） 

R
isk A

sse
ssm

en
t

︵
風
險
評
估
︶

 

圖 2- 1 風險評估架構圖 

資料來源：整理自 UN/ISDR，2004 

1. 風險界定（identification of risk factor） 

風險因子之界定為災害風險分析的首要步驟，在全面了解各種風險的基礎

上，才能夠預測危險可能造成的危害，從而選擇處理風險的有效手段。 

2. 危害度分析（hazard analysis） 

危害度分析包括災害潛勢與誘發因子分析，以界定與了解不同地區之災害

危險源特性及其所致危害潛勢分佈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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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脆弱度分析（vulnerability analysis） 

脆弱度之分析，主要估計受災害影響範圍脆弱度因子之特性，並分析影響

致災程度之因素（如土地使用模式與強度、社會經濟與建物特性），從完整的

災害風險評估的角度而言，脆弱度分析應包含社區、家庭與個人的保護，以及

災後重建與生活機能恢復的基本能力。 

4. 風險等級之估計（estimates level of risk） 

量化風險往往牽涉到資料收集無法完善或技術上無法精確估算的限制，因

此其量化之數據便存在著相當的不確定性（uncertainty），且執行上需花費較多

的時間與精力。 

5. 災害風險之評估（evaluates risks）與災害風險綜合分析 

風險評估是考慮災害風險的高風險或中度風險，當事件發生時各地區評估

優先順序之重要性，彙整以評估哪些風險必須處理，哪些風險是可以被接受，

而風險綜合分析則是參考歷史資料之結果，考慮處理的成本、損壞的設施以及

對環境的影響等來定義高風險區域， 後可依此建立災難應變措施、設立處理

防範設備於該區域，以縮短應變所需時間，降低災難帶來的損失。本計畫則將

評估為高風險之結果，引以為劃設安全建地示範地區之依據。 

三、全球自然災害熱點案例研究， Natural Disater Hotspots Case Studies, the world bank, 

Columbia University, 2006 

（一）研究背景 

全球自然災害熱點案例研究之主要目的為確認危害度、脆弱度以定義風險。

崩塌災害發生的機率由實質的演算模型評估，結合了過去經驗的統計，評估

災害危害程度導入的資料主要有地質、坡度、降雨、地震活動、土壤類型、

水文條件與植被。評估脆弱度之資料主要係社經因子（人口密度、公共設施

的品質等）以及反應的能力（預防、干預、及緩解等）。 

（二）研究架構 

本案例關注快速的大量移動災害現象例如落石崩塌、土石流、雪崩以及因降

雨或地震引起的山崩，研究災害類型為全球地滑危害潛勢區域與風險危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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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評估模式主要由依據聯合國的定義以界定風險組成（危害度，風險因子，

以及脆弱度），其研究架構與評估的模式如下說明。 

 

圖 2- 2 地滑潛勢及風險評估之研究流程圖 

（三）模型說明（Landslide Model）  

危害度因子資料包含靜態的潛勢資料及動態的誘發指標，危害度評估

（Hazard Evaluation）所使用之關係式如下說明： 

 

H（危害度）= SUSC（災害潛勢）× TRIG（誘發因子）         （式 2- 1）           

Hlandslide = （Sr × Sl × Sh） × （Ts + Tp）                     （式 2- 2） 

 

其中 SUSC（災害潛勢）是所有潛勢因子的結合，在本案例中包含坡度因子

（slope factor “Sr”）、地質因子（lithology factor “Sl”）以及土壤濕度因子（soil 

moisture factor “Sh”）；TRIG（誘發因子），代表引發潛勢因子快速移動以及

發生機率的因素，將地震活動指標（seismic activity indicator “Ts”）及降雨指

標（precipitation （rainfall） indicator “Tp”）視為誘發的主要因素。 

將潛勢因子與誘發因子代入關係式中，將地滑災害危害度評估模式改寫為下

式： 

   H = （Sr × Sl × Sh） × （Ts + Tp）                          （式 2- 3） 

上述為該研究對於地滑災害所設定的危害度評估模型，並在危害度的設定上



2-6 
 

同時考慮潛勢與誘發因子的影響，因此本計畫援引此關係式建立危害度模

型，藉由潛勢資料與誘發因子的結合，劃設出土石流災害、坡地災害以及易

淹水地區的危害度地圖。 

四、德國風險地圖，CEDIM Risk Explorer – a map server solution in the project 

“RiskMap Germany”, Nat. Hazards Earth Syst. Sci., 6, 711–720, 2006 

CEDIM（災害管理與降低風險科技中心）執行的德國風險地圖計畫，主要在

處理與自然、人為危害有關的危害度、脆弱度、與風險，將其視覺化。本案例之

目的是將各種型式的資料顯現為不同的主題圖，經Web-GIS的方式呈現成地圖，表

現不同風險的研究狀況，並整合不同領域的危害度地圖、脆弱度及風險地圖於一

種應用系統中，提供不同知識背景的使用者做比照。 

 

圖 2- 3 德國風險地圖劃設流程 

風險地圖是風險評估是重要的圖像化成果，風險評估方法必須結合危害度包括

危害發生的強度與機率，以及脆弱度因子分析，經由分析及關係式進行資料運算，

依循聯合國減災計畫策略 3 個階段將資料處理成不同的主題圖，如圖 2-3 所示：1.

危害度地圖（Hazard Map）、2.脆弱度地圖（Vulnerability maps）、3.風險地圖（Risk 

maps），先對資料進行演算式， 後將風險資訊以空間化、直觀的方式呈現。 

第三節  脆弱度 

聯合國國際減災策略委員會（ISDR, 2002）提出天然災害風險是由自然或人為所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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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之危害、脆弱度以及承受度三者交互影響構成，以公式表示為：  

Risk = func.（H, V/ C） 

式中 H 為自然或人為所造成之危害程度（hazard），V 為脆弱度（vulnerability），C

為承受度（capacity）。 

由於不同氣候變遷而造成的災害衝擊從地球上的每個區域與次系統，全球環境到地

區－都對人為環境成重大的衝擊，過去以衝擊為主的研究途徑（impacts-led approach）

主要在分析物理性災害的演化，傳統上根據環境變遷模式及人口預測，以檢視未來哪些

人類群體及系統會暴露在災害下。而脆弱度研究取徑（vulnerability-led approach），則著

眼在決定人們如何回應並處理災害（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及制度性因素），透過因

素分析以評估一個地區、系統或人類群體在面對一範圍內現存、預期衝擊或災害時的脆

弱度，因此脆弱度取徑（approach）在評估人們如何適應 （adapt） 或加強能力以面對

現存威脅，是很有用的分析工具。 

為了評估環境變化對造成的衝擊，國際上許多科學團體正積極建立脆弱度的評估系

統，以確認造成環境與社會經濟因素，並尋求降低脆弱度的方法以增強人們對環境變遷

的適應，除了人類系統在面對自然環境變化時所顯現出的脆弱度，更認知到人類系統不

同的特質與能力，會反映出不同環境衝擊發生後的影響程度，因此近年來國際上在進行

環境衝擊研究時，原以衝擊為主的研究途徑，逐漸轉移到以脆弱度為主的途徑。 

一、脆弱度的演進 

（一）脆弱度的意涵 

脆弱度之概念源於自然危害研究，自然環境中多種因素決定人的生命和生計

是否暴露於危害中（Blaikie et al., 1994, p. 9），在20 世紀自然危害研究學者始著

眼於脆弱度與環境變化的關聯，特別是氣候變遷影響的案例，至今脆弱度這個概

念，被用於不同的研究範疇中 （Adger,2006; Smit and Wandel, 2006），應用於社

會、生態、自然環境的系統等各種不同領域，並可作為評估系統的指標（如暴露

量的衡量單位），各個領域廣泛的探討脆弱度的意涵廣義卻又發散，至今對其定

義尚未達成確切的共識。 

（二）損失與災害風險 

早提出風險概念的是美國學者海恩斯（Haynes），其對各類風險進行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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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分析其本質，定義風險損失的可能性，為風險管理和保險相結合奠定了理論

基礎。在天然災害風險預測方面，透過機率值來表達災害發生強度、可能發生範

圍，風險發生的機率在0－1之間波動。越接近1，風險發生的可能性越大，越接

近0，風險發生的可能性越小。風險期望值則為風險發生的機率與損失的乘積，

藉由評估風險作為預防災害的基礎，此時在風險架構中，評估有關受到衝擊的或

影響的受體仍以衡量＂損失＂為主。 

1950 年代之後的地理學，傳統環境衝擊研究主要分析的方式是研究自然環

境的條件，透過因子分析，可以預測達到某標準時環境災害的發生，藉此分析某

些區域可能會遇到的災害，而衝擊強弱的定義係依災害發生的強度及頻率等為標

準。Burton（1978）認為，脆弱度泛指易遭受自然災害的破壞，所關注的主題是

自然災害的分佈條件、人為開發而佔用災害區域範圍以及災害可能帶來的損失

等。Gabor & Giffith （1980）則認為脆弱度是指暴露在威脅下時，區域與居民對

於緊急狀況的應變能力，脆弱度開始有了不同的概念，其認為處理災害能力好壞

將影響風險與損失程度。 

脆弱度定義因地而異，多為強調某一特定地點的某種災害脆弱度，這類定義

方式 早由地理學者所提出，係近年來天災相關研究較常採用的定義方式。 

（三）瞭解人類社會與自然的互動，有助於降低風險與減災效益 

1983年代文化地理學者Kenneth Hewitt對先前的理論方法（如災害減災或備

災）提出了開創性的批判，指出當時的災害研究將災害視為是不可預知的、空前

的、隱形的＂上帝的傑作＂（Acts of God），是無法控制的現象，是否＂災害＂

是如此地抽離正規的生活，只有先進的科學技術可以治療社會遠離威脅和免於失

序？此般的觀念架構並無討論＂人＂的傑作對災害的影響。該學者認為人們以採

取行動以避免或減輕災害，亦能產生＂致災＂的行為，只著重災害本身的研究觀

點應該受到質疑，尤其在治理災害的同時，近年來災害並無因此減少甚更惡化：

災害研究和應用實踐出了什麼問題？災害的生成不只是自然導致，亦是社會、政

治與經濟環境下的產物，若將災害視為不尋常的，討論太多自然危害本身而不討

論周遭的社會環境是危險的觀念。 

由於全球環境變遷的發生已被確認為人類活動的結果，由空間與時間縱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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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與經濟演變過程所導致的自然系統的轉變，而自然系統的轉變 後仍回饋到

人類系統中影響社會與制度性的變化，自然環境管理應考慮社會與經濟在變遷的

重要性，Blaikie et al.'s （1994） 強調社會性涵構與事件衝擊之間的相關性，強

調脆弱度不再只是災害的承受者（接受端），處理都市的傷害性與衝擊的因果關

係的因子，與災害本身一樣重要，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特徵也是脆弱度的重

要成份（Albala-Bestrand,1993; Blaikie et al., 1994; Burton , Kate,and White, 1993; 

Hewite, 1983;Kreimer and Manasinghe, 1992; Varley,1994 等），僅研究災害下的損

失，對於整體性的減災助益不大，那些在自然災害中損失生命的人們其實可以活

得更久而且享受更好的生活品質，而對於窮人的脆弱度不只是住宅材質、生活在

危險的斜坡上以及太少救濟援助，是幾世紀來的歷史演變與政策造成根深蒂固的

脆弱度，災害的起因源於社會領域多於自然領域。 

因此作者在此提供了一操作型定義，藉由脆弱度，意指個人或群體的特性與

他們的條件，受到天然危害影響時，他們預測、處理、抗災和復原的能力，探討

哪些因素結合（人的生活、生計、財產、其他資產）決定了災害風險，脆弱度由

時間向度來建立：意即脆弱度可依據對未來生計的損害來衡量，而非只是危害事

件本身。 

  1. 風險研究相關名詞定義 

（1）災害（Disaster）：由3個相關的因素所構成，危害（Hazard），脆弱

度（Vulnerability），以及風險（Risk），以透過公式來表示為R=H+V。 

（2）危害（Hazard）：為災害中的物理因素，危害可以透過機率研究而預

測出來，此階段尚未涉及一個對社會或人類影響的風險等級。 

（3）風險（Risk）：風險是複雜的合成函數，由自然危害與暴露在特定事

件的空間和時間下不同脆弱度所構成。 

（4）脆弱度（Vulnerability）：脆弱度是人們在不脫離系統下處理災害，而

且他們也拒絶只討論社會系統處理風險和損失的能力，因為更要考慮

到更廣的條件像是窮困等和政治經經濟上的問題，以及人們實際會面

臨的災害。 

  2. 脆弱度架構與因子 

  Blaikie et al. 定義了一「壓力與釋放模型」（Pressure and Release Mode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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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model），基於災害由 2 股對抗的力量：一方為產生脆弱度，另一方

為對自然或人為危害的實體接觸（physical exposure），像是胡桃夾子一

樣，任何一邊的壓力增加災害就會增加， Blaikie et al. （1994）將脆弱度

產生的過程分成 3 段因果關聯的階段，脆弱度的演進的 3 階段為： 

（1）根本原因（Root Causes） 

（2）動態壓力（Dynamic Pressure） 

（3）不安全的狀況（Unsafe Conditions） 

在 PAR 模型中在危害端的部份為顯著地理區域的不同危害： 

（1）淹水（Floods） 

（2）乾旱（Drought） 

（3）蟲害（Pest attack） 

（4）人工改造河流（Human modification of the rivers） 

 

 

 

 

 

 

 

 

 

圖 2- 4 壓力與釋放模型 Pressure and Release Model （PAR-model） 

Blaikie et al.（1994）指出災害昇高的根本原因已結構性地鑲嵌在特定社會的

文化紋理，包括權力結構、資源和維持政治和經濟系統的意識形態等，強調實務

工作如何應用PAR-model來＂釋放壓力＂，哪些因素導致脆弱度，鎖定那些因子

就會降低脆弱度，找到真正的原因更降低脆弱度的作為，減少未來災害的風險，

因此進一步可將脆弱度定義為「個人或群體預見、處理、抵禦災害和從災害中恢

復的能力的特徵」，包含自然或社會災害威脅人們生活程度的各種因素，諸如社

會、經濟系統對災害的抵禦和恢復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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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度的觀念由傳統的環境與人的兩個因子，更進一步擴展到社會經濟層面，並開

始有回復力的觀念（如人類對危險的回應能力），Clark（1998）指出脆弱度的兩個特性

包括： 

1. 暴露程度（exposure），所指為災害事件經驗的風險。 

2. 處理能力（coping capacity），包含兩個部分，一為系統可承受衝擊和繼續運行的

能力和回復力（resilience），二是在衝擊後復原的能力。 

而 Pelling（2003）對於脆弱度的解釋有相似的觀念，指出自然危害的脆弱度由三個

部分組成：暴露（exposure），抵抗力（resistance），和回復力（resilience）。 

脆弱度於不同的學科間各有其操作型定義，如社會學者與氣候學家稱脆弱度的意涵

即不同，社會學者傾向視脆弱度為決定人類有無能力以處理壓力或改變，屬社會與經濟

因素；而氣候學家視脆弱度為天氣與氣候相關事件的發生與衝擊的可能性。Adger 

（2004）則認為一個系統、社群或個體對一個威脅的脆弱度，與受傷害的程度有關，進

而將脆弱度可以廣義定義為一個特定的系統、次系統或系統的成分，由於暴露在災害、

壓力或擾動下而可能經歷的傷害（Turner et al.,2003），所謂系統、次系統或系統可能是

一個地區、社群、社區、生態系統、經濟部門或個人等等。 

一般將脆弱度的認定劃分為兩類，一類係特別的氣候相關事件或災害對一個系統所

造成的傷害度；另一類係一個系統在遇到災害之前就存在的狀態，對於這兩類的評估方

式與決定因素如表 2-1 所示： 

表 2- 1 脆弱度類別及其評估方式 

1.物理或生物物理脆弱度 

第一類物理或生物物理的脆弱度研究，對脆弱度內涵的詮釋是來自傳統災害

與衝擊評估為研究取徑，因而此災害-暴露-敏感性才被指稱為物理或生物物理的

脆弱度（physical or biophysical vulnerabilitｙ, Adger, 2004），至於人類系統有無能

力處理災害事件的結果，在本涵構中並無受到重視，這類研究在評估氣候變異的

脆弱度類別 評估方式 決定因素 

物理或生物物理脆弱度 
一種特定類型災害的頻 

率與強度的函數 

災害本身，災害的強度與災害發生時暴露在當地的人

口決定其脆弱度 

社會的脆弱度 
可以決定災害事件的強 

度或結果的所有因素 

人類系統固有的特質能決定災害的結果，因此環境的

變項及暴露的尺度與人類的特質是評估決定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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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度指標，通常會選用人類於災害區之暴露情況（如預測海平面的上升來估計

陷於洪災的人口增加指數），而不是在分析人類具備面對災害的應變能力。因此，

由此類研究可以得知人類的脆弱度與可能暴露 （exposure） 的物理災害、頻率、

暴露程度及決定於系統對衝擊的敏感性 （sensitivity） 之間的關係，例如發展中

國家的人民一方面以農牧業等為主要的生產方式，由於產業特性高度依賴自然環

境的供給，使其對環境的變化有著高度的敏感性（susceptibility）。 

2.社經脆弱度 

至於第二類研究則視脆弱度為災前即存在的狀態，從災害外部的觀點來看，

主要是探討人類社會或社區受災害影響的結構性因素，此類研究認為脆弱度是從

人類系統內部固有特質中衍生而出的（Clark et al.,2000），可以稱為「社會的脆弱

度」 （social vulnerability） （Adger, 2004），亦即社會脆弱度的本質是由「人類

系統將暴露在那一種災害下」所決定，因此，儘管社會脆弱度不是災害的應變數，

但某些特定的系統特質，將導致某些地區社群在面對某一類型的災害時更加脆

弱，比如貧窮、不公平、邊緣化、食物的供給、保險取得的能力、住宅品質等等。

其中貧窮、不公平、健康、取得資源的管道、社會地位可視為影響社會脆弱度的

「一般性」決定因子（generic determinants），此外，尚包含其他的「特定性」決

定因子 （specific determinants），例如在面對洪水或颶風時，住宅的品質會成為決

定脆弱度的因子之一，但在面對乾旱時卻無影響。 

釐清是脆弱度的對象以及面對的災害（vulnerability of who or what to what），

唯有透過社會脆弱度才能真正確認社會中 脆弱的族群，並了解一個地域中或地

域間，即使經歷相同的災害，是否可能出現不同的脆弱度， 理想的脆弱度評估

方式應同時包含生物物理脆弱度與社會脆弱度，生物物理脆弱度提供自然環境參

數的基礎，而社會脆弱度則提供人類特質的參數基礎，使環境衝擊研究能更加完

整。 

然而 Cannon et al. （2004）進一步認為：『脆弱度並不是貧窮、邊緣化或某些

人被認為於風險中處在劣勢等概念，因為貧窮是衡量現況的狀態，脆弱度應有預

測的本質，能預測某些人在風險與危害下可能會發生什麼樣的狀況的方法』，脆弱

度的另一重點在於人們如何適應，亦意味者某種遭受風險的可能性。



 

  2-13 
 

建立易致災地區之安全建地劃設機制與準則（第二期）               結案報告書

 二、適應力 

Blaikie et al.'s指出人類不是平等地皆可取得資源和機會，不平等地暴露在危害

中，不管是否有足夠的田可以耕作，或者足夠管道可以取水和還算可以的家園，

是社會因素來決定的（亦包含）了經濟、政治過程，這些的社會化過程決定了誰

容易面臨災害風險：人們居住與工作的地方、什麼樣的建物、危害保護的層級、

整備、資訊、財富和健康，看似與自然沒什麼關係，但皆為社會的屬性。 

從心理或哲學定義來看自願與非自願的風險承擔（see Sjöberg 1987; Adams 

1995; Caplan 2000），除了那些為了美景而住在Topanga Canyon的總裁們，可以清

楚看到的是貧民居住在山坡上是較少自願性的，這些都市的窮人利用他們的區位

做為組織生計活動的基地（勞力、街上的交易，貨品，犯罪活動，娼妓），如果

都市土地所有權和租金的結構，迫使他們山坡貧民窟可以找到 近的就業機會，

那麼人們就會落腳並適應那個地方而無視於坡地災害的風險（Hardoy and 

Satterthwaite 1989; Fernandes and Varley 1998），這種不能適用於自願性選擇模式，

也非有限理性的觀念（Burton et al. 1993: 61–65），這些地區的居民多以依賴自然

資源為主的一級產業維生，在氣候或環境改變時，他們的生活與生命將受到極大

的威脅。 

較早前之脆弱度評估模式都忽略了人類在面對災害或衝擊時的學習與適應能

力，如果脆弱度的分析需同時包含環境變化的項目與社會脆弱度的內涵，而環境

變化的項目較為明確、相對容易掌握的，但在社會脆弱度指標上，除了包含一般

性及特定性決定因子外，應特別注意人類是具有學習能力的生物，一般性及特定

性的決定因子固然能影響人類社會的脆弱度，人類亦會藉由過去的經驗，發展對

變化及災害的適應策略，因此，一旦適應的機制出現，透過適應能力提升也將會

影響當地的脆弱度或降低社會的脆弱度，換言之，降低脆弱度是對災害適應的結

果，社會脆弱度與適應能力彼此間形成一種循環。 

所謂適應能力 （adaptive capacity）係指一個系統能修正或改變其特質或行為，

使在面對既存的或預期的外部壓力時能有更好的處理能力，經由適應能力的實現

以降低社會脆弱度的過程， 被稱為是一種適應（adaptation），而一個社會固有的

內部特質會影響其面對、處理及適應變遷的能力，特別是社會的制度 （social 

institutions） 及社會的資本（social capital）。社會資本的核心概念所指為社會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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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的特徵，如信任、規範及網絡，藉由這些特徵能加速共同合作的行動以增強社

會的效率，因此這些特徵可以視為「一系列的網絡、條約及資訊流動」，而透過

檢視資源管理的制度，及制度的有效性、效率及合法性，能闡明一個社會所具有

之適應能力的潛力（Adger, 2004），然而適應能力不會立即產生，一個系統需要

時間使其適應能力得以實現，因此適應能力所代表的是一個社會適應之潛力而非

真正適應的實現。 

由於良好的適應能力會降低系統在未來災害發生時的脆弱度，同時，災害本身

具有長時期緩慢變化的特質，使人們可以在時間的歷程中逐漸適應，且現在的脆

弱度取決於過去的適應及現在的處理能力，並對未來系統的脆弱度提供了一個演

進的底線。 

綜上，一個完整脆弱度之評估，必須包含暴露、敏感性、適應能力三個基本要

素 （Turner etal.,2003），Gallopin （2006）指出與恢復力與適應力有著某種程度

的關聯，因此脆弱度是一種人類社會或者系統災害發生前的潛在因素，並且影響

災害發生後的損傷，這些社會固有的特質（如社會制度、社會資本以及文化習俗

等），是群體或社區處理額外的壓力與擾動的能力（Adger, 2004）。聯合國國際

減災戰略（UN/ISDR）於2002 年將恢復力定義為：「系統、社區或社會抵抗或改

變的容量，使其在功能與結構上能達到一種可接受的水平。這由社會系統能夠自

行組織的能力、增加學習的能力、適應能力的容量決定。」這樣的概念引入了適

應能力的觀念，包括人類自我的學習能力、由擾動後的改變與轉換的能力，包括

從一個災害復原（recover）的能力。 

因此，脆弱度評估是評估一個地區、系統或社群，在面對「一範圍內的現存災

害或在經過事前評估分析後認定將發生災害」的脆弱度，決定該地區、系統或社

群將如何受到影響，及該如何面對形成中的災害（Adger, 2004）。 

三、回復力的評估架構 

（一）回復力三角 

Petak （2002）則認為系統的執行能力就是回復力；Bruneau et al.（2003）

則將回復力定義為社會單元對於減災、控制災害影響以及完成復原行動的能力；

Tierney and Bruneau （2007）認為所謂災害的回復力強調的是災前減災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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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反應自然人文系統對於災害的應變與復原的能力，更提到回復力三角關係

（Resilience Triangle）概念（詳圖2-5），可利用基礎設施受災狀況來作說明，t0 

是受災時間，基礎設施品質下降了（100%降至50%），欲回復至災前的品質須

耗時t1-t0，意即「好的」回復力是受災時品質下降度很低，而回復的時間能夠縮

短。從上述的文獻中可發現，回復力觀念運用在災害學的領域中，主要被運用在

災前的評估（藉此在災前評估的災害可能之衝擊）及災後的策略（藉此處理並減

少災害的衝擊）。回復力是運用系統的內在的制度調整其職能，不論災害發生前、

後的改變，都能維持其基本的操作功能。一個具有回復力的系統，在承受干擾之

際仍能維持其原有的功能、結構及回饋作用（feedbacks）的容納量，是一種抵抗

危機和災難恢復的能力。 

回復力三角（resilience triangle）說明系統功能在災害中的損失程度與系統復

甦模式，當災害發生時間t0，損壞關鍵的基礎設施導致系統的性能縮減，隨著時

間的推移t1，系統恢復至原始 初的功能狀態，三角形面積的大小決定系統彈性

（回復力）與否的關鍵，透過策略改善基礎設施的功能與性能（縱軸）與減少復

原的時間（橫軸）。 

而 MCEER 發 展 了 回 復 力 評 估 的 架 構 R4 （ Robustness, Redundancy, 

Resourcefulness, Rapidity作為災害回復力的基本屬性： 

1. 健全（Robustness）：系統的強度、或有能力的要素、或其他的分析單位。

健全的系統藉以抵擋或承受一定程度的壓力或需求所造成的災害，而不會

造成組織機構或社區單元重大的損害，或防救災系統功能的損失。 

2. 冗餘（Redundancy）：系統的幅度、分析元素或其他單位存在的可替代性。

即能滿足系統功能的要求，在災害事件中，功能受到阻斷、降低、或喪失，

仍保有能夠滿足系統功能需求的能量。 

3. 資源豐富（Resourcefulness）：意謂系統辨識問題的能力。當元素、系統、

或其他的分析單位遭受破壞的威脅存在時，可建立優先事項和動員資源，

作為提供資源的組成，即貨幣、實物、技術、訊息和人力資源，滿足既定

的目標。 

4. 迅速（Rapidity）：系統的恢復功能與縮短重建所需時間的能力。系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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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及時滿足復建所需實現的目標，依優先事項與重建次序逐一完成的恢復

能力，縮短重建時程，以揭止損失擴大和避免功能阻斷。 

 

圖 2- 5Resilience Triangle 回復力三角關係概念圖 

資料來源：Tierney and Bruneau （2007） 

Klein（2003）對回復力的意涵作了結論，回復力研究現為相當混亂的傘狀

結構，研究中均未對這個概念進行明確且可操作的定義，如果沒有一個明確的回

復力定義，只有廣泛的概念框架，充其量僅為一個模糊的概念，而不是一個實際

的政策或管理工具。 

（二）回復力是脆弱度的子系統 

災害可能涵蓋一個地區的內部及其外圍，這些災害對系統結合有潛在的影

響，包括系統經歷擾動與壓力源的方式，進一步針對地區性描述，系統中人類環

境條件決定了對暴露量的敏感度，包括影響現有處理機制的社會與自然資產。對

人類子系統來說，這些機制可能是個人的自發行動或政策走向的改變，重要的

是，社會與自然的回應或處理機制會相互影響與回饋，所以人類子系統的回應能

造成自然子系統較多或較少的處理能力，反之亦然。該架構說明脆弱度評估的複

雜性與相互關係，著重於某地區影響人類環境系統脆弱度的潛在因素與關聯陣

列，其系統特性為可依據使用者所關切的事與目標由左至右（災害至結果）或由

右至左（結果至災害）來應用，但不同的分析方向可能產生不同的脆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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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6 脆弱度系統 

資料來源：European Environment Agency 

（三）脆弱度與回復力 

綜觀前述，脆弱度與恢復力的定義不一，且相互交織扣連，傳統的回復力研

究著重於數學模型（Ionescu et al.,2006），但脆弱度著重在分析案例的研究，脆

弱度因子多因地制宜，故這類研究均強調某定點的某種災害脆弱度，可知危害與

暴露在特定事件由空間和時間的不同脆弱度構成，不同屬性的地區或依政策不同

的需要，脆弱度評估方法因而不同。 

Folke（2002）等認為脆弱度與回復力為一體兩面，脆弱度是系統被破壞的

可能性，它的相反面是系統抵禦及回復的能力，亦即當一個系統擁有高的回復力

時，系統會有低脆弱度；而如果系統是脆弱的，同時反映出低回復力，通常人類

都有自我保護的容受力和群體行動：產生脆弱度的過程是藉由人們抗災的能力、

避災以及適應的過程，以產生安全感，不管是在災害發生之前或受創的時候。 

Pelling（2003）將自然災害的脆弱度分解為暴露度、抵抗力與回復力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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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的其將回復力納為脆弱度的一種屬性；Gallopin（2006）亦指出回復力屬於

脆弱度的一部份，回復力與各種所謂的適應能力或應變能力（capacity of 

response）相關，應變能力就像一個脆弱度的元素，係系統性結構變化的回應，

回復力應被考慮為應變能力的一個子集合或元件。 

Klein（2003）對於脆弱度與回復力是相對性的，應當審慎考慮什麼人、事、

物會是脆弱的、以什麼方式顯露出來，如將回復力定義為促進災後重建的能力，

則於災害中失去生命者無法受到相同的助益，抑或失去生計的邊緣貧困家戶，未

必受惠於災害保險的措施，因為災害保險僅能供給買得起災害保險者，一個系統

可 能 涵 括 地 形 、 區 域 ， 存 在 不 同 危 害 的 暴 露 度 （ exposure ） 和 敏 感 性

（susceptibility），系統對於特定危害的脆弱度，由於其高風險和不利社會經濟

的狀況，一些城市的特定人口群體可能尤為脆弱的，但是相對的系統的回復力提

升卻未必能夠降低脆弱度。總體社會的經濟是回復力作為降低脆弱度的一個重要

的決定因素，如坡地災害導致的結果對富人來說的嚴重性，並不及那些住在坡地

倖存的貧民。通常有錢人的家屋與財產都有保險，而且在災後隨即找到替代的庇

護所與延續所得來源的活動要容易多了，他們經常也都有儲備和信貸。相反地，

窮人整體資本（家屋，衣服，工具，手工藝品等等）在災害來的時候，通通在同

一個地方了遭損毁了，很少有現金可以保留在身邊，沒有資格貸款，受災的地方

還是是所有生計的來源地！ 

脆弱度與恢復力囊括了許多不同的概念，相互交織，可以共同解釋部份的現

象，同時又與其他概念抵觸或與其他概念重複，依地區環境的特性，考慮人口結

構、社經背景與災害的特性，再進行二者觀念的聯繫，若將回復力定義為促進災

後重建的能力，則於災害中失去生命者無法受到相同的助益。 

綜上所述，脆弱度意涵涉及的知識領域甚廣，許多領域涉獵了許多不同的元

素，並無一致的共識，而且部份研究對於脆弱度的解釋包括了回復力、適應能力、

應對能力等相類似的概念，這些類似又無明確操作型定義的概念讓脆弱度的應用

更為困難。 

四、脆弱度評估指標 

（一）全球尺度（GlobalW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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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合國環境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UNEP）早期暖化與

評估部門 （Division of Early Warning and Assessment，DEWA） 及GRID-Geneva 

在其“Global Risk and Vulnerability Trends per Year （GRAVITY）＂之共同計畫

下，先發展了一套災害風險評估指標 （Disasters RiskIndex，DRI），此計畫主

要在評估龍捲風、乾旱、洪水及地震等四類災害造成之風險，並發展了一套用以

評估由災害頻率、人口及脆弱度所形成之風險的公式： 

Risk = frequency × population × vulnerability 

在此公式中的脆弱度因子評估指標，則包括了經濟發展、教育、環境品質、

人類健康與衛生設施等因子（Adger, 2004）。世界銀行與哥倫比亞大學著書Natural 

Disaster Hotspot（2005）評估全球地滑災害（Landslide）中，依據聯合國的定義，

界定風險的組成包含：危害發生機率，風險因子，以及脆弱度因子。從事風險評

估之計算是基於不同自然災害作用資料庫。 

R = H × Pop × Vul 

R = 風險，可預期的死亡人數。 

（Risk, that is, the number of expected human impacts（killed）） 

H = 每年危害發生機率（Annual hazard occurrence probability）。 

Pop = 某地區暴露於危害中的人口數（Population living in a given exposed area）。 

Vul = 脆弱度（Vulnerability, depends on sociopolitico-economic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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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 脆弱度指標（Vulnerability indicators） 

資料來源：Natural Disaster Hotspot（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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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區尺度 

Anderson 與Woodrow 在1998 年以比較中美洲與墨西哥的的風險分析，進

一步整合分析的項目因子，依其研究之分類，將評估之因子分為：（一）實質與

物質，以土地、氣候、環境、健康、技能與勞工、基礎設施、住宅、財政與科技

為主；（二）社會與組織，以政策結構及非正規的系統為主要的評估對象；（三）

為動機與態度，包括人們在社會系統中的作為及其影響環境的能力。 

項目 因子類別 

物質與實質 1. 經濟活動：生活、生產；土地、水、動物； 

2. 基礎設施與服務：道路、健康設施、學校、通訊、住宅等； 

3. 人口：人口數、死亡率、疾病、營養狀況、教育程度、貧窮率； 

4. 環境因素：綠覆率、土質、侵蝕度 

社會與組織 1. 家庭結構：領導者特性與結構、決策結構、參與率 

2. 區隔與衝突：民族、階級、宗教、觀念、政治、語言群體與調停 

衝突的結構、正義與公平程度 

3. 組織：正式、非正式、傳統的、政府的、革新的 

4. 政府管理結構的關係：隔離、連結。 

動機與態度 影響環境的感知能力、參與率、意識形態 

資料來源：Anderson and Woodrow（1998） 

（三）社區尺度 

1. 國際非政府組織於國際救援/ 發展計畫（International Relief/Development Project, 

IRDP） 

研擬的能力脆弱度評估（Capacity VulnerabilityAssessment, CVA），在1980 年

代進行脆弱度評估方法的發展，其主要目的在幫助受災居民達成社會與經濟發展

的努力目標，此方法已於各種災害的評估中使用，是一項實際的診斷工具。其評

估方式如下： 

(1) 採二手資料檢視系統狀態的概況，包括社區、威脅、災害、政策與立法。

其資料可從圖書館、大學、研究中心、報紙中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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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群體或個體訪談以了解地區的問題、脆弱度、能力與社區認知的資訊，其

中亦包括防災計畫。 

(3) 歷史災害可深入瞭解地區的災害，並使居民瞭解脆弱度，採用的方法包括

群組討論、歷史災害的追蹤。 

(4) 標示社區地形、建物、土地使用、災害風險因素與其區域，並標示出居家

對資源的流入與流出，確認資源掌控的單位為何。 

(5) 與主要社區幹事，透過對空間與時間的想像，考量自然環境與居民活動間

的相互作用，包括居民的活動特性、土地使用的形態與時間、以及地區災

害的特性。 

(6) 確認災害、疾病、飢餓、負債與脆弱的周期，用以認知居民在這些時期的

活動行為與特性，包括工作的型態、居民何時有儲蓄、居民如何參與社區

活動，其中亦評估災害與工作的影響，如：災害如何影響生計、工作量的

高峰為何時、食品短缺的時期等等可透過此方式來了解。 

(7) 生計策略分析︰透過個別家庭的訪談並繪製不同收入或食品的來源，可瞭

解掌握家庭生計之行為與決策。 

(8) 以制度與社會網路分析，用以了解關鍵社區組織、個人、自然的重要性及

關聯性 

(9) 透過問題樹以了解主要地區的問題與脆弱度，包括問題的根源與其長期的

效應，通常透過社區的會議加以完成。 

(10) 透過訪談、SWOT 分析來評估居民組織的能力。 

(11) 藉直接觀察獲得較佳的交叉檢驗資訊。 

CVA 架構的運用矩陣觀察災害時的脆弱度與能力，其中包括地區實質與物質、

社會與組織與動機與態度之間的關聯。 

項目 脆弱度（Vulnerability） 能力（Capacity）

實質與物質具有哪些生產資源與災害？   

社會與組織在居民中有何組織與關係？   

動機與態度社區如何觀察其能力並用以改變？   

2. 災害衝擊風險與脆弱度評估（Hazard Impact Risk and Vulnerability, HIRV） 

由Pearce 於2000年所提出的災害衝擊風險與脆弱度評估是適用於社區、地方

政府等小尺度的評估方式，他的評估方式是以專家與地區的成員組成的HRIV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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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委員會，進行災害風險與脆弱度的評估。其評估方式乃透過HIRV委員會，針

對地區的歷史性災害與潛在的風險，以評分的方式進行風險等級的評估。其評估

分數是以「災害極可能發生」為+3，至「災害極不可能發生」為-3，由+3至-3之

分數進行評分。HIRV可應用的災害包括︰天然災害、疾病與人為災害。其評估

的面向以社會、環境、經濟與政治等四個層面為主，分別進行地區這四種特性的

脆弱度評估。透過各類災害分數的評比，輔以上述四類面向的評估，藉以衡量地

區災害的脆弱度。 

3. 全 社 區 脆 弱 度 與 能 力 評 估 法 （ Community-wide Vulnerability and Capacity 

Assessment, CVCA） 

由加拿大重大公共工程防護與緊急整備局（Public Safety and Emergency 

Preparedness Canada）（前身為加拿大緊急整備局）（2001）所開發，以協助緊

急事故管理者與市政計畫者能瞭解具脆弱度居民在緊急事故時的需要，並整合脆

弱度與能力觀點提供必要的協助，嘗詴從不同的文化背景、地區規模、地理區域

或資源層級都能予以應用。整體目的主要在瞭解︰誰是社區中 脆弱者？他們居

住於何處？他們有何應變或復原能力？ 

評估後用以協助管理者瞭解脆弱的居民在緊急事故時的需要，並整合脆弱度

與能力觀點提供必要的協助。其認為為一般居民因為缺乏應變或復原的能力，使

得自身擁有脆弱的條件，這包括︰ 

(1) 有限的資源 （如：單親家庭、貧窮者）； 

(2) 有限的認知（如：機會或資訊的取得）； 

(3) 有限表露出特別的需要 （如：在應變或復原過程中被忽略）； 

(4) 降低應變或復原能力的健康問題（健康問題與科技、生活協助、藥物依賴

性相互關聯）； 

(5) 缺乏瞭解相關緊急資訊的教育訓練； 

(6) 有限的獲取社區資訊的管道 （如：貧窮者、臨時居住者、無家可歸者）； 

(7) 缺乏進行應變的遷徙能力 （如：年長者、身心有障礙者）； 

(8) 缺乏社會支援網絡（如：無家可歸者）； 

(9) 受到社區主要文化的阻隔（如：新遷入者、原住民族）； 

(10) 因語言的隔離而不易與社區融合（如：新遷入者）。CVCA 評估之每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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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相互扣連，且每步驟切實的評估可確實瞭解居民「具脆弱」的情形。 

透過前述之文獻回顧可發現，脆弱度與回復力的評估方式，隨其研究領域的廣泛，

評估的方式亦不相同，評估的方式包括質化的訪談與量化的評估衡量，各個領域對這兩

個觀念缺乏一致性的定義（Vogel etal., 2007）；Klein（2003）指出這兩個觀念應當輔以

量化評估，方可使科學加以實踐，對於脆弱度複雜的災害現象與各因子的關連性，在台

灣目前並未有一套制式的評估準則，在指標的選擇、評估的方式與衡量的尺度中，尚完

全一致的見解與方法，除了定義上的差異，本研究歸納出整體程序上之課題： 

1. 在操作上，有簡易的評估表至複雜的統計計算衡量； 

2. 尺度上，包括從全球層級之評估至社區層級的評估； 

3. 內容上，綜括暴露度、脆弱度、適應力、恢復力等不同領域但觀念相近的元素，

隨領域與評估方式的不同， 後評估的成果亦不相同，其適合的地區、尺度、災

害型態也就不同。因此本計畫將參考上述文獻，建立適合我國安全建地操作的評

估指標與評估方法。 

第四節  風險等級界定評估方法與理論 

風險等級界定（methodology of estimates level of risk）由於量化風險往往牽涉到資

料收集無法完善或技術上無法精確估算的限制，因此量化之數據便存在著相當的不確定

性（uncertainty），執行上需花費較多的時間與精力，因此可透過一種相對（relative）風

險的概念，即風險矩陣（risk matrix），來表示災害風險之等級。風險矩陣將決定風險之

2 大變數－機率和損失，以一種相對的方法，大略分成數個不同之等級（level），而這些

等級中則以一些相對比較的量化數字加以簡單區分。 

（一）依量化數字區分 

風險等級之機率與損失程度由小到大分別以1~3表示，而矩陣中數值越小

者，代表風險越小，反之則否，透過此種風險之表達方法，進行風險分區劃設之

步驟，如表2-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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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3 風險矩陣示意表 

風險等級 
危害度小 → 危害度大 

I II III 

損失程度小 i 1 1 2 

↓ i i 1 2 3 

損失程度大 i i i 2 3 3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二）依危險機率與土地損失區分 

Anbalagan and Singh（1996）認為風險評估為評估當土石流發生時所造成的

損害程度，而損失可以分成2類，1類為生命的損失與傷害，另1種是土地與財產

的損失，其中潛在損害（damage potential，DP）以VLDP、LDP、MDP、HDP及

VHDP表示；潛在災害機率（hazard probability，HP）亦可分為VLHP、LHP、

MHP、HHP及VHHP表示，如表2-4所示將災害機率與損害結合，則形成危險機

率與土地損失之風險矩陣表，可參見表2-5。 

（三）依概括式分類法區分 

陳邦富等（2002）估計環境衝擊的損失幅度大小，採用概括式的分類法來進

行，分為5類，如 嚴重、嚴重、中等、不嚴重、可忽略，如同發生頻率一般，

亦可依當時情形而加以細分。估計風險值時，必須把頻率與損失幅度合併，這時

常使用風險矩陣圖，如表2-6所示。根據風險矩陣圖中的分數值，可進一步區分

幾個等級，舉例來說，2~4分為低度風險，5~7分為中度風險，8~10分為高度風險，

風險的程度不同，所使用的管理方法亦不相同。 

表 2- 4 潛在損害與潛在災害機率之說明表 

潛在損害（damage potential，DP） 潛在災害機率（hazard probability，HP） 

非常低潛在損害（very low DP） 非常低災害機率（very low HP） 

低潛在損害（low DP） 低災害機率（low HP） 

一般潛在損害（moderate DP） 一般災害機率（moderate HP） 

高潛在損害（high DP） 高災害機率（high HP） 

非常高潛在損害（very high DP） 非常高災害機率（very high 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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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5 危險機率與土地損失之風險矩陣表 

潛在損害 

（Damage potential，DP） 

潛在災害機率（Hazard probability，HP） 

VLHP LHP MHP HHP VHHP 

VLDP VLR VLR LR LR LR 

LDP VLR LR LR MR MR 

MDP LR LR MR HR HR 

HDP LR MR HR VHR VHR 

VHDP LR MR HR VHR VHR 

VLR, very low risk；LR, low risk；MR, moderate risk；HR, high risk；VHR, very high risk 

資料來源：Anbalagan and Singh（1996）。 

表 2- 6 風險矩陣 

發生頻率 
損失幅度 

嚴重（5） 嚴重（4） 中等（3） 不嚴重（2） 可忽略（1）

極少發生（1） 6 5 4 3 2 

可能發生（2） 7 6 5 4 3 

偶而發生（3） 8 7 6 5 4 

常常發生（4） 9 8 7 6 5 

總是發生（5） 10 9 8 7 6 

資料來源：陳邦富等（2002）。 

第五節  小結 

災害風險分析主要在估計災害發生影響程度與空間分佈特性，它包含風險因子之界

定（identification of risk factor）、危害度分析（hazard analysis）、脆弱度分析（vulnerability 

analysis）與風險等級之估計（estimates level of risk）等步驟，分析災害對空間所造成之

影響與衝擊，估計個別災害之風險因子。經由建立 1 個模式說明風險係危害度與脆弱度

的相互影響關係，即風險（Risk）= 危害度（Hazard） ×脆弱度（Vulnerability），導入

數據及資料以進行客觀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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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易致災地區之安全建地劃設研究架構 

易致災地區的界定，係依據風險管理概念與歷年災害調查結果，經由危害度評估、

脆弱度評估及風險分析方法，以台灣本島為研究範圍以相關防災研究單位調查報告與災

害潛勢資料為基礎，建立本計畫易致災地區的指標體系與評估準則，依易致災地區的劃

設成果評選高風險地區，研擬「安全建地」的評估準則與相關指標，討論安全建地的劃

設準則與流程是否合理與可行，進行地區災害風險分析及安全城鄉環境的落實。 

第一節 專案結構 

易致災地區係易發生災害並與人為環境交織而致生命財產受損的特定地區，傳統上

防災之工作較著重於工程與規劃領域，自 921 地震發生後，轉向體制、緊急應變與救災

面向發展，然而土地使用管理實乃防災策略之根本，加強對災害敏感地區的管制可降低

人類遭受到災害的衝擊，但過度的管制則會造成土地資源利用的浪費，特別當災害對基

礎地形地質大規模破壞，部份居住於易致災地區之住民迫於無法再次原地重建，因而產

生了於鄰近尋求安全重建據點之土地管理思維，如何界定易致災地區與鄰近安全建地，

俾使兩者之間有一定之邏輯性並可實地操作，乃本計畫之重要課題。 

透過災害界定、易致災性評估及風險分析方法，可瞭解特定地區潛在災害的發生機

率與衝擊情形，及該地區之人文環境、自然環境與社會系統的易致災程度，甚至可進一

步估計不同災害風險的機率分配等相關訊息，重要的是災害風險分析，可提供各種的災

害潛勢圖或風險圖。 

為有效地考量潛在災害損失，本案整合災害風險分析之理念，針對災害影響範圍有

生命財產分佈之地區進行評估，以作為安全建地劃設之依據。易致災地區的劃設，根據

聯合國國際減災策略計畫（UNISDR，2004）所提出的災害風險評估程序，進行三大災

害風險評估之研究，研究方法是以運算式與地理資訊系統為主，利用災害潛勢之研究調

查結果掌握災害範圍，繪製危害度地圖，呈現災害強度之分佈；進一步掌握災害潛勢地

區上生命財產分佈情形，導入脆弱度指標，計算災害風險值。 

界定易致災地區災害風險評估後，安全建地的劃設，配合土地適宜性分析方法劃設

準則，每一階段作業，邀集相關領域之專家，共同商討具體之定義、指標與劃設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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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 專案問題結構圖 

第二節 工作規劃 

本計畫承續第一期所建立之風險評估程序架構，更新災害潛勢資料繪製全台灣地區

易致災風險地圖，針對高風險聚落，以離災不離村、離村不離鄉為區位選擇原則，為安

全建地選擇範圍而劃設安全建地。上述二階段作業易受資料不確定性的影響，為修正成

果之不確定性而導入田野調查作業程序，瞭解高易致災地區土地使用與地上物的類型與

特質，進一步實行全台高風險、高密度土地使用的聚落清查，並估算安全建地需求量作

為安全建地劃設之參據。 

為達成本計畫的目標，本團隊工作流程如圖 3-2 所示，工作內容依各步驟執行詳述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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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 計畫工作架構圖  

本期工作於各執行步驟與所規劃內容如下： 

一、基於前期程序架構及資料選用準則，全面清查並更新災害圖資料庫。 

二、重新繪製危害度地圖、脆弱度以及製作風險地圖，以村里為單位排序，輔以歷史災

例予以指認高風險地區之聚落空間分佈，進行高風險易致災地區周邊之安全建地適

宜性分析。 

三、高風險聚落之現地勘察，是安全建地評估機制與準則的驗證程序，透過田野調查以

確認並修正前階段風險評估階段的成果，可能因為圖資精度、時間落差、地形地貌

變動等造成資料不確定性，高風險聚落清查之田野調查方法實行工作必須包含： 

1. 高風險聚落的災害類型調查 

2. 脆弱度調查（以土地使用調查為主） 

3. 社經屬性收集 

4. 替選安全建地現場勘查 

5. 地方決策意見訪談 



3-4 
 

四、安全建地評估機制與準則建立，可分為兩大部分： 

（一）機制：係以程序架構為主，結合上述步驟二、三的程序，設定為安全建地劃設機

制。 

1. 以大尺度大環境的風險評估程序架構來看，由災害潛勢導入誘發因子產生易致

災地區危害度地圖；繼而導入脆弱度分析呈現風險分佈概況。 

2. 以地區尺度架構來切入，需經由現地勘察之程序，取得一手資料以了解災害類

型調查、土地使用調查、訪談、替選安全建地方案。 

3. 上述兩者之間應該要匯入歷史災情資料來連接，俾使災害空間資訊呈連貫性且

具層次性，對空間的指認與理解更清晰。 

（二）準則：建立並規範資料庫準則、高風險聚落判定機制準則以及安全建地土地適宜

分析準則。 

五、安全建地資料庫建置 

安全建地的相關資訊至少應包括下列資料： 

1. 安全建地資料庫（包括土地面積、土地使用、土地權屬、土地價格…等）。 

2. 服務範圍及交通可及性。 

3. 可容納人口數估計。 

4. 災害風險等級或高風險聚落分級。 

5. 縣市政府、鄉、鎮公所等資料（如人口數、年齡層…等相關資訊），此部份亦

參酌歸納整理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強化地區災害

防救計畫三年中程計畫」，歸納整理國內及各縣市政府之災防既有關文獻及資

料庫。 

六、易致災地區資料庫查詢系統 

就易致災地區更新繪製及其安全建地劃設之成果規劃其資料庫與詮釋資料之格式

與內容以作為下一階段與國土規劃作業整合之主要界面。 

1. 全台灣易致災地區風險資料庫，包括下列圖層資訊： 

潛勢資料庫、危害度地圖資料庫、脆弱度資料庫、風險地圖資料庫。 

2. 易致災地區之周邊安全建地資料庫，為地區尺度資料庫，包含下列圖層資訊： 

高風險聚落資庫、安全建地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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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易致災地區評估架構 

一、研究架構 

本計畫針對災害風險及各項災害因子的特性和分級方式，進行災害危害度地圖

劃設，繼而繪製災害風險地圖，依據安全建地劃設原則，模擬劃設其安全建地，實

地社經環境資料、現況調查蒐集。 

本計畫第一期（2008）以歷年及現有潛勢之災害研究調查結果，作為易致災地

區災害界定的基礎，針對災害風險名詞、國內外風險評估機制與災害潛勢研究進行

回顧與探討，依循聯合國減災策略計畫之風險評估架構，將易致災地區劃設之目的

與特性，風險值為危害度與脆弱度因子互動造成之預期損失或損害估計。 

第一期（2008）建置可評估易致災地區指標體系與流程，建立全國重大土石流、

坡地災害、易淹水地區之易致災地區之劃設準則與套疊圖資，以及建立易致災地區

圖資料庫，建立台灣地區之「災害危害度地圖」（Hazard Map）。今年（2009）完

善風險評估公式為 R = H × V（R = 風險值，H = 危害度；V = 脆弱度，含暴露於

災害潛勢地區的集居建物，社經因子含產業、基盤、公共設施等因子），以衡量重

大自然災害造成生命財產的損害之評估模式（詳見圖 3-3），建立台灣之風險地圖。 

 
 

圖 3- 3 易致災風險地圖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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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危害度地圖劃設因子選取準則 

根據文獻回顧，易致災地區劃設的探討上，將易致災地區利用風險分區圖的概

念來劃設，風險分區圖中包括危害度地圖與脆弱度二大部分，而危害度地圖是藉由

災害潛勢圖與誘發因子兩部分構成。 

災害潛勢圖之來源，援引各相關災害權責單位執行之專案研究調查成果，透過

其展示為圖面的成果加以應用在危害度地圖分析，方面主要分為下列 3 個步驟（圖

3-4），選擇出本計畫所欲導入之潛勢資料與誘發因子，由諮詢會議協商確認劃設

準則。 

1. 災害定義回顧：藉由回顧相關文獻或案例，本計畫研究對象為：易淹水地區、

坡地災害、土石流災害之定義與影響因素，建立對於三類災害的基本了解，並

做為案例選擇的參考。 

2. 相關案例選取：選擇易淹水地區、坡地災害、土石流災害潛勢地區劃設相關的

案例，潛勢研究範圍必須具全國性、代表性以及資料使用可行性為主要考量。 

3. 潛勢資料選擇與誘發因子資料建立：彙整相關案例其劃設潛勢地區所使用的因

子及其指標，對照其指標內容與潛勢區劃設範圍，以資料取得可行性高者為優

先，其次取年份較新之資料，並以潛勢資料能涵蓋全國範圍為主要考量。誘發

因子資料則視資料取得形式， 後整理成圖面表示，參考現有誘發因子之分級

準則，由諮詢委員與專家學者決定誘發因子之分級指標。 

三、脆弱度因子選取與套疊原則 

風險評估為評估當災害發生時所造成的損害程度，而損失可以分成二類，一類

為生命的損失與傷害，另一種是土地與財產的損失。第一期（2008）在模擬操作下

脆弱度係計算暴露於災害中的集居因子，以建物面積來估計其生命的損失與傷害的

嚴重性；另一類土地與財產的損失之脆弱度因子主要為社經因子，產業經濟、基盤

設施、公共設施等參數，其值以面積為估計單位，量化的風險值係以做為事件發生

時各地區評估決策、重要性之順序。 

 

 

 



 

3-7 
 

建立易致災地區之安全建地劃設機制與準則（第二期）               結案報告書

選取災害潛勢地區
劃設相關案例

回顧易致災地區
災害定義

災害風險理論
與文獻回顧

資料彙整

危害地圖疊圖分析

潛勢資料選擇
(資料取得可行性高

者優先)

災害類型
土石流災害
坡地災害
易淹水地區

案例選取考量
全國性
代表性
資料操作可行性

資料項目
災害潛勢圖層
潛勢區分級指標
誘發因子資料
(圖或統計資料)

 
圖 3- 4 劃設因子研究流程圖 

脆弱度因子之評估項目應該考量幾個面向，除了生命安全外，直接影響人民生

計者有產業經濟因子；產業經濟發展與聚落之可居性尚有賴交通網絡、水利及公用

設備等基盤設施之建立，其亦影響災後恢復能力；災害發生時有助於避難、減災的

學校、醫院、重要機關等。非集居類脆弱度可利用國土利用現況調查資料中產業類、

公共設施、基盤設施等土地使用類別，以面積值為脆弱度之估算單位，做為在全國

性尺度下，初步判定易致災地區可預期之災損程度，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係全國

性土地利用資源普查，由分類的區位分佈、面積等統計資訊，掌握現階段空間實質

發展型態，可明確提供土地使用與其地理區位，透過易致災地區脆弱度因子分佈之

區位，進一步評估因子可能受到的危害，有助風險區位指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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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利用現況調查資料之所提供之土地使用現況資訊，在空間分佈的廣度高，

涵蓋了全台灣各種實質的土地利用型態；在時間週期上，定期從事國土利用現況調

查及土地利用監測，建立永續成果更新維護機制。土地利用面積不盡代表其價值，

面積愈大無法表示其價值愈高、脆弱度愈高，然而，國土利用現況調查資料有助於

對全國性脆弱度因子的區位掌握，以直觀方式呈現全台灣風險分區之概況。在土地

分類中，是否更進一步針對其土地利用價值愈高之項目再行細分，例如發生淹水災

害時，以水產養殖業類為例，若能將再具高產業價值的埤池類使用做一歸類，對於

反映其價值及其脆弱度會有較佳之詮釋，土地利用價值之評估，建議在後續相關之

研究再深入細分，以提昇研究結果之詮釋力。 

以上因子的估算，為弱化因面積範圍過大而提高了該筆宗地脆弱度，並且反映

各項因子間之相對重要性，因此產業類、公共設施類、基盤設施類，係該筆宗地之

面積作為脆弱度。 

公式如下： 

非集居類脆弱度= 產業類脆弱度+基盤設施類脆弱度+公共設施類脆弱度 

 產業類脆弱度= 農牧業面積+水產業面積+商業+工業面積 

 基盤設施類脆弱度= 交通面積+公用設備面積+水利設施 

 公共設施類脆弱度= 學校面積+機關面積+醫療設施面積 

由於土地利用資料中，每一筆宗地之土地使用具有排他性，不會有 2 種以上的

土地使用重疊於一筆宗地內，因此非集居類脆弱度因子間的加總效果，係指空間上

集合的情況，可瞭解個別因子如何分佈，非為對土地與土地做空間重疊的加乘，每

筆宗地土地使用類別及面積是相互獨立的。 

後與集居類脆弱度綜合評估，將疊圖分析之成果，以佔地面積分別表明其脆

弱程度之不同。災害潛勢範圍無該用地面積則脆弱度為 0；其中集居脆弱度因子建

物包括工業、商業、兼工業使用住宅、兼商業使用住宅類土地，與產業類脆弱度因

子在空間上有重疊，各分別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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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安全建地評估機制與準則建立 

  災害潛勢圖資清查更新後，始應進行危害度地圖、脆弱度以及風險地圖的繪製，指

認高風險地區之空間分佈（以村里為單位）進行高風險易致災地區周邊之安全建地適宜

性分析，輔以歷史災害紀錄比對，評估高風險聚落之空間分佈，進行細部圖資及地方之

防救災資料之確認蒐集，並且建立外業調查及訪談之相關作業流程及施作方向確認。 

實務操作方面，利用各目的主管機關公佈之資料，透過蒐集自然資源資料、網絡及

基盤設施資料、土地使用資料、社會文化資料等，應用地理資訊系統圖層套疊之分析功

能，進行環境背景分析，對可能之土地供給量做全盤的掌握；透過對高風險聚落田野調

查與訪談，取得即時資料，對不同高風險聚落對於土地之需求地逐一清查， 後利用地

理資訊系統整合以做為易致災地區之周邊安全建地之劃設準則與依據。 

本階段工作執行項目與內容如下： 

一、高風險聚落之分佈資訊 

完成潛勢資料更新程序以重新繪製危害度地圖、脆弱度分類、繪製風險地圖，

依風險值排序，以村里為一基本排序單元，輔以歷史災例，每縣市至少指出 3 個

高風險聚落，台灣本島共挑選 100 處風險聚落做為安全地評選的規劃對象，提供

安全建地區位方案予政府災後臨時安置或遷村重建區位選擇方案之參考，因此，

後續依劃設地點進行現地勘查，以虛擬土地儲備的概念規劃周邊安全建地。  

二、安全建地土地適宜性分析 

土地規劃與管理是落實土地適宜性分析的策略之一，建立一套良好的土地管

理辦法，將有助於國土的合理應用，減少潛在的危害，避免暴露在災害之中。土

地適宜性分析乃是針對人類進行開發時，忽略了自然環境的影響，所孕育而生的

一種反向思維，此種方式奠基於對自然環境的關懷，簡單的說此方式是考慮了自

然環境的供給面，也配合土使用活動之行為需求，以期在土地規劃的過程當中，

減少人為性質的開發或是資源利用對環境造成的破壞，並造成環境反噬的現象，

因此，從早期的土地使用規範僅採單一資源利用的方式，至 1930 年代出現了環境

資源分析，強調透過對自然作用（natural process）之了解，1950 年代以後，更透

過生態規劃的觀點，以科技整合之方式，將土地、水文、土壤、生物等自然環境

因子作綜合性分析，以導求合理的土地使用方式。安全建地之土地使用適宜性分



3-10 
 

析需要利用既有資料依序進行下列分析： 

（一）環境與現況發展分析、（二）限制發展因子分析、（三）可及性指標建立。 

各項資料分析之主要面向如下說明： 

 （一） 環境與現況發展分析 

進行可能受災地區基礎背景資料之瞭解，資料蒐集清單包括地理環境與氣

候條件、土地利用、人口分佈、交通建設、重要設施及產業發展概況、流域治

理概況（防洪、坡地） 、人文與社會發展脈絡。  

1. 地理環境與氣候條件 

由於天然災害，將居民由危險處遷移至安全的地區，災後復原工作面臨對於安

全建地的一個基本需求，但是何處安全、何處危險、遷移後又如何維持永續的

安全，這些問題必須回歸到以地形、地質、水文、植被、生態群落、土壤排水

等基礎自然環境。 

2. 聚落配置模式與人口規模 

面對災後家園不堪居住，龐大的遷村問題造成聚落生活的驟變，隨著遷村，整

體社會生活亦面臨重大變革，安全建地係為安頓長期生活所需，而安置長期生

活應具備的態度探討居民對於土地的需求量、生活習性、賴以為生的果園或生

產空間。 

3. 道路系統與公共設施 

災後重建工作計畫綱領中將重建計畫分為公共建設、產業、生活與社區重建四

項計畫，公共設施與社區重建屬於實質環境的硬體重建，產業與生活則是屬於

軟體的重建。道路系統則為聯繫各產業、設施的中樞系統，重建社區內應具備

或臨近內生資源的能力，並且易取得與外界的聯繫，包含政府、周邊聚落…，

進而構築生活、產業、社區重建計畫等功能，使得聚落遷住重建更為有效率。 

4. 聚落產業經濟 

災後重建不得忽視長期的產業重建，非得已至外地工作的型態，只會讓部落更

形瓦解和蕭條，協助社區重建工作，恢復聚落生活秩序、復甦產業生活圈，了

解聚落依賴之產業經濟是基本的重建課題。 

5. 其他類型易致災地區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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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災民免受二次災害侵襲，確保生命安全無虞，其位置必定更應避開土石

流、坡地災害、淹水等天然災害潛勢地區，以進行安全建地適宜地之評選。 

（二） 限制發展因子分析 

應排除相關災潛、限制、敏感地區包括：  

1. 易致災地區  

居住在易致災地區往往是無法選擇的，面臨對於安全建地的一個基本需求，何

處安全、何處危險、遷移後又如何維持永續的安全，這些問題必須回歸到自然

環境自身的條件。當自然營力加劇、或超過人為設施所能防禦的程度，天然災

害發生危及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因此為減少土石流、坡地災害、淹水等天然災

害所導致之損失，必須尊重自然營力作用、維護自然環境。 

2. 其他環境敏感地區  

安全建地的設置為使災民免受二次災害得以重建家園。本計畫安全建地的選址

將以限制發展的概念，首要排除易致災地區以及國土保育地區，建議易致災地

區保持原來自然狀態、尊重自然營力作用，並且尊重國土保育地區之「資源保

育」、「國土保安」的原則，以進行安全建地之適宜地之選取。 

3. 不宜開發坡地區  

依「山坡地開發建築管理辦法」一定坡度以上無法開發規定排除之。 

4. 土地規模不適地區  

建立對於道路寛度、可容納家戶數、人口數等之容受問題。 

5. 是否有道路臨接 

「山坡地開發建築管理辦法」第 10 條：山坡地建築基地，每宗土地面積不得

小於 180 平方公尺，且應臨接四公尺以上道路，其臨接長度不得小於六公尺。

「山坡地開發建築管理辦法」於 2003 年 3 月更名為「山坡地建築管理辦法」。 

6. 土地權屬  

遷村幾乎發生在非都地區，尤其原住民保留地，因長久私下買賣產權不清，為

避免地權不清的議題延宕適當遷建時機，應優先利公有土地。 

災民生產活動與結構安全外，重要的仍是降低對環境影響與後續的防災規

劃，如此才能達到降低風險的目的。經過層層指標篩選分析進行圖層後，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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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重點工作即是進行現地田野調查，經由現場勘查後比對資料後取得現地資料。 

（三） 可及性指標建立 

排除相關災潛、限制、敏感地區後，自可及性指標擇定可用土地之優先順

序，再探討土地供需規模以及開發可行性。 

本計畫利用國土利用現況調查之資料，蒐集高風險村里自然資源資料、交

通網絡及基盤設施資料、土地使用資料、災害潛勢地區分佈等，並應用地理資

計系統中圖層套疊之分析功能，以建立可及性指標，透過歐基里德平均距離做

可及性之衝量指標，進行易致災之周邊重建基地可用土地之選擇。 

重建基地的選擇，需尋覓尚未開發之空地，儘可能以屬農牧用地及空地等

未佔用之土地為主，以離家不離村為區位選擇原則，用 短距離代替各項可及

性指標，由原聚落附近開始尋找合適之可用土地，可用土地篩選及建立各項可

及性指標程序如下：  

1. 可用土地篩選及網格化。 

2. 數化可及性指標相關使用土地，分層建立與網格化，計算與原聚落之可及

性，產業可及性，交通可及性，公共設施可及性（歐基里德平均距離）。 

透過國土利用現況調查之資料，將可能屬農牧用地及空地等未開發之土

地，建立各項可及性指標包括： 

（1）與該村聚落之可及性 

安全建地係提供多數人居住之地區，並應考鄰近人口聚集中心所提供之便

捷服務，故區位的選擇上宜考慮較佳的交通可及性且距人口中心較近的因

素，例如三坑部落的重建，不像都市地區的街廓型住宅，家倒了等於是店

倒了，生計馬上會陷入困難，因此，重建的重點是生活、生產的重建，仰

賴著與原聚落之聯繫。 

（2）與產業之可及性 

水源與市場是擔任起經濟重要問題的資源，到外地工作的型態，只會讓部

落更形瓦解和蕭條，保有產業於長期帶給聚落生存的自信心，聚落發展與

產業之關係密不可分。 

（3）與交通之可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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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不便會使重建工程在山區產生排擠效應，而生活對於土地的需求、生

活、生產空間、就業，重建社區不管哪個面向都必須易取得與外界的聯繫，

包含政府、周邊聚落…，進而構築生活、產業、社區重建計畫等功能，使

得聚落遷住重建更為有效率。 

（4）與公共設施之可及性 

民生物資可以供應、有水電供應、安定精神生活的教堂聚會所、臨時會所

道路、整地、污水處理、水電自來水供給與污水收集處理為住宅區不可或

缺的公共設施，若選擇之區位已具備此兩條件，則可減少開發投資費用，

提高社區聚集的能量。 

將可用土地以 40 公尺×40 公尺之精度網格化，計算各項指標之可用土地網

格與網格間 短距離（歐基里德平均距離）以表示其可及性，距離愈近為較佳。

經由地區之可及性指標建立，無論是與聚落、產業、交通、公共設施之可及性，

皆以離該村原聚落為愈近為較佳，綜合評估可及性距離較短者，再進行土地之

容受規模評估與排除限制性開發因子。  

 三、小結 

本計畫針對包括土石流災害、坡地災害和易淹水地區等三類台灣地區重要的

易致災類型，再藉由國內外相關專案計畫、規劃研究和專業期刊等相關文獻之回

顧，以及台灣地區已建置相關災害潛勢及敏感地區資料庫或資訊系統之清查結

果，可以歸納得到下述結論。 

無論是土石流災害、坡地災害或易淹水地區之災害，皆具備高度的地區特性，

受到包括地形、地質、土壤、地表覆蓋、水文和土地使用等諸多自然和社會環境

條件因子的交互影響，其致災過程往往具備多元和複雜的特性，因此透過田野調

查工作與地方民意晤談取得即時資料顯得相當重要。 

現階段已建置抑或規劃完成的相關災害潛勢及敏感地區規劃或評估報告，在

成果資料的應用上，存在著建置時間、空間範圍和圖資比例尺等課題，致使在易

致災資料的正規化和整合應用上有相當程度的困難性。 

（一）時間課題與空間範圍 

已建置的地理資料時間不同，在近年受到全球氣候環境變遷，以及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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蔓延、土地使用變遷等大環境因素之影響下，部分資料所已與現況有所差異，

如空間範圍的不一致性，資料未即時更新等問題。  

（二）圖資比例尺 

現有圖資比例尺因災害類型、空間範圍、規劃時程之不同而有極大的差

異性存在，不同比例尺的圖資精度與實質空間意義的單元大小不同，疊圖分

析成果需依現地情況酌以修正。 

綜合前述之考量，在易致災地區劃設和風險地圖的製作上，本計畫尊重並利用相關

防災研究單位和管理部門的計畫成果，以暨有之調查建置資料庫與系統的成果整合應用

為主，並導入以田野調查以了解並修正資料之不確定性，建立全國一致性的易致災地區

風險地圖與安全建地之評估標準作業程序。 

第五節 安全建地評估機制與準則驗證程序 

為提高易致災地區範圍劃設的可操作性和規劃管理上的實務應用，除了需要具更高

解析度、更為詳盡和全面的自然和社會環境基礎資料來輔助，導入田野調查現地作業，

以個別取得即時資料以了受災情形及實際規模，乃安全建地評估準則與機制之重點作

業。此外，欲提升災害預警分析精度，提供各地方政府之易致災區域資訊，田野調查工

作與地方民意晤談顯得相當重要，掌握此項資訊需耗費相當多人力及時間。 

本階段在暨有圖資支援下，以現地勘察做為建立安全建地評估之機制與準則驗證程

序，藉與實地資料驗證並回饋修正繪製資料，作業範圍本期高風險區域圍涵蓋全台灣地

區 22 個縣市，據風險地圖高風險村里排序結果指認災害發生聚落，共 100 處高風險聚

落之田野調查作業，執行程序如下： 

一、高風險聚落分佈指認 

高風險聚落的分佈，應由易致災地區評估準則套疊出風險地圖，據以評選出高

風險聚落。後續依程序準則更新圖資作業，套疊製作風險地圖，由三種易致災地區

中評選出全國高風險聚落共 100 處（各縣市至少 3 處），以做為高風險聚落清查之

對象與依據。 

二、社經資料訪談與防救災資訊調查 

（一）社經資料：藉由訪談程序取得社區家庭人口組成、主要經濟來源、職業別、家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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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狀況、對現居住地看法等概況。 

（二）鄉鎮市地方防救災資訊： 

1. 縣市管河川之治理規劃報告。 

2. 縣市政府保全資料（請註明出版年份）。 

3. 縣市消防局災情通報資料。 

4. 縣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含該縣市災害調查）。 

三、高風險區域調查 

（一）災害調查 

1. 受災型態調查 

2. 危險區域評估 

（二）脆弱度調查 

主要以土地使用調查來建立脆弱度包含： 

1. 受影響人口規模 

2. 土地使用現況 

3. 建物類型 

4. 其他建物設施 

四、地方意見調查 

為了加強田野勘查成效，透過訪問鄉鎮行政人員及村里幹事等地方人士，以瞭

解災情或災前預防整備情況，請其協助以下事項： 

1. 災害影響型態：直接影響或間接影響 

2. 影響範圍指認 

3. 安全建地替選方案 

4. 地方對災防之決策意見 

第六節  易致災地區之安全建地資料庫查詢系統 

本計畫成果未來將作為政府部門的決策資料，易致災地區管理的相關詮釋資料應完

整且充分，方能在防救災的時候提供充分的資訊給相關單位參考。因此，易致災地區周

邊之安全建地資料庫，包含原始資料與產製、分析的所有圖層資訊，分層建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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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全建地資料庫（包括土地面積、土地使用、土地權屬、土地價格…等）。 

（二）服務範圍及交通可及性。 

（三）可容納人口數估計。 

（四）災害風險等級或高風險聚落分級。 

（五）縣市政府、鄉、鎮公所等資料（如人口數、年齡層…等相關資訊）。 

 

表 3- 1 易致災地區之安全建地資料庫 

原始資料 劃設成果（一） 劃設成果（二） 劃設成果（三） 

潛勢地圖 

‧ 土石流潛勢溪流 

‧ 坡地災害潛勢圖 

‧ 淹水潛勢圖 

危害度地圖 

‧ 土石流危害度地圖 

‧ 坡地災害危害度地圖 

‧ 易淹水災害危害度地圖  

 

風險地圖 

‧ 土石流風險地圖 

‧ 坡地災害風險地圖 

‧ 易淹水災害風險地圖  

 

安全建地 

‧ 可及性指標 

‧ 災害潛勢地區 

‧ 限制發展因子 

‧ 虛擬儲備土地 
誘發因子 

‧ 雨量分佈 

‧ 地表 大加速度 

集居類脆弱度 

‧ 建物分佈 脆弱度分佈圖 

非集類脆弱度 

‧ 產業類因子 

‧ 基盤設施類因子 

‧ 公共設施類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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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易致災地區劃設 

第一節 易致災地區風險分析架構 

本計畫承續第一期研究架構，參考全球地滑災害等風險研究，建立台灣本島三大災

害（土石流災害、坡地災害、與易淹水）之風險分析模式，並利用相關重要防災單位（如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防災國家型科技計畫辦公室、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已建置

之災害潛勢調查研究（包含坡地環境地質敏感圖資、土石潛勢溪流及其影響範圍、全台

縣市淹水潛勢、降雨量以及地表最大加速度），建立易致災地區之評估準則與體系。 

災害風險分析主要在估計災害發生影響程度與空間分佈特性，風險分析必須結合危

害度包括危害發生的強度與機率，以及脆弱度因子分析，以下列模型說明相互影響關

係：風險（Risk）= 危害度（Hazard） ×脆弱度（Vulnerability）。 

而其中危害度的界定，本計畫將靜態的潛勢資料，考量誘發災害的動態因子，與歷

史重大災例紀錄進行比對，劃設易致災之「危害度地圖」，透過以下模型說明因子間的

關係：H = SUSC × TRIG （危害度＝潛勢因子 × 誘發因子）。 

資料導入模型的過程中，各因子資料分級並給予分數代入模型中計算出各災害的危

害度數值，再根據危害度數值的分佈情形正規化，予以區分危害度等級，完成易致災地

區的危害度地圖劃設；其次針對保全因子（包含生命財產、公共及基盤設施）進行脆弱

度分析，建立脆弱度指標，進而與危害度地圖套疊，完成台灣地區風險地圖。 

因此，易致災地區劃設將分為二個階段將資料處理成不同的主題圖：危害度地圖與

風險地圖，此經由分析及關係式進行資料運算，並呈現風險評估中重要的圖像化成果。

最後，進一步分析討論易致災地區成果、比對歷史災例以指認高風險聚落所在，後續據

以評選出相對應之安全建地與田野調查。本計畫之風險分析操作流程與因子資料處理程

序如圖 4-1，本章將詳細說明各主題圖操作流程與劃設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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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流潛勢溪流圖

土石流沖積範圍圖

降雨資料

地表最大加速度

套疊

劃設

土石流危害度分區

坡地災害潛勢圖 地表最大加速度

套疊

劃設

坡地災害危害度分區

淹水潛勢圖 降雨資料

套疊

劃設

套疊 套疊

脆弱度

國土利用調查圖資

脆弱度

國土利用調查圖資

劃設 劃設
準則 劃設 劃設

準則
劃設 劃設

準則

土石流災害風險地圖 坡地災害風險地圖 易淹水災害風險地圖

易淹水危害度分區

套疊

脆弱度

國土利用調查圖資

劃設
準則

劃設
準則

劃設
準則

依各縣市村里界
合計風險值

土石流災害風險村里

依各縣市村里界
合計風險值

坡地災害風險村里

依各縣市村里界
合計風險值

易淹水風險村里

歷史災例
比對

歷史災例
比對

歷史災例
比對

• 高風險村里評定順序

（一）中高風險等級以上之村里，複合3種災害類型，其中一種災害類型有災害紀錄者有涵蓋聚落者。
（二）中高風險等級以上之村里，複合2種災害類型，其中一種災害類型有災害紀錄者有涵蓋聚落者。
（三）中高風險等級以上之村里，比對有災害記錄有涵蓋聚落者。

低風險村里

中風險村里

中高風險村里

高風險村里

低風險村里

中風險村里

中高風險村里

高風險村里

低風險村里

中風險村里

中高風險村里

高風險村里

圖 4- 1 易致災地區風險分析作業程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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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危害度地圖劃設流程說明 

災害危害度評估係由內在的靜態地形地質潛勢條件與外生變數誘發因子的組合而

成，危害度評估之危害等級（Hazard Level）為潛勢因子（Susceptibility）與誘發因子

（Trigger）之組成，以下式表示： 

H = SUSC × TRIG （危害度＝潛勢因子 × 誘發因子） 

本評估模型係參考 Mora and Vahrson （1994）所發展之方法，並根據國內災害主管

機關之研究成果，參酌修正危害度評估公式。土石流、坡地災害、淹水等災害，對於災

害之發生、形成，國內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已對潛勢監測、調查、評估、與災害資料庫

建置等工作，並持續進行觀測與更新維護資料。本計畫為落實應用現有潛勢研究調查結

果，做為易致災地區災害評估的基礎資料，並考量動態災害的不確定性，最後將災害的

分佈範圍藉由模型模擬產生，模型預測的正確性、預測性並與空間資料結合，最後以危

害度地圖的呈現正確的致災資訊。 

模型中所使用之參數，本計畫於第一期計畫中已全面清查國內各類型資料成果，選

擇適合之圖資，為確立圖資的一致性及可用性，尊重並充分應用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

調查成果，不再重新考量其因子組成自行產製潛勢圖資，目標在於建立劃設具全國一致

性的易致災地區評估標準作業程序，最後，將危害度模型參酌修訂並將參數如以下各節

詳述。 

一、土石流危害度地圖 

危害度地圖，其組成包含災害潛勢因子及誘發因子。在潛勢資料的運用上，土

石流防救災對策中，最基本之工作首在土石流的位置與影響範圍之判定，為了解

台灣地區可能產生土石流的位置，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根據成大水利系謝正

倫教授與台大土木系林美聆教授的研究，進行全國區域的土石流潛勢溪流調查，

至2007年為止確認出1,420條土石流潛勢溪流，並且各潛勢溪流進行處理等級的判

定，了解土石流潛勢溪流的危險性。根據上述二個案例的操作及評分，對照水土

保持局公布之土石流潛勢溪流資料，全國土石流潛勢溪流的位置、影響範圍於水

土保持局所建置之潛勢資料已包含全台灣地區，且每5年定期針對潛勢資料進行更

新（2002、2004、2009年），因2008年卡玫基、鳳凰、薔蜜等風災致土石野溪爆

發土石流潛勢溪流範圍及數量修訂至1,503條，因此本案在土石流潛勢資料，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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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資料庫至2009年發佈之土石流潛勢溪流相關資料。 

在一定的降雨特性及地質條件下，「足夠的水供應」，構成土石流發生的三個

基本條件之一，除靜態的地質潛勢條件下，應納入外生變數－降雨量作為誘發土

石流危害度之重要評估指標。其次，台灣位處環太平洋地震帶，地震災害頻仍，

在斷層和褶皺等地質構造附近的岩體破裂面發達，且鄰近的岩體亦較破碎，有利

於岩石的風化且易造成落石及崩塌的發生，斷層和褶皺所導致的破碎岩體提供豐

富的土石材料，實為土石流及坡地災害發生的土石來源之一。因此，本計畫納入

降雨與地震因子二項外生變數作為誘發土石流及坡地災害的重要評估指標。 

土石流危害度模型共使用二個參數： 

1.土石流潛勢溪流圖；全國影響範圍（S） 

2.降雨因子（Tp

二、坡地災害危害度地圖 

） 

國內機關委由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進行地質災害調查研究，進行全省山坡地

環境地質調查，整合各項環境地質災害資料，進行潛在地質災害敏感區劃設。於

2003年起5年間分年分區針對台灣都會區及周緣坡地環境地質建置工作，完成地質

災害敏感區劃設及地質災害潛勢評估，台灣地區坡地地勢陡峭、岩層破碎，加以

颱風、梅雨等季節所帶來之集中性豪雨，常引發山區大規模之山坡地土砂災害。

然而其資料調查範圍並未包含林務局所管轄之林地、山地等，故坡地災害潛勢資

料未涵蓋全台灣地區，為本計畫之研究限制之一。 

坡地災害危害度模型使用參數如下： 

1.都會區及周緣坡地環境地質圖（S） （資料來源:中央地質調查所） 

2.地震因子（Ts） 

三、 易淹水災害危害度地圖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於1999年至2001年進行第1期防災國家型科技計畫，完

成了全台灣地區之淹水災害潛勢分析，進行不同雨量情境下之不同淹水深度之境

況模擬。本計畫爰此資料來源作為易淹水災害潛勢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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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淹水危害度模型使用參數如下： 

1.淹水潛勢圖（S） 

2.降雨因子（Tp

在資料導入模型的過程中，將各因子資料分級並給予分數，代入模型中計算出各災

害的危害度數值，再根據危害度數值的分佈情形以統計方法予以區分危害度等級。其中

模型實際計算單位需視潛勢資料、誘發因子資料格式決定。 

） 

四、 誘發因子說明 

（一）降雨資料 

台灣地區颱風期間之降雨及其引進之西南氣流常帶來豪雨，原本即因地

形及河川坡度陡峭，使得降雨-逕流過程反應極為迅速，1999 年的 921 地震

後，中部地區土石流發生時所記錄的當日雨量遠小於地震前土石流發生時所

記錄的當日雨量約 5 倍之多，可見近年較低之降雨條件下即有可能觸動土石

流發生。其次，近 10 年歷經賀伯、象神、潭美、桃芝、納莉、艾利、康柏

斯及敏督利等重大颱風，屢屢創下台灣歷年降雨量新高，由於歷史雨量記錄

已增加不少極端降雨事件，為提昇推估台灣降雨強度現況，需較完整之歷史

雨量記錄以討論。 

1. 資料來源 

「台灣地區之無因次降雨強度公式」經農委會水土保持局（1997）將

此分析結果納入水土保持技術規範，台灣水利工程常用此降雨強度公式，

本計畫引用無因次降雨強度推估之後續研究（2006，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

持局／游保杉），作為建立降雨指標之資料來源。 

「台灣地區之無因次降雨強度公式」，此降雨強度公式對於工程規劃

設計極具便利性，關於雨量強度公式前人相關研究有：郭朝雄等人（1987）

以對數皮爾遜第三類分佈作頻率分析，並依據分析結果以疊代推求 Horner

公式之 b 係數，提出在最小相對誤差下台灣各地區不同重現期距之 Horner

公式。游保杉與陳嘉榮（1992）就嘉南地區以重現期距 20 年、延時 1 小

時之降雨強度為指標建立單站無因次雨量強度公式；許銘熙等人（1993）

依據游與陳（1992）之方法，推導台灣地區之無因次降雨強度公式，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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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局（1997）則進一步將此分析結果納入水土保持技術規範。該計畫點

繪水利署及台電公司所轄共 144 站經頻率分析後之降雨強度於雙對數圖，

發現圖中曲線於 90 分鐘處有所轉折，因此建議就 10 分鐘~90 分鐘及 90

分鐘~24 小時兩部份延時分別建立雨量強度公式，由於台灣地區水利工程

多使用 Horner 降雨強度公式作設計，因此就 Horner 公式進行上述討論，

期望能建立較符合現狀之降雨強度-延時預測公式。 

2. 研究範圍與資料分析 

台灣地區為位於西太平洋熱帶氣旋行經路徑上之亞熱帶型海島，約有

78％之年雨量集中於 5 月至 10 月。其中 5、6 月值春、夏季轉換之際，受

東北季風與西南季風影響而有梅雨季，夏季則常有颱風侵襲本島帶來暴

雨，另外受到本島地形影響，台灣之年平均降雨量高達 2,500 毫米，雨量

豐沛，相當於世界平均降雨量 973 毫米之 2.6 倍，但山區年平均降雨約為

6,000 至 7,000 多毫米，西部沿海平地卻有部份小於 1,200 毫米。可見台灣

降雨在時間、空間上之分配極度不均，基於降雨強度推估值，為直接影響

工程後續設計之關鍵，本文獻中針對降雨時間尺度上分配不均之問題，重

新檢討最大降雨強度-延時-頻率（IDF，或稱雨量強度）公式以利水資源工

程設計。 

（1）測站資料概況 

本文獻中蒐集水利署與台灣電力公司具有 1 小時以下之歷年最

大降雨強度資料檔，進行暴雨頻率分析，蒐集雨量資料年限以至 2004

年為原則，每站資料記錄之年份不得小於 20 年，總計所收集之雨量

資料有水利署所轄雨量測站 90 站、台灣電力公司所轄雨量站 54 站，

共 144 個測站做為暴雨頻率分析之用。另外亦蒐集有上述各測站、氣

象局 22 站之歷年日雨量資料，及部份水利署所轄測站具延時 5 分鐘

最大降雨強度資料共 41 站。雨量資料之選取原則茲列如下： 

a.延時 10 分鐘以上之雨量資料記錄之年份不得小於 20 年，延時 5 分

鐘降雨強度資料之測站有限，故降低標準至記錄年份不得小於 15

年。 

b.本文各延時歷年最大值序列，假設符合水文統計理論：（1）不偏性

（2）獨立性（3）均一性之要求，因此不考慮溫室效應等氣候變遷

對水文環境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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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單一雨量站而言，其一般年最大 24 小時雨量應大於或等於年最大

一日暴雨量，但是如將不合理資料全部刪除，將影響資料甚巨，因此，

若一日暴雨大於 24 小時之降雨深度其差值在一日暴雨之 10%以內者，即

以年最大一日暴雨量取代年最大 24 小時雨量，超過 10%則刪除。 

（2）資料頻率分析 

頻率分析資料採用水利署、台電所轄雨量測站歷年年最大降雨強度資

料，降雨延時以 720 分鐘延時之降雨強度資料（由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

持局公佈之土石流災例統計所求平均災害暴發之降雨延時 12 小時），利

用頻率分析方法求得設計降雨強度值。依據國內過去較常使用之統計分

佈，本文獻中求算所得，選用皮爾遜第 3 型分佈（Pearson Type III 

Distribution，以下簡稱 PT3）於極端事件之機率分佈具較佳解釋力。最

後，資料的頻率依重現期距 25 年等設計降雨強度值導入危害度的計算。

因此，危害度將因不同設計降雨強度值會得不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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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資名稱 

表 4- 1 降雨量基本圖資彙整表 

圖資資料 

降雨量 

主管機關 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檔案名稱 
無因次降雨強度推估之

後續研究 
座標系統 TWD_97 

檔案格式 文字 圖資精度 720 分鐘降雨延時 

更新年度 2006 年 空間範圍 台灣地區 

備註 原始檔案為文字檔，經本計畫小組處理後轉為向量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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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計算方式 

 將不同頻率年之重現期距之 720 分鐘設計降雨強度資料，以徐昇網

為雨量站控制面積範圍，得到全台降雨量的分佈；各地區分佈之雨量為

連續性資料，故雨量資料以不分級的方式逕行與潛勢資料做運算。 

（二）地表最大加速度值（PGA 值） 

地震評估指標方面，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持續在地震潛勢、損失模

擬、工程耐震程度等方面進行研究。其中在「地震危害度分析與震災境況模

擬技術整合研究」中，利用地震規模與現重現率的關係式，配合活動斷層分

佈，計算出在不同重現機率下的地表最大加速度（PGA）值，繪製全國 PGA

值分佈圖，可以提供結構物的耐震設計規範參考。PGA 值在國內同時也運

用在許多與地震災害相關的研究當中，例如建物耐震程度研究等。國家地震

工程研究中心透過台灣地震損失評估系依地震規模模擬的不同重現期機率

下 PGA 值分佈圖，依情境推估地震誘發潛勢之情形，其所模擬出的地表最

大加速度越大代表地表震動越大，PGA 值之分佈以各鄉鎮為最小劃設單元，

全台灣共分為四級，由低至高分別為 0.20、0.24、0.28、0.30g。 

本計畫納入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模擬 PGA 值做為地震活動的指標，

並使用資料原有的分級方式，導入本計畫所設定的危害度評估模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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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 地表最大加速度值基本圖資彙整表 

圖資名稱 圖資資料 

地表最大加速度值 

主管機關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檔案名稱 
台灣地區 2006 版耐震

設計規範值.shp 
座標系統 經緯座標 

檔案格式 向量式圖檔（面） 圖資精度 1/50,000 

更新年度 2003 年 12 月 空間範圍 台灣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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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土石流危害度地圖 

本計畫採 Mora and Vahrson （1994）所發展之模型，並視潛勢資料取得情形，建立

評估危害度之運算模型。土石流危害度模型建立如下， 

H土石流 = S  ×  Tp

（土石流危害度=潛勢因子×降雨因子）                                  

                                        （式 4-1） 

一、潛勢資料 

土石流的發生主要有三個基本條件，即充足的降雨、豐富的土石材料、與適當

的溪流坡度。而台灣特有之地質、地形及氣象條件符合土石流的發生基本要素。正

因為這些自然條件，使得台灣的土石流災害相當頻繁。1996 年 7 月 31 日賀伯颱風

來襲，造成陳有蘭溪流域大規模之土石流災情；其後 1999 年發生 921 大地震，造

成台灣中部山區崩塌林立；2000 年 10 月 31 日之象神颱風，造成台灣東部及北部山

區多處坡地之土石災害；2004 年 7 月 2 日敏督利颱風與七二水災更造成台灣幾大流

域重大石流及坡地災害。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係災害防救法第 3條第 3款規定土石流災害之中央災害防救

業務主管機關，負責指揮、督導、協調各級相關行政機關及公共事業執行各項土石

流災害預防、緊急應變措施及災後復原重建等工作。 

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自 1991 年起進行土石流潛勢溪流調查，1996 年公佈

全省 485 條土石流潛勢溪流調查，921 地震、2002 年桃芝颱風後，完成全省 1,420

條土石流潛勢溪流調查；考量現地地形變遷及各項整治之影響，隨後於 2009 年完

成 1,503 條土石流潛勢溪流後續演變觀測。 

針對土石流潛勢溪流之地形條件產生快速變動，因而造成土石流發生條件之改

變，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持續進行利用現地調查所得地形表徵，建立研判土石

流溪流潛勢分級及優先處理順序，其觀測、調查之重點主要有： 

1. 土石流潛勢溪流現地重新勘查 

2. 土石流潛勢溪流之影響範圍現地圈劃 

3. 土石流潛勢溪流影響範圍內保全對象調查 

土石流潛勢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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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定義：在山區符合土石流發生條件，有可能發生土石流，且發生後可能造

成民眾生命財產損失或道路橋樑等公共設施損毀之溪流。 

2. 型態：土石流潛勢溪流係指過去曾經發生土石流災害且未來仍有再次發生

之可能，或雖 無災害歷史，卻有可能發生災害之溪流，並經過易發生土石

流之自然環境潛在因子及保全對象之危害程度等調查認定。 

（1）溪流型土石流：有明顯溪谷地形者，可看出土石流之發生區、流動區、

及堆積區。溪流型土石流流路較長，集水區面積較大，堆積物前端之

礫石呈規則性的排列。 

（2）坡地型土石流：無明顯溪谷地形者，可看出有土石流發生區、流動區、

及堆積區的表徵者。土石流流路短、坡度大，土石多為一次性搬運，

稜角均較明顯。 

3. 潛勢溪流調查工作內容 

（1）土石流潛勢地點調查：土石流潛勢溪流係指溪床坡度大於大於 10 度

以上且該點以上之集水面積大於 3 公頃者，則應視為土石流潛在地

點，另如溪流下游出口或溢流點處有住戶 3 戶以上或有重要橋樑、道

路需保護者，亦需列為調查範圍，調查時應依現地各項特徵，將危險

度區分為「高」、「中」、「低」、「持續觀察」等 4 等級。  

（2）土石流潛勢溪流影響範圍及溢流點初步判定：由於土石流有直進性，

如針對河道轉彎處及下游淤積處等影響範圍及溢流點均需進行初步

判定或模擬。  

（3）土石流潛勢溪流保全對象調查：針對土石流影響範圍內所有保全對象

進行調查，包含居民、公共設施等資料。  

4. 潛勢溪流優先處理順序等級評估 

土石流潛勢溪流優先處理順序等級評估因子方法係區分為「土石流發

生之自然環境潛在因素」及「所造成之保全對象危害」2 部分加以考量。

考慮導致土石流發生之因素及其所造成的嚴重性，根據現地調查情形，選

定影響土石流發生危險等級之自然潛在因子；再根據土石流潛勢溪流現地

之保全對象與整治工程設施，進行土石流之優先處理順序等級評定。土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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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之優先處理順序評估模型如下，最高得分為 100 分： 
 

表 4- 3潛勢溪流等級評估 

優先處理順序評分＝（自然環境潛在因子×50％）＋（保全危害度因子×50％） 

土石流潛勢溪流優先處理順序等級評估因子 

自然環境潛在因子 保全對象及整治工程設施影響因子  

岩性因子 

保全對象：對建物之危害及對交通設施之危害現地

整治設施成效評估 

坡度因子 

崩塌規模 

材料破碎情形 

植生因子  
 

一、自然環境潛在因子選定 

本模式根據土石流發生之 3 大條件：足夠堆積

物、水、及坡度條件，挑選 5 個影響土石流發

生之顯著因子做為評分方法之因子，分別為岩

性因子、坡度因子、崩塌規模、材料破碎情形

以及植生因子，並考慮各個因子與溪流發生潛

勢之顯著影響關係加以配分，其配分方式如表

八所示，最高得分為 100 分。  

自然因子配分表 

因子  分類  
評

分 

崩塌規模（30） 

明顯大面積崩塌 30 

小規模崩塌 15 

無明顯崩塌  5 

坡度因子（30） 

上游區坡度大於 50° 30 

上游區坡度介於 30°～

50° 
15 

上游區坡度小於 30°  5 

二、保全對象及整治工程設施影響因子 

保全對象共選定 2 個主要因素，分別為對建物

之危害及對交通設施之危害。在建築物部分因

公共建築一般使用人數較多，故評分等級最

高，另外保全戶數越多，評分也越高；交通方

面則以橋樑受損對交通之危害較高，故給予較

高分數。而經歷 921 地震及桃芝颱風災害後，

已有不少土石流潛勢溪流進行整治設施工程，

故於現地調查時加入現地整治設施成效評估，

若整治設施成效良好，則可降低土石流潛勢溪

流對保全對象之危害。其保全因子配分方式如

表九所示，最高得分為 100 分。 

保全因子配分表 

因子  分類  
評

分 

建物 （50）  

公共建築 （學校、醫

院及民眾聚集場所等）  
30 

15 戶民宅以上 50 

5 戶至 15 戶間之民宅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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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破碎（20）  

平均粒徑大於 12” 20 

平均粒徑介於 12”～3” 13  

平均粒徑小於 3” 5 

無明顯堆積材料  0 

岩性因子（10）  

第 1 類（A、D、F 地質

區） 
10 

第 2 類（C、E 地質區） 6 

第 3 類（B、G 地質區）  3 

植生因子（10）  

裸岩、落石堆積  10 

植被稀疏 6 

植被中等稀疏  3 

植被密集 1 

最高評分合計 100 
 

5 戶以下 20 

無住戶  0 

交通 （20）  

橋樑  20 

道路 5 

無 0 

現地整治成效 

（30）  

待改進或無整治設施  30 

尚可 20  

良好或不需整治  5 

最高評分合計 100 
 

資料來源:土石流防災資訊網，水土保持局 

5. 潛勢地區判識 

土石流潛勢溪流影響範圍劃設作業分為 3 個階段，首先於室內進行影

響範圍之初步劃設，以此為依據於進行現地調查時依現地地形地貌加以修

正，再於室內作業進行編修，分述如下。 

（1）影響範圍初步劃設：劃定方法係依據水土保持技術規範第 5 章第 3 節

第 313 條規定之谷口及（或）溢流點位置與扇狀地角度進行劃設，扇

狀地半徑長度則以池谷浩公式進行計算。 

（2）影響範圍劃定：決定影響範圍之頂點 A，以山谷之出口、扇狀地之頂

點，或坡度十度為頂點；或由Ａ點依據土石流最大擴展角度（105 度

向下游劃出一扇狀區域；最後以扇狀區內坡度 2 度之等坡度線 B作為

土石流之到達邊界，則該扇形區與線 B所涵括之範圍，即為土石流之

影響範圍（圖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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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扇狀地半徑長度：扇狀地之半徑長度可由池谷浩公式，如下式，由此

淤積長度便可決定出潛勢範圍圖。 

( ) 935.0tan42.0)( +××= dVLogLLog θ                      （式 4- 2） 

其中V為土砂流出量（m3 61.0992,70 A=Ｖ）， ；A為集水區之總面積

（km2）；L為需淤積長度（m）；θd為下游坡度。 

 
圖 4- 2 土石流潛勢溪流影響範圍劃設示意圖 

資料來源:土石流防災資訊網，水土保持局 

二、資料來源 

其中土石流潛勢分析考量因子考量包含地質因子、地形因子、崩塌規模因子、

材料破碎因子及植生因子等 5 項影響因子進行土石流發生潛勢分析，其乃是參考地

質因子、崩塌規模、材料破碎及植生因子均可反應土石材料之供給；地形因子則代

表適當坡度之條件；由於降雨並無法先行預估，故除由地形因子及植生因反應集流

外，並未另外納入考量降雨條件地質因子之考量係以洪如江（1997）之工程地質特

性分區圖。地形因子選定則考量因邊坡度高陡時易產生崩坍可能提供之崩積之土石

量；而破碎情形則反應土石流中，土石粒徑越大，造成之衝擊越大；植生因子則係

考量由土石流集水區之植生生長狀況瞭解是否產生崩坍並提供土石流豐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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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4

案例名稱 

土石流潛勢圖資參考來源 

土石流潛勢溪流後續調查與演變趨勢觀測

計畫 
土石流潛勢溪流更新 

執行單位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年份 
2003 年完成 1,420 條土石流潛勢溪流後續

演變觀測 
2009 年完成 1,503 條土石流潛勢溪流 

範圍 台灣地區 台灣地區 

研究方法 
現地調查 

圖層測繪 

現地調查 

圖層測繪 

使用因子 

自然環境： 

地質 

地形 

崩塌規模 

材料破碎情形 

植生 

保全對象： 

建物（公共建築、民宅） 

交通（橋梁、道路） 

土地使用（農林地、非農林地） 

自然環境： 

地質 

地形 

崩塌規模 

材料破碎情形 

植生 

保全對象： 

建物（公共建築、民宅） 

交通（橋梁、道路） 

土地使用（農林地、非農林地） 

劃設成果 
台灣地區 1,420 條土石流潛勢溪流之優先

處理順序 
台灣地區 1,503 條土石流潛勢溪流 

三、潛勢資料分級 

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自 1992 年起，為了解台灣地區可能產生土石流

的位置進行全國區域的土石流潛勢溪流調查，從事土石流的位置與影響範圍之

判定，至 2009 年底止，確認出 1,503 條土石流潛勢溪流（詳表 4-7）並對各潛

勢溪流進行處理等級的判定，了解土石流潛勢溪流的危險性。調查範圍包括（1）

溪床大於 10 度以上，且該點以上之集水面積大於 3 公頃者，則視為土石流潛

在地點；（2）溪流下游出口或溢流點處有住戶 3 戶以上或有重要橋樑、道路需

保護者。同時，以有效集水面積、集水區內岩體之岩性、通過集水區內之斷層

長度及溪流上游之崩塌面積四個因素做為誘發土石流發生度之指標，並配合保

全對象之危害度而將土石流潛勢溪流分成高、中、低、持續觀察四個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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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5

圖資名稱 

土石流基本圖資彙整表 

圖資資料 

土石潛勢溪流 

主管機關 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檔案名稱 VL00261.shp 座標系統 TW67 

檔案格式 向量式圖檔（線） 建立精度 1/5,000 

更新年度 2009 年 8 月 空間範圍 台灣地區 

土石流之沖積範

圍圖 

主管機關 
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本資料由成大防災中心提供） 

檔案名稱 2009 年全國影響範圍 座標系統 TW67 

檔案格式 向量式圖檔 建立精度 1/5,000 

更新年度 2009 年 8 月 空間範圍 台灣地區 

1. 98 年共計新增 83 條土石流潛勢溪流，合計 1,503 條，分佈於 19 縣（市）、159 鄉（鎮、市、區）、643

村（里）。 

2. 部分鄉鎮溪流數減少，係因土石流潛勢溪流村里定位改以保全對象所在地為主，配合局部調整之故。 

 

本計畫將分級過之潛勢等級換算成分數（表 4-6），分別將高、中、低、持續觀

察四個等級轉換為分數 4、3、2、1 等導入危害度公式運算分析。 

 
表 4- 6

土石流潛勢溪流優先處理順序等級（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土石流災害潛勢因子等級 

潛勢等級（S） 

持續觀察 1 

低 2 

中 3 

高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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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3 土石流潛勢溪流分佈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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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7 土石流潛勢流分佈簡表 

縣（市）（溪流數） 鄉（鎮、市、區） 2009 年溪流數 2009 年新增溪流條數 

宜蘭縣 

（135） 

三星鄉 5 -1 

大同鄉 40 7 

冬山鄉 13 1 

南澳鄉 9   

員山鄉 15   

頭城鎮 23 3 

礁溪鄉 12   

蘇澳鎮 18 1 

宜蘭縣小計 135 11 

基隆市 

（34） 

七堵區 9   

中山區 3 -1 

中正區 3   

仁愛區 2   

安樂區 6 1 

信義區 5   

暖暖區 6   

基隆市小計 34 0 

台北縣 

（218） 

八里鄉 10   

三芝鄉 4   

三峽鎮 22   

土城市 3   

中和市 1   

五股鄉 9   

平溪鄉 7   

石門鄉 2   

石碇鄉 9   

汐止市 9 1 

坪林鄉 9   

金山鄉 8 2 

泰山鄉 13   

烏來鄉 3   

貢寮鄉 7   

淡水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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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溪流數） 鄉（鎮、市、區） 2009 年溪流數 2009 年新增溪流條數 

深坑鄉 6   

新店市 19   

新莊市 9   

瑞芳鎮 25   

萬里鄉 12   

樹林市 5   

雙溪鄉 21   

鶯歌鎮 1   

台北縣小計 218 3 

台北市 

（50） 

士林區 7   

中山區 1   

內湖區 12   

文山區 3   

北投區 17 1 

信義區 5   

南港區 5   

小計   50 1 

彰化縣 

（7） 

二水鄉 5   

田中鎮 1   

社頭鄉 1   

彰化縣小計 7 0 

雲林縣 

（9） 
古坑鄉 9   

雲林縣小計 9 0 

嘉義縣 

（46） 

大埔鄉 1   

中埔鄉 3 1 

竹崎鄉 18   

阿里山鄉 8   

梅山鄉 8 1 

番路鄉 8 1 

嘉義縣小計 46 3 

台南縣 

（47） 

六甲鄉 1   

玉井鄉 1   

白河鎮 11 1 

東山鄉 16 1 



 

4-21 
 

建立易致災地區之安全建地劃設機制與準則（第二期）                結案報告書 

縣（市）（溪流數） 鄉（鎮、市、區） 2009 年溪流數 2009 年新增溪流條數 

南化鄉 10 4 

楠西鄉 7 2 

龍崎鄉 1   

台南縣小計 47 8 

高雄市 

（3） 
鼓山區 3   

高雄市小計 3 0 

高雄縣 

（61） 

內門鄉 3   

六龜鄉 10 3 

田寮鄉 1   

甲仙鄉 13 1 

杉林鄉 3 1 

那瑪夏鄉 4   

岡山鎮 1   

阿蓮鄉 1   

美濃鎮 8   

茂林鄉 2 1 

桃源鄉 8 1 

旗山鎮 7   

高雄縣小計 61 7 

桃園縣 

（51） 

大溪鎮 9   

桃園市 2 1 

復興鄉 30 7 

龜山鄉 10 1 

桃園縣小計 51 9 

新竹縣 

（71） 

五峰鄉 14 2 

北埔鄉 2   

尖石鄉 22 5 

竹東鎮 2   

芎林鄉 4   

峨眉鄉 3   

新埔鎮 1   

橫山鄉 8   

關西鎮 15   

新竹縣小計 7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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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溪流數） 鄉（鎮、市、區） 2009 年溪流數 2009 年新增溪流條數 

苗栗縣 

（76） 

三灣鄉 1   

大湖鄉 15   

公館鄉 4   

竹南鎮 1 1 

卓蘭鎮 7   

南庄鄉 15 4 

苑裡鎮 1   

泰安鄉 18   

通霄鎮 3   

獅潭鄉 4 1 

銅鑼鄉 7   

苗栗縣小計 76 6 

台中市 

（3） 
北屯區 3   

台中市小計 3 0 

台中縣 

（95） 

太平市 9   

外埔鄉 2   

沙鹿鎮 1   

和平鄉 35 10 

東勢鎮 19 1 

新社鄉 20 2 

潭子鄉 1   

霧峰鄉 8   

台中縣小計 95 13 

南投縣 

（208） 

中寮鄉 5   

仁愛鄉 31 3 

水里鄉 27 -1 

名間鄉 1   

竹山鎮 6   

信義鄉 32   

埔里鎮 44 2 

草屯鎮 5   

國姓鄉 32 1 

魚池鄉 8 2 

鹿谷鄉 1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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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溪流數） 鄉（鎮、市、區） 2009 年溪流數 2009 年新增溪流條數 

集集鎮 1   

南投縣小計 208 9 

屏東縣 

（64） 

三地門鄉 7 -1 

牡丹鄉 9   

來義鄉 9   

枋山鄉 1   

春日鄉 4   

泰武鄉 4   

高樹鄉 4 1 

獅子鄉 16   

萬巒鄉 1   

滿州鄉 1   

瑪家鄉 6 1 

霧台鄉 2   

屏東縣小計 64 1 

台東縣 

（163） 

大武鄉 19   

太麻里鄉 16 -6 

台東市 5   

成功鎮 9   

池上鄉 2   

卑南鄉 38 5 

延平鄉 10   

東河鄉 20 2 

金峰鄉 7 1 

長濱鄉 4   

海端鄉 18   

鹿野鄉 4   

達仁鄉 8 1 

關山鎮 3   

台東縣小計 163 3 

花蓮縣 

（162） 

玉里鎮 24 2 

光復鄉 16   

吉安鄉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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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溪流數） 鄉（鎮、市、區） 2009 年溪流數 2009 年新增溪流條數 

秀林鄉 26 -2 

卓溪鄉 14   

花蓮市 3 1 

富里鄉 6   

瑞穗鄉 10 -1 

萬榮鄉 12   

壽豐鄉 20 1 

鳳林鎮 8 1 

豐濱鄉 16   

花蓮縣小計 162 2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四、危害度估計 

（一）計算公式 

將前項潛勢等級轉換之分數導入危害度公式，誘發因子為降雨指標，以

下式計算土石流危害度： 

H = SUSC × TRIG；危害度＝潛勢因子 × 誘發因子                     （式 4- 3） 

H =S × Tp ，潛勢等級 × 720 分降雨延時／25 年重現期距降雨強度     （式 4- 4） 

（二）正規化 

上式計算出之危害度，本計畫以「偏差值」 (standard score) 正規化，

即各地區危害度與全區平均分數之間的差距以數值來表示，所以不會造成因

各地數值不同而產生的計分不公平現象，並依資料分佈情形[（M-2δ）~M 以

下]、[（M-δ）~M]、[M~（M+δ）]、[M~（M+2δ）以上] ，以相對危害高

低的概念，自低危害度至高危害度分成四個級距，分別為 1 級、2 級、3 級、

4 級，代表土石流之危害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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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危害度地區所佔面積為全部危害地區面積約 23%，危害度最高之地區

分佈依次為南投縣與花蓮縣為最，分別佔了 109.75 平方公里、85.4 平方公

里，嘉義縣也佔了 85.14 平方公里。 
 

表 4- 8 土石流

危害等級 

危害度分級表 

級距 危害度 面積（平方公里） 百分比 

1 （M-2δ）~M 以下 低危害 271.53 10.49% 
2 （M-δ）~M 中危害 894.95 34.59% 
3 M~（M+δ） 中高危害 829.57 32.06% 
4 M~（M+2δ）以上 高危害 591.43 22.86% 

 

表 4- 9 縣市土石流危害度地區面積（單位：平方公里） 

項次 縣市 低危害 中危害 中高危害 高危害 總計 

1 台中市 0.03 2.06 2.47 0.00 163.24  

2 台中縣 9.60 61.40 88.78 24.19 2,042.44  

3 台北市 21.23 12.72 3.81 8.25 272.40  

4 台北縣 41.79 105.92 81.72 8.39 2,027.15  

5 台東縣 61.30 151.67 113.46 36.15 3,561.38  

6 台南市 0.00 0.00 0.00 0.00 184.88  

7 台南縣 1.75 21.60 11.90 35.98 2,035.82  

8 宜蘭縣 8.87 125.96 43.80 19.71 2,185.67  

9 花蓮縣 66.39 81.86 106.01 85.44 4,593.46  

10 南投縣 0.87 137.04 185.02 109.75 4,099.73  

11 屏東縣 4.64 36.46 28.62 23.27 2,793.74  

12 苗栗縣 13.43 69.52 61.66 24.02 1,804.45  

13 桃園縣 6.97 15.99 4.34 41.46 1,205.45  

14 高雄市 0.80 0.69 0.00 0.00 178.04  

15 高雄縣 8.86 31.28 22.46 14.86 2,788.67  

16 基隆市 16.44 7.78 5.24 0.00 133.16  

17 雲林縣 0.00 4.78 10.53 6.69 1,314.00  

18 新竹市 0.02 0.00 0.00 0.00 106.73  

19 新竹縣 4.32 11.48 36.69 68.15 1,405.73  

20 嘉義市 0.00 0.00 0.00 0.00 59.99  

21 嘉義縣 0.95 10.56 23.05 85.14 1,947.71  

22 彰化縣 3.27 6.16 0.00 0.00 1,073.12  

 
總計 271.53 894.95 829.57 591.43 35,97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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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4 土石流危害度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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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坡地災害危害度地圖 

本計畫採 Mora and Vahrson （1994）所發展之模型，並視潛勢資料取得情形，建立

評估危害度之運算模型。坡地災害危害度模型建立如下： 

H坡地災害 = S × Ts 

（坡地災害危害度=潛勢因子×地表最大加速度）        

                                        （式 4- 5） 

一般常見的坡地災害種類可分為下列四大項： 

1. 岩坡滑動包括： 

（1）翻覆破壞：地層面或不連續面之傾角與坡面之傾向近乎垂直或相反，且該

地層面或不連續面呈現張裂現象，岩塊容易因重力或地震力作用沿此不連

續面向下翻倒、墜落，稱之為翻覆破壞。 

（2）楔形岩塊動：楔形岩塊係指坡地之地層被 3 組不連續面切割成獨立之岩塊。

當坡面內之二組續面傾向之交線與坡面傾向一致，加上岩體內水壓增加或

地震作用而造成續面抗剪強力無法抵抗滑動力，該楔形岩塊沿此交線向下

滑移滑動便稱為楔形岩塊滑動。 

（3）順向坡動：順向坡係指岩層面或其他規則且具延續性之不連續面大致與坡

面同向。具有順向坡構造之坡體因受地下水上舉力、地震力作用影響或砍

腳而沿層面或不連續面產生向下滑動之現象，便稱為順向坡滑動。 

2. 土坡滑動 

由土壤地質材料組成的坡體常因坡度陡峭、外力、地震作用或水壓增高而

使土壤強度降低，進而產生向下滑動的現象。土坡滑動常因坡度陡峭、雨水入

滲及地表的侵蝕、沖刷作用而使破壞範圍延伸加大。 

3. 落石 

落石係指單獨或數個岩塊自陡坡高處發生破壞後產生向下墜落，主要成因

為坡度陡峭且不連續面將岩層分割成單獨之個體，獨立岩塊再因重力或地震力

作用向下掉落。 

4. 土石流 

土石流係泛指土、石與水混合後所形成一種集體運動之流動體，其主要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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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包括：上游堆積豐富的土石材料、適當的地形坡度、充分的降雨條件、堆積

地質材料的不穩定性。土石流之發生係在陡峻的溪谷或斜坡面上崩塌土石或經

風化之礫石、岩屑等堆積土層，在山洪暴發、地表逕流或土層地下水位上升等

作用之下，失去原有安定狀態，土砂礫石伴隨著洪流在重力作用下沿著溪床或

自然坡面形成的一種高濃度集體流動現象，其主要特徵為流速快、泥砂體積濃

度高，高沖蝕力，遇阻礙不繞流而產生直接撞擊，破壞力極大。（張吉佐、陳

志浩，坡地災害與防治之工程考量，土木工程技術第 5 卷第 3 期） 

關於崩塌、地滑災害參考指標與分級，中央地質調查所環境與工程地質組

提到預測山崩潛勢幾個常用因素判定：坡度及地震活動、地質及構造、地表水

的累積、地形與植生現象、加速潛移及相伴的現象。 

一、潛勢資料 

都會區及周緣坡地整合性環境地質資料庫（坡地災害潛在危險地區調查），係

由國科會永續發展委員會委託中央地質調查所進行，針對環境地質災害進行調查研

究，並建立坡地環境地質災害敏感區劃設。 

該計畫最主要的目標是建立坡地環境地質災害敏感區，而地質災害敏感區之圈

繪必須依據環境地質基本資料，該計畫乃針對各種環境地質基本資料作調查工作，

如山崩、地形、地貌、自然及人工堆積區、崩積體、侵蝕作用等資料，並繪製各種

環境地質災害敏感區之範圍。  

坡地環境地質災害因子種類包括下列各項：  

（1）落石區  

（2）表層崩塌區  

（3）順向坡地形區  

（4）深層地滑區  

（5）土石流  

（6）陷穴  

（7）河岸侵蝕區  

（8）向源侵蝕區  

（9）棄填土區  

（10）煤礦坑道及採掘區  

依據調查作業及環境地質基本圖所提供及獲取之資料、資訊進行各類地質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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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區的判定、分級、圈繪工作。  

（1）落石敏感區：分為落石敏感區與落石高敏感區 2 級。 

（A）落石敏感區－數值地形平均坡度大於 45°的分佈區域。 

（B）落石高敏感區－環境地質基本圖中所圈繪的落石發生區及堆積區範

圍。  

（2）表層崩塌敏感區：分為表層崩塌敏感區與表層崩塌高敏感區 2 級。 

（A）表層崩塌敏感區：依數值地形計算平均坡度在 20°與 30°間的分佈區

域；厚風化土層、棄填土或崩積層等疏鬆材料組成之坡地，這些區

域無侵蝕或人為開挖、水匯集等的影響。 

（B）表層崩塌高敏感區：表層崩塌分佈區域依數值地形計算平均坡度在

30°與 45°間的分佈區域；厚風化土層、棄填土或崩積層等疏鬆材料

組成之坡地，且這些區域受侵蝕或人為開挖、水匯集等的影響。  

（3）順向坡滑動敏感區：分為順向坡滑動敏感區及順向坡滑動高敏感區 2 級。 

（A）順向坡滑動敏感區：符合環境地質基本圖中順向坡地形區之判定條

件，且地形平均坡度小於地層或不連續面之傾角者。 

（B）順向坡滑動高敏感區：曾發生順向坡滑動者；地形平均坡度大於地

層或不連續面之傾角者；坡趾有人為開挖或坡趾受侵蝕等情況者。  

（4）深層地滑敏感區：分為深層地滑敏感區及深層地滑高敏感區 2 級。 

（A）深層地滑敏感區：具有深層地滑之特徵者。 

（B）深層地滑高敏感區：為近期發生或持續進行中之深層地滑區，或坡

趾有人為開挖或坡趾受自然侵蝕等地區。  

（5）土石流敏感區：分為土石流敏感區及土石流高敏感區 2 級。 

（A）土石流敏感區：僅符合地形坡度條件的土石流分析計算結果，或具

古土石流地貌特徵者。 

（B）土石流高敏感區：現有已發生土石流（流動區及堆積區）的分佈範

圍或符合地形坡度條件且上游坡地有崩塌之溪谷。  

（6）溶蝕塌陷敏感區：分成溶蝕塌陷敏感區及溶蝕塌陷高敏感區 2 級。 

（A）溶蝕塌陷敏感區：具溶蝕陷穴特徵或內成水系特徵的石灰岩分佈地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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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溶蝕塌陷高敏感區：地環境地質基本圖中出現溶蝕陷穴的區域直接

加以圈繪的分佈地區。  

（7）礦坑塌陷敏感區：礦坑塌陷敏感區係指地下礦層開採範圍，不分等級。 

二、資料來源 

以中央地質調查所完成之「都會區及周緣坡地整合性環境地質資料庫建置」案

建置資料為主，係目前較新完成之地質資料庫（2002-2006），與環境地質現況較為

相符，同時亦提供地質災害潛勢分析含山崩潛勢圖等圖資。  

三、潛勢資料分級 

本計畫實際取得坡地環境災害敏感區分佈圖之基本圖資，其中敏感區圖層包含

地質災害低敏感區、岩體崩滑中敏感區、落石中敏感區、岩屑滑動中敏感區、土石

中敏感區、岩屑崩滑高敏感區、落石高敏感區、土石流高敏感區、岩體滑動高敏感

區，納入地坡災害潛勢圖之劃設範圍，並依原分級劃設為高敏感分區、中敏感分區、

低敏感分區等坡地災害潛勢敏感區。 

根據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資料顯示，台灣中部 6 個縣市現存的山崩災害，分

佈在南投縣 921 集集大地震時產生的崩塌面積最廣，共有 4,105 處山崩，面積高達

15,723 公頃，其次為苗栗縣有 888 處山崩，面積約 2,622 公頃。 

 
表 4- 10

圖資名稱 

坡地災害基本圖資彙整表 

圖資資料 

坡地環境災害敏感區分佈圖 

主管機關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座標系統 TWD_97 

檔案名稱 坡地環境災害敏感區 

檔案格式 向量式圖檔（面） 建立精度 1/25,000 

更新年度 2002-2006 年 空間範圍 台灣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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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1

資料來源名稱 

坡地災害資料來源 

都會區及周緣坡地整合性環境地質資料庫建置 

執行單位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年份 計畫年期：2002-2006 年共計 5 年 

範圍 台灣地區 

研究方法 圖資、現地調查資料庫建立 

使用因子 

坡地環境地質災害因子劃分： 

落石區 

表層崩塌區 

順向坡地形區 

深層地滑區 

土石流 

陷穴 

河岸侵蝕區 

向源侵蝕區 

棄填土區 

煤礦坑道及採掘區 

劃設成果 

地質災害敏感區： 

落石敏感區 

表層崩塌敏感區 

順向坡滑動敏感區 

深層地滑敏感區 

土石流敏感區 

溶蝕塌陷敏感區 

礦坑塌陷敏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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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5 坡地災害潛勢分級劃設流程圖 

 

表 4- 12

縣市別 

各縣市坡地災害潛勢地區面積表 

處數 面積（平方公里） 縣市別 處數 面積（平方公里） 

南投縣 205 215.37  臺南縣 48 58.93  

嘉義縣 170 152.82  台中市 18 5.61 

台中縣 142 71.51  新竹縣 8 15.88  

苗栗縣 71 33.66  嘉義市 1 0.06  

雲林縣 48 39.83  彰化縣 1 2.12  

總計 712 595.78  

四、空間資料未涵蓋地區 

由於「都會區及周緣坡地整合性環境地質資料庫建置」案，未涵蓋全台灣地區

尤其山地地區，空間範圍上完全未涵蓋之縣市為花蓮縣、台東縣地區，其他縣市則

為部份涵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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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6 坡地災害潛勢敏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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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危害度估計 

本部份採用中央地質調查所調查建置之坡地災害潛勢成果圖資，不針對潛勢部

分重新考量其因子組成。誘發因子部分納入地表最大加速度。  

坡地災害危害度評估之危害等級訂定為潛勢因子與誘發因子之組成，以下式表

示： 

H = SUSC × TRIG；危害度＝潛勢因子×誘發因子              （式 4- 6） 

H 坡地災害 =S ×Ts ，潛勢等級  × PGA 值                   （式 4- 7） 

上式計算出之危害度粗分數，以「偏差值」(standard score) 正規化，由資料（危

害度）集中分散程度來分類，高危害度地區所佔面積為全部危害地區面積約

11.40%，危害度最高之地區分佈依次為南投縣、嘉義縣、台中縣、台南縣為最，分

別為了 212.8 平方公里、156.83 平方公里、72.79 平方公里、64.56 平方公里。花蓮

台東地區係為潛勢資料未涵蓋範圍，故尚無危害度地區。 

 
表 4- 13

危害等級 

坡地災害危害度分級表 

危害度 面積（平方公里） 百分比 

1 低危害 3,094.15 56.50% 

2 中危害 666.51 12.17% 

3 中高危害 1,091.60 19.93% 

4 高危害 624.36 11.40% 

      總計 5,476.62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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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4 縣市坡地災害危害度地區面積（單位：平方公里） 

項次 縣市 低危害 中危害 中高危害 高危害 總計 

1 台中市 24.08  2.51  0.00  7.74  34.32  

2 台中縣 303.87  63.53  16.51  72.79  456.70  

3 台北市 68.31  1.21  39.32  0.00  108.84  

4 台北縣 354.60  10.98  211.52  0.00  577.10  

5 台南縣 509.43  89.48  230.13  64.56  893.60  

6 南投縣 561.30  204.37  317.99  212.80  1,296.46  

7 屏東縣 0.43  0.00  0.00  0.00  0.43  

8 苗栗縣 104.22  11.77  3.38  36.29  155.66  

9 桃園縣 5.10  1.90  2.71  0.00  9.71  

10 高雄縣 366.80  124.35  108.02  0.00  599.17  

11 基隆市 40.10  0.00  23.01  0.00  63.12  

12 雲林縣 121.97  22.81  3.05  50.76  198.59  

13 新竹市 38.10  0.00  6.71  0.00  44.81  

14 新竹縣 157.61  0.00  96.85  15.38  269.84  

15 嘉義市 12.98  0.91  0.00  0.14  14.02  

16 嘉義縣 357.01  110.39  26.32  156.83  650.55  

17 彰化縣 68.24  22.30  6.08  7.09  103.71  

 
總計 3,094.15  666.51  1,091.60  624.36  5,476.62  

 
單位：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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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7 坡地災害危害度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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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易淹水危害度地圖 

一、潛勢資料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於 1999 年至 2001 年進行第一期防災國家型科技計畫，

其中一項是完成台灣之淹水災害潛勢分析，並定期進行淹水潛勢資料更新、運用及

境況模擬分析，以提供國土或城鄉規劃及颱風期間淹水預警資訊研判等用途使用。

而這項淹水潛勢分析以全台灣為模擬範圍，依據單日（24 小時降雨延時）連續降雨

累積達 150 毫米、300 毫米、450 毫米、600 毫米及 750 毫米等五種情境，以 200M

網格預估不同淹水深度之分區。 

二、資料來源 

淹水潛勢分析以全台灣為模擬範圍，依據單日（24 小時降雨延時）連續降雨累

積達 150 毫米（原始資料單位為公釐）、300 毫米、450 毫米、600 毫米及 750 毫米

等五種情境，再預估不同淹水深度之分區。為本計畫劃設易淹水危害度地區之基本

圖資。本計畫擬將篩選每個降雨情境下相同之淹水深度為潛勢等級，篩選流程如下

流程圖，降雨 750 毫米之情境並非全台灣皆有進行模擬淹水深度資料，故本計畫考

慮將降雨量 750 毫米之資料納入降雨量 600 毫米之分級，以計算各式情境下之淹水

深度。 

台灣地區淹水潛勢區主要分佈在宜蘭、新竹、苗栗、彰化、雲林、台南、嘉義、

高雄、屏東等地。 
表 4- 15

圖資名稱 

淹水潛勢基本圖資彙整表 

圖資資料 

淹水潛勢圖 

主管機關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檔案名稱 
縣市 / 公厘淹水深圖.tif

（全台 16 個縣市） 
座標系統 TWD_67 

檔案格式 TIFF 圖檔 圖資精度 200M×200M 

更新年度 1999 年-2001 年 空間範圍 台灣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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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8 淹水潛勢圖資分級劃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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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9

 

淹水災害潛勢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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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危害度估計 

將易淹水災害潛勢導入降雨量，以內差法推估降雨情境（延時 720 分/25 重現

期距）推估其最大淹水深度，即以淹水深度做為危害度值。 

H = SUSC × TRIG；危害度＝潛勢因子×誘發因子 （此處，×，以內差方式運算） 

所得之危害度值級（淹水深度），依經濟部水利署建議且常用之分級為 0-0.3 公

尺、0.3-0.5 公尺、0.5-1 公尺、1-3 公尺、3 公尺。 
 

表 4- 16

危害

等級 

易淹水危害度分級表 

淹水深度（公尺） 危害度 面積（平方公里） 百分比 

1 0-0.3 第 1 級：淹水尚未入戶 0 0 

2 0.3-0.5 第 2 級：淹水尚入戶，但尚未逾床 0 0 

3 0.5-1 第 3 級：淹水逾床，但不易致命 511.75 15.72% 

4 1-3 第 4 級：淹水易致命，但未逾平房屋頂 1240.496 38.11% 

 3 以上 第 5 級：淹水逾平房屋頂，不易逃生 1,502.50 46.16% 

合計   3,254.75 100.00% 

資料顯示，在此降雨情境下，淹水深度 3 公尺以上之地區分佈於台灣各河川區

域之沿岸，包括淡水河流域、大甲溪流域、烏溪流域、曾文溪流域、高屏溪流域等

地區。淹水逾 3 公尺面積最廣之縣市分別為台南縣、基隆市、台北縣、高雄縣；而

台南縣沿海及平原農村地區近年來逢豪雨必淹，而基隆市由於防洪工程完成，淹水

情況已較少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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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7 縣市易淹水危害度地區面積（單位：平方公里

項次 

） 

縣市 第 3 級 第 4 級 第 5 級 總計 

1 台中市 0.00 14.97 3.91 18.88 

2 台中縣 35.34 67.02 32.29 134.65 

3 台北市 12.66 6.43 4.02 23.11 

4 台北縣 5.10 74.48 210.59 290.17 

5 台東縣 0.00 7.33 14.16 21.49 

6 台南市 0.00 27.18 32.61 59.78 

7 台南縣 0.00 179.19 389.47 568.67 

8 宜蘭縣 0.00 21.52 52.82 74.34 

9 花蓮縣 0.00 26.69 31.52 58.21 

10 南投縣 0.00 30.38 42.27 72.66 

11 屏東縣 0.00 75.64 99.87 175.50 

12 苗栗縣 0.06 7.03 46.58 53.67 

13 桃園縣 64.67 43.43 8.69 116.79 

14 高雄市 0.00 1.64 36.99 38.62 

15 高雄縣 0.00 24.94 109.97 134.92 

16 基隆市 0.00 102.62 224.06 326.68 

17 雲林縣 138.42 147.44 58.79 344.65 

18 新竹市 4.05 17.94 0.65 22.64 

19 新竹縣 5.69 11.71 2.25 19.65 

20 嘉義市 0.41 6.41 5.00 11.82 

21 嘉義縣 35.48 148.07 66.86 250.41 

22 彰化縣 209.87 198.44 29.13 437.44 

 
合計 511.75 1,240.50 1,502.50 3,25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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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0 易淹水危害度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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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脆弱度 

一、資料說明 

對於哪些活動分佈於哪些空間分佈上會有明確地理位置之掌握，亦有利於活動

規模之推估。風險評估為評估當災害發生時所造成的損害程度，而損失可以分成二

類，一類為生命的損失與傷害，另一種是土地與財產的損失。本計畫之損失估計主

要計算暴露於災害中的集居因子，估計其生命的損失與傷害的嚴重性；另一類土地

與財產的損失之脆弱度因子主要為影響災前預防、災時搶救、災後復建不同階段相

關之社經因子，包含產業經濟、基盤設施、公共設施等參數。 

若災害發生在集居地，則推估遭受災害之面積為其集居地的面積，即以暴露量

做為災害脆弱度；其中若脆弱度因子並無暴露在災害影響範圍中，則推估沒有遭受

災害。 

本計畫利用國土利用現況調查土地使用分類系統及建置圖資成果，其為全面性

土地利用資料普查，由分類類別的區位分佈、面積等統計資訊，瞭解現階段空間實

質發展型態。國土利用調查定期從事土地使用監測，詳盡記錄土地使用資訊，其調

查單元以調查土地同一使用現況範圍（均質區）分，並配合區位、使用現況定義應

分類之最小圖面單元，線狀統一為寬度 4M 以上，面狀由 5M×5M 至 50M×50M。 

其資料特性尚有： 

1. 運用航遙測影像內涵豐富資訊，搭配 GIS 輔助資料及部分地面調查作業，快

速、確實得獲取國土利用調查成果所產製 GIS 格式數值成果 1/5,000。 

2. 以建物主體使用情形作為分類依據，如純住宅、兼工業使用住宅、兼商業使

用住宅、兼其他使用住宅，可表現出工商混用特性。以反映出土地利用之活

動為何。 

在量化風險值上，以該土地使用宗地面積為估計單位，脆弱度因子與相對之土

地利用代碼（國土利用現況調查）可歸類為下列四類土地使用因子： 

（一）集居因子 

國土利用土地使用分類第Ｉ級建築使用土地（06）  

（二）產業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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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農牧業:農業使用土地（06）之農作（0601） 、 畜牧（0601） 、 農業附帶

設施（0601）等類  

2.水產養殖:水產養殖（0102）  

3.商業:商業（0501）  

4.工業:（0503）  

（三）公共設施因子 

1.機關團體（0601）  

2.學校（0602）  

3.醫療保健（0603）  

（四）基盤設施因子 

1.水利（04）  

2.交通（03）  

3.公用設備（0605）  

表 4- 18

二、行政邊界圖資 

基本圖資彙整表 

天然災害一般均具有致災範圍大之特性，尤其是易淹水災害，本計畫利用地理

資訊系統來處理相關之空間資料（例如集居地分佈與災害範圍等），另需要空間資

料包括行政邊界。家戶、工商業或農林漁牧普查等各項資料及防救災工作進行都是

以行政區為空間統計單元，所以行政邊界圖是映射相關統計資料至空間之重要依

據，本計畫所使用之行政邊界圖是國土資訊系統資料庫中 2001 年版台灣村里邊界

圖（內政部資訊中心 2005）。因此，若欲依序評選比較各縣市哪些地區之風險值較

高，必須透過最小行政空間單元的計算基礎，以比較同縣市中村里間風險高低。 

圖資名稱 圖資資料 

國土利用現況

調查 

主管機關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檔案名稱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 座標系統 TWD_97 

檔案格式  Shape file 圖資精度 1/5,000 

更新年度 2006-2009 年 空間範圍 台灣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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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土石流風險地圖 

本計畫在土石流風險分區劃設過程中，透過危害度地圖分析得到不同災害的強度，

即危害度；在脆弱度方面，將現有暴露於災害中的脆弱度因子，將有可能致災的空間，

以地理資訊系統將各組成因子進行空間圖套疊操作，繪製台灣地區土石流風險地圖。 

一、劃設作業程序 

風險評估主要在評估災害發生時直接對居住地人民生命財產的衝擊，取得災害

影響範圍內之集居脆弱度作為計算因子，欲進一步評估土地及財產的損失，輔以其

他類非集居因子的脆弱度，掌握易致災地區暴露於災害地區的不同屬性的脆弱度。 

土石流災害之風險評估公式如下： 

R＝ H_土石流（300m環域） × V_集居

最後，由於村里為行政管理基本空間單元，無論是在法令的施行、災害防救政

策上的推動、土地政策的落實，皆以村里界為最小空間單元的法定分界線，因此在

風險地圖的劃設過程，計算單筆宗地之風險值後，最後以村里範圍合計，相互比較

不同村里間之風險高低分佈。 

；風險值＝土石流危害度 × 集居脆弱度。 

二、資料分佈與正規化 

上述公式之計算過程，經由下列運算式舉例說明： 

危害度＝潛勢等級（分數）×降雨量（毫米）； 

H = 4 × 125 = 500 

風險值 =土石流危害度（分數）×集居脆弱度（平方公尺）； 

R = 500 × 10,000 = 5,000,000 

其中 5,000,000 即是集居風險值的粗分數，以「偏差值」 (standard score) 將粗

分數正規化，以低風險值至高風險值類依資料集中分散程度來分類[（M-2δ）~M 以

下]、[（M-δ）~M]、[M~（M+δ）]、[M~（M+2δ）以上]，分別為低、中、中高、

高風險等級。 

土石流高風險地區所佔面積為全部風險地區面積約 18.21%，風險值最高之地

區分佈依次為南投縣、嘉義縣、台中縣、台南縣為最，分別為 212.8 平方公里、15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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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公里、72.79 平方公里、64.56 平方公里。 
 

表 4- 19 土石流村里風險村里分級表 

風險值 村里 風險面積 

等級 級距 指數 數量 百分比 平方公里 百分比 

低 （M-2δ）~M以下 （-1.186）-0.000 615 63.86% 9.94 27.90% 

中 （M-δ）~M 0. 001 – 1.000 214 22.22% 11.65 32.71% 

中高 M~（M+δ） 1.001 – 2.000 90 9.35% 7.54 21.18% 

高 M~（M+2δ）以上 2.001 – 6.234 44 4.57% 6.48 18.21% 

總計 - - 963 100.00% 35.61 100.00% 

而高風險以上之風險區涵蓋村里數最多的縣市依序為：南投縣，村里數有 3 個、

苗栗縣，村里數有 3 個、台北市，村里數有 2個、花蓮縣，村里數有 5 個、新竹縣，

村里數有 3 個、嘉義縣，村里數有 2 個、台東縣，村里數有 3 個、台北縣，村里數

有 9 個、桃園縣，村里數有 1 個、台南縣，村里數有 2 個，其餘詳如下表： 
                                                

表 4- 20 縣市土石流風險村里分佈（單位：村里數） 

項次 縣市 低 中 中高 高 總計 

1 台中市 3 1 1 0 5 

2 台中縣 44 10 1 2 57 

3 台北市 44 7 8 2 61 

4 台北縣 130 38 17 9 194 

5 台東縣 47 22 7 3 79 

6 台南縣 15 3 0 2 20 

7 宜蘭縣 38 15 7 3 63 

8 花蓮縣 45 21 6 5 77 

9 南投縣 67 27 13 3 110 

10 屏東縣 27 13 5 2 47 

11 苗栗縣 33 11 5 3 52 

12 桃園縣 17 6 1 1 25 

13 高雄縣 25 12 4 2 43 

14 基隆市 20 9 4 2 35 

15 雲林縣 4 1 1 0 6 

16 新竹縣 28 7 5 3 43 

17 嘉義縣 23 9 3 2 37 

18 彰化縣 5 2 2 0 9 

19 總計 615 214 90 44 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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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分別列出高風險與中高風險村里分佈情形，全部之易致災地區風險分佈敬

請參見本計畫之易致災地區資料庫。 

1. 高風險村里分佈情形 
 

表 4- 21 縣市土石流高風險村里列表 

縣市 村里名 集居風險指數 同縣市風險序位 正規化風險指數 
級距 

（Δ：δ） 
等級 

風險面積 

（平方公里） 

台中縣 和平鄉自由村 61,860,424.82  57-1 5.849  M+6Δ 高 0.450  

和平鄉博愛村 39,933,819.73  57-2 3.592  M+4Δ 高 0.333  

台北市 士林區新安里 31,246,776.03  61-1 5.013  M+6Δ 高 0.329  

北投區中和里 17,565,382.78  61-2 2.536  M+3Δ 高 0.193  

台北縣 新店市德安里 18,974,220.54  194-1 4.899  M+5Δ 高 0.211  

新店市日興里 18,637,881.64  194-2 4.799  M+4Δ 高 0.239  

深坑鄉土庫村 16,813,079.78  194-3 4.254  M+4Δ 高 0.203  

新店市雙城里 16,673,449.65  194-4 4.212  M+4Δ 高 0.202  

汐止市八連里 13,846,548.58  194-5 3.368  M+4Δ 高 0.102  

汐止市茄苳里 11,339,332.66  194-6 2.620  M+3Δ 高 0.100  

三芝鄉興華村 9,948,397.90  194-7 2.205  M+3Δ 高 0.079  

新店市塗潭里 9,880,017.47  194-8 2.184  M+3Δ 高 0.108  

萬里鄉龜吼村 9,295,197.62  194-9 2.010  M+3Δ 高 0.117  

台東縣 東河鄉都蘭村 21,723,528.02  79-1 3.508  M+4Δ 高 0.198  

卑南鄉美農村 21,423,168.81  79-2 3.447  M+4Δ 高 0.189  

卑南鄉泰安村 18,096,219.00  79-3 2.763  M+3Δ 高 0.150  

台南縣 白河鎮關嶺里 24,341,528.38  20-1 3.278  M+4Δ 高 0.147  

楠西鄉灣丘村 17,045,306.85  20-2 2.091  M+3Δ 高 0.129  

宜蘭縣 員山鄉中華村 9,081,047.05  63-1 3.121  M+3Δ 高 0.068  

蘇澳鎮蘇西里 7,773,229.53  63-2 2.518  M+3Δ 高 0.088  

蘇澳鎮永春里 7,356,146.16  63-3 2.326  M+3Δ 高 0.078  

花蓮縣  萬榮鄉紅葉村 20,707,548.37  77-1 3.187  M+4Δ 高 0.147  

玉里鎮大禹里 19,422,376.91  77-2 2.928  M+3Δ 高 0.177  

秀林鄉富世村 19,179,684.14  77-3 2.879  M+3Δ 高 0.101  

玉里鎮源城里 16,834,086.58  77-4 2.406  M+3Δ 高 0.146  

玉里鎮樂合里 15,388,762.42  77-5 2.115  M+3Δ 高 0.105  

南投縣 鹿谷鄉內湖村 39,447,235.61  110-1 6.234  M+6Δ 高 0.257  

竹山鎮瑞竹里 18,218,128.89  110-2 2.393  M+3Δ 高 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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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村里名 集居風險指數 同縣市風險序位 正規化風險指數 
級距 

（Δ：δ） 
等級 

風險面積 

（平方公里） 

仁愛鄉南豐村 18,207,222.06  110-3 2.391  M+3Δ 高 0.150  

屏東縣 內埔鄉老埤村 9,201,915.43  47-1 2.473  M+3Δ 高 0.040  

來義鄉義林村 8,483,675.26  47-2 2.193  M+3Δ 高 0.048  

苗栗縣 大湖鄉義和村 15,242,574.04  52-1 3.270  M+4Δ 高 0.194  

卓蘭鎮坪林里 11,441,294.30  52-2 2.174  M+3Δ 高 0.085  

南庄鄉南江村 10,930,513.04  52-3 2.027  M+3Δ 高 0.119  

桃園縣 龜山鄉龍壽村 13,032,804.15  25-1 3.741  M+4Δ 高 0.185  

高雄縣 美濃鎮福安里 14,690,505.16  43-1 3.807  M+4Δ 高 0.173  

三民鄉民生村 11,032,527.44  43-2 2.607  M+3Δ 高 0.075  

基隆市 安樂區內寮里 2,117,025.46  35-1 2.456  M+3Δ 高 0.084  

信義區東安里 2,010,770.35  35-2 2.272  M+3Δ 高 0.044  

新竹縣 尖石鄉錦屏村 16,482,839.77  43-1 2.848  M+3Δ 高 0.107  

五峰鄉桃山村 15,417,717.21  43-2 2.614  M+3Δ 高 0.073  

關西鎮錦山里 14,613,638.45  43-3 2.437  M+3Δ 高 0.087  

嘉義縣 番路鄉下坑村 21,033,041.95  39-1 3.052  M+4Δ 高 0.175  

竹崎鄉光華村 18,131,377.71  39-2 2.494  M+3Δ 高 0.091  

2. 中高風險村里分佈情形 

表 4- 22 縣市土石流中高風險村里列表 

縣市 村里名 集居風險指數 同縣市風險序位 正規化風險指數 
級距 

（Δ：δ） 
等級 

風險面積 

（平方公里） 

台中市 北屯區民德里 4,256,914.29  39-1 1.66  M+2Δ 中高 0.040  

台中縣 和平鄉天輪村 17,922,999.31  57-3 1.33  M+2Δ 中高 0.136  

台北市 士林區陽明里 14,300,656.69  61-3 1.95  M+2Δ 中高 0.150  

士林區翠山里 13,910,547.84  61-4 1.87  M+2Δ 中高 0.157  

內湖區大湖里 12,825,730.83  61-5 1.68  M+2Δ 中高 0.175  

北投區秀山里 10,350,574.89  61-6 1.23  M+2Δ 中高 0.106  

士林區永福里 10,152,246.93  61-7 1.19  M+2Δ 中高 0.130  

北投區開明里 9,972,771.81  61-8 1.16  M+2Δ 中高 0.210  

內湖區碧山里 9,964,373.34  61-9 1.16  M+2Δ 中高 0.086  

北投區永欣里 9,081,269.43  61-10 1.00  M+2Δ 中高 0.096  

台北縣 新店市美潭里 8,106,137.16  194-10 1.65  M+2Δ 中高 0.121  

新店市員潭里 7,897,273.81  194-11 1.59  M+2Δ 中高 0.117  

淡水鎮樹興里 7,811,069.12  194-12 1.57  M+2Δ 中高 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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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村里名 集居風險指數 同縣市風險序位 正規化風險指數 
級距 

（Δ：δ） 
等級 

風險面積 

（平方公里） 

鶯歌鎮北鶯里 7,395,243.02  194-13 1.44  M+2Δ 中高 0.066  

深坑鄉深坑村 7,299,657.04  194-14 1.41  M+2Δ 中高 0.108  

中和市錦昌里 7,253,911.05  194-15 1.40  M+2Δ 中高 0.054  

林口鄉東勢村 7,242,562.67  194-16 1.40  M+2Δ 中高 0.103  

石碇鄉潭邊村 7,197,913.12  194-17 1.38  M+2Δ 中高 0.069  

金山鄉永興村 7,113,039.81  194-18 1.36  M+2Δ 中高 0.056  

三芝鄉店子村 6,891,345.65  194-19 1.29  M+2Δ 中高 0.055  

瑞芳鎮石山里 6,531,083.88  194-20 1.18  M+2Δ 中高 0.053  

淡水鎮水源里 6,529,606.32  194-21 1.18  M+2Δ 中高 0.058  

瑞芳鎮吉安里 6,480,256.88  194-22 1.17  M+2Δ 中高 0.070  

金山鄉重和村 6,409,241.15  194-23 1.15  M+2Δ 中高 0.049  

淡水鎮坪頂里 6,207,873.93  194-24 1.09  M+2Δ 中高 0.090  

瑞芳鎮瓜山里 6,046,277.91  194-25 1.04  M+2Δ 中高 0.049  

淡水鎮八勢里 5,917,701.95  194-26 1.00  M+2Δ 中高 0.122  

台東縣 台東市建和里 13,188,966.81  79-4 1.75  M+2Δ 中高 0.110  

東河鄉北源村 12,696,100.50  79-5 1.65  M+2Δ 中高 0.101  

關山鎮德高里 12,540,503.78  79-6 1.62  M+2Δ 中高 0.090  

太麻里鄉金崙村 12,522,319.44  79-7 1.62  M+2Δ 中高 0.106  

太麻里鄉華源村 12,035,781.18  79-8 1.52  M+2Δ 中高 0.125  

長濱鄉忠勇村 10,930,962.50  79-9 1.29  M+2Δ 中高 0.091  

太麻里鄉多良村 9,819,147.58  79-10 1.06  M+2Δ 中高 0.108  

宜蘭縣 大同鄉松羅村 6,536,197.72  63-4 1.95  M+2Δ 中高 0.056  

冬山鄉中山村 6,159,949.98  63-5 1.77  M+2Δ 中高 0.064  

蘇澳鎮蘇南里 5,687,048.32  63-6 1.56  M+2Δ 中高 0.045  

南澳鄉南澳村 5,675,663.33  63-7 1.55  M+2Δ 中高 0.093  

冬山鄉得安村 5,270,015.45  63-8 1.36  M+2Δ 中高 0.054  

大同鄉樂水村 5,257,316.20  63-9 1.36  M+2Δ 中高 0.029  

大同鄉復興村 4,541,248.02  63-10 1.03  M+2Δ 中高 0.028  

花蓮縣 秀林鄉秀林村 13,532,107.29  77-6 1.74  M+2Δ 中高 0.069  

秀林鄉景美村 13,481,208.05  77-7 1.73  M+2Δ 中高 0.082  

瑞穗鄉富興村 13,101,885.05  77-8 1.65  M+2Δ 中高 0.099  

玉里鎮觀音里 10,899,924.67  77-9 1.21  M+2Δ 中高 0.141  

秀林鄉銅門村 10,298,230.00  77-10 1.09  M+2Δ 中高 0.066  

秀林鄉佳民村 10,264,205.49  77-11 1.08  M+2Δ 中高 0.120  

南投縣 水里鄉上安村 15,937,247.04  110-4 1.98  M+2Δ 中高 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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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村里名 集居風險指數 同縣市風險序位 正規化風險指數 
級距 

（Δ：δ） 
等級 

風險面積 

（平方公里） 

信義鄉明德村 13,486,252.97  110-5 1.54  M+2Δ 中高 0.087  

水里鄉新城村 13,259,607.76  110-6 1.50  M+2Δ 中高 0.088  

埔里鎮麒麟里 12,896,227.42  110-7 1.43  M+2Δ 中高 0.152  

信義鄉神木村 12,734,126.57  110-8 1.40  M+2Δ 中高 0.083  

水里鄉新興村 12,386,685.93  110-9 1.34  M+2Δ 中高 0.067  

國姓鄉南港村 12,181,178.28  110-10 1.30  M+2Δ 中高 0.107  

埔里鎮蜈蚣里 11,565,489.14  110-11 1.19  M+2Δ 中高 0.122  

埔里鎮史港里 11,363,955.01  110-12 1.15  M+2Δ 中高 0.081  

仁愛鄉親愛村 11,125,209.04  110-13 1.11  M+2Δ 中高 0.080  

信義鄉羅娜村 11,023,990.98  110-14 1.09  M+2Δ 中高 0.062  

埔里鎮南村里 10,806,233.20  110-15 1.05  M+2Δ 中高 0.137  

信義鄉地利村 10,781,403.62  110-16 1.05  M+2Δ 中高 0.089  

屏東縣 瑪家鄉佳義村 7,870,377.82  47-3 1.95  M+2Δ 中高 0.032  

高樹鄉新豐村 7,489,351.27  47-4 1.81  M+2Δ 中高 0.077  

三地鄉口社村 6,863,133.09  47-5 1.56  M+2Δ 中高 0.048  

來義鄉古樓村 6,413,781.06  47-6 1.39  M+2Δ 中高 0.037  

霧台鄉好茶村 6,130,879.26  47-7 1.28  M+2Δ 中高 0.031  

苗栗縣 銅鑼鄉樟樹村 10,666,570.09  52-4 1.95  M+2Δ 中高 0.098  

泰安鄉士林村 9,817,737.98  52-5 1.71  M+2Δ 中高 0.069  

泰安鄉錦水村 9,084,286.28  52-6 1.49  M+2Δ 中高 0.061  

獅潭鄉豐林村 7,625,720.78  52-7 1.07  M+2Δ 中高 0.045  

公館鄉大坑村 7,559,359.38  52-8 1.05  M+2Δ 中高 0.074  

桃園縣 桃園市會稽里 7,413,022.82  25-2 1.73  M+2Δ 中高 0.105  

高雄縣 桃源鄉建山村 7,461,539.59  43-3 1.44  M+2Δ 中高 0.063  

桃源鄉桃源村 6,983,818.81  43-4 1.28  M+2Δ 中高 0.044  

六龜鄉中興村 6,262,945.18  43-5 1.04  M+2Δ 中高 0.079  

甲仙鄉關山村 6,162,534.11  43-6 1.01  M+2Δ 中高 0.039  

基隆市 安樂區新崙里 1,658,751.55  35-3 1.66  M+2Δ 中高 0.066  

七堵區泰安里 1,611,061.51  35-4 1.58  M+2Δ 中高 0.027  

中正區砂子里 1,539,082.61  35-5 1.45  M+2Δ 中高 0.013  

七堵區友二里 1,314,467.20  35-6 1.06  M+2Δ 中高 0.019  

雲林縣 古坑鄉桂林村 22,008,666.12  5-1 1.85  M+2Δ 中高 0.176  

新竹縣 尖石鄉新樂村 12,408,790.28  43-4 1.95  M+2Δ 中高 0.064  

橫山鄉內灣村 10,321,712.69  43-5 1.49  M+2Δ 中高 0.091  

五峰鄉大隘村 8,790,758.22  43-6 1.16  M+2Δ 中高 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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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村里名 集居風險指數 同縣市風險序位 正規化風險指數 
級距 

（Δ：δ） 
等級 

風險面積 

（平方公里） 

尖石鄉嘉樂村 8,568,414.65  43-7 1.11  M+2Δ 中高 0.046  

關西鎮金山里 8,556,967.72  43-8 1.11  M+2Δ 中高 0.057  

嘉義縣 竹崎鄉緞繻村 14,541,985.59  39-3 1.80  M+2Δ 中高 0.089  

竹崎鄉內埔村 14,260,444.84  39-4 1.75  M+2Δ 中高 0.093  

竹崎鄉昇平村 13,469,752.40  39-5 1.60  M+2Δ 中高 0.080  

彰化縣 田中鎮平和里 7,426,472.24  9-1 1.63  M+2Δ 中高 0.083  

二水鄉大園村 6,180,336.31  9-2 1.14  M+2Δ 中高 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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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1 土石流風險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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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坡地災害風險地圖 

一、劃設作業程序 

坡地災害災害之風險評估公式如下： 

R＝ H_坡地災害 × V_集居

二、資料分佈與正規化 

；風險值＝坡地災害危害度 × 集居脆弱度。 

坡地災害高風險地區所佔面積為全部風險地區面積約 14%，風險值最高之地區

分佈依次為高雄縣、嘉義縣、台北縣、台中縣，分別為了 2.08 平方公里、1.40 平方

公里、2.01 平方公里、1.78 平方公里。花蓮台東地區係為潛勢資料未涵蓋範圍，故

尚無風險值地區。 
 

表 4- 23 坡地災害風險村里分級表 

風險值 村里 風險面積 

等級 級距 數量 百分比 平方公里 百分比 

低 （M-2δ）~M以下 774  61.62% 24.99 24.92% 

中 （M-δ）~M 329  26.19% 40.57 40.46% 

中高 M~（M+δ） 110  8.76% 21.28 21.22% 

高 M~（M+2δ）以上 43  3.42% 13.43 13.39% 

總計 - 1,256  100.00% 100.27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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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4 縣市坡地災害風險村里分佈 

風險等級 村里數（個數） 面積（平方公里） 

縣市 低 中 中高 高 總計 低 中 中高 高 總計 

台中市 4 1 2 0 7 0.24 0.18 0.44 0.00 1 

台中縣 78 39 14 6 137 3.57 5.58 3.09 1.78 14 

台北市 69 21 13 5 108 0.90 1.53 2.04 1.30 6 

台北縣 172 65 13 5 255 3.10 6.51 2.31 2.01 14 

台南縣 68 43 10 1 122 3.31 6.49 2.00 0.79 13 

南投縣 118 56 17 11 202 5.512199 7.92593 4.063761 3.648271 21 

苗栗縣 31 7 7 3 48 0.99 0.64 1.06 0.62 3 

桃園縣 3 0 1 0 4 0.04 0.00 0.21 0.00 0 

高雄縣 67 36 10 5 118 4.20 6.49 2.77 2.08 16 

基隆市 81 22 9 5 117 0.62 0.89 0.82 1.02 3 

雲林縣 12 13 4 1 30 0.55 2.02 1.00 0.34 4 

新竹市 21 8 1 2 32 0.94 1.50 0.19 0.97 4 

新竹縣 59 24 11 2 96 2.45 3.13 2.46 0.31 8 

嘉義市 5 3 2 
 

10 0.23 0.45 0.55 0.00 1 

嘉義縣 53 28 10 5 96 2.76 3.58 1.96 1.40 10 

彰化縣 46 18 2 3 69 1.09 1.59 0.40 0.82 4 

總計 887 384 126 54 1,451 31 48 25 17 121 

 

表 4- 25 縣市坡地災害高風險村里列表 

縣市 村里名 集居風險指數 同縣市風險序位 正規化風險指數 
級距 

（Δ：δ） 
等級 

風險面積 

（平方公里） 

台北縣 

 

新店市雙城里 88,097.29  255-4 2.21  M+3Std 高 0.34  

新店市日興里 91,418.93  255-3 2.32  M+3Std 高 0.36  

新店市塗潭里 428,516.78  255-1 12.85  M+13Std 高 0.83  

汐止市八連里 86,609.93  255-5 2.17  M+3Std 高 0.22  

深坑鄉土庫村 105,655.26  255-2 2.76  M+3Std 高 0.26  

新竹縣 

 

北埔鄉水祭村 121,664.52  96-1 3.14  M+4Std 高 0.16  

寶山鄉油田村 114,443.67  96-2 2.89  M+3Std 高 0.15  

苗栗縣 

 

竹南鎮大埔里 73,278.65  48-3 2.00  M+3Std 高 0.26  

卓蘭鎮坪林里 91,597.16  48-1 2.78  M+3Std 高 0.22  

大湖鄉新開村 77,908.41  48-2 2.20  M+3Std 高 0.14  

台中縣 豐原市南嵩里 89,067.72  137-6 2.03  M+3Std 高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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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距 

（Δ：δ） 
等級 

風險面積 

（平方公里） 

 后里鄉太平村 92,033.59  137-5 2.14  M+3Std 高 0.29  

神岡鄉社口村 101,529.30  137-4 2.49  M+3Std 高 0.32  

新社鄉永源村 103,028.04  137-3 2.55  M+3Std 高 0.32  

新社鄉協成村 122,143.07  137-1 3.26  M+4Std 高 0.38  

太平市頭汴里 109,852.46  137-2 2.80  M+3Std 高 0.27  

彰化縣 

 

芬園鄉大竹村 80,076.37  69-3 2.06  M+3Sd 高 0.27  

員林鎮出水里 183,571.13  69-1 5.63  M+6Std 高 0.33  

員林鎮湖水里 133,200.72  69-2 3.89  M+4Sd 高 0.21  

雲林縣 古坑鄉桂林村 109,681.67  32-1 2.29  M+3Std 高 0.34  

嘉義縣 

 

民雄鄉北斗村 90,646.72  96-5 2.13  M+3Std 高 0.28  

民雄鄉大崎村 110,900.59  96-2 2.94  M+3Std 高 0.34  

中埔鄉三層村 114,430.83  96-1 3.08  M+4Std 高 0.26  

中埔鄉東興村 98,991.07  96-3 2.46  M+3Std 高 0.21  

竹崎鄉灣橋村 97,990.75  96-4 2.42  M+3Std 高 0.30  

台南縣 白河鎮關嶺里 272,394.14  125-1 7.68  M+8Std 高 0.79  

高雄縣 

 

阿蓮鄉阿蓮村 142,601.15  118-2 3.59  M+4Std 高 0.51  

阿蓮鄉清蓮村 114,897.78  118-4 2.64  M+3Std 高 0.41  

旗山鎮南勝里 153,686.57  118-1 3.96  M+4Std 高 0.53  

旗山鎮三協里 99,754.72  118-5 2.12  M+3Std 高 0.29  

甲仙鄉大田村 122,450.41  118-3 2.90  M+3Std 高 0.35  

基隆市 

 

暖暖區暖西里 34,151.30  118-5 2.01  M+3Std 高 0.10  

中山區德和里 43,173.71  118-4 2.71  M+3Std 高 0.18  

安樂區內寮里 47,357.35  118-3 3.03  M+4Sd 高 0.20  

安樂區新崙里 48,135.91  118-2 3.10  M+4Sd 高 0.19  

信義區孝深里 93,692.05  118-1 6.63  M+7Std 高 0.36  

新竹市 

 

東區柴橋里 171,190.13  32-1 3.64  M+4Std 高 0.56  

東區仙水里 114,972.81  32-2 2.13  M+3Std 高 0.41  

台北市 

 

文山區萬芳里 60,378.76  108-5 2.25  M+3Std 高 0.16  

士林區新安里 79,133.96  108-3 3.22  M+4Std 高 0.32  

士林區陽明里 86,497.98  108-1 3.60  M+4Std 高 0.36  

士林區翠山里 84,036.22  108-2 3.47  M+4Std 高 0.19  

北投區湖山里 62,982.52  108-4 2.38  M+3Std 高 0.26  

南投縣 

 

國姓鄉長福村 94,497.00  202-11 1.98  M+3Std 高 0.24  

草屯鎮御史里 118,501.94  202-3 2.81  M+3Std 高 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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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村里名 集居風險指數 同縣市風險序位 正規化風險指數 
級距 

（Δ：δ） 
等級 

風險面積 

（平方公里） 

草屯鎮中原里 106,223.08  202-5 2.39  M+3Std 高 0.33  

草屯鎮富寮里 119,678.39  202-2 2.85  M+3Std 高 0.37  

草屯鎮南埔里 109,798.71  202-4 2.51  M+3Std 高 0.33  

南投市漳和里 101,093.22  202-6 2.21  M+3Std 高 0.32  

南投市三興里 95,187.04  202-10 2.01  M+3Std 高 0.30  

竹山鎮延祥里 99,872.28  202-7 2.17  M+3Std 高 0.31  

鹿谷鄉鹿谷村 169,630.49  202-1 4.56  M+5Std 高 0.52  

竹山鎮桂林里 95,301.69  202-9 2.01  M+3Std 高 0.29  

鹿谷鄉內湖村 97,888.81  202-8 2.10  M+3Std 高 0.27  

 

 

 

 

 

 

 



 

4-57 
 

建立易致災地區之安全建地劃設機制與準則（第二期）                結案報告書 

 

圖 4- 12 坡地災害風險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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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節  易淹水風險地圖 

一、劃設作業程序 

易淹水災害之風險評估公式如下： 

R＝ H_易淹水 × V_集居

二、資料分佈與正規化 

；風險值＝易淹水危害度 × 集居脆弱度。 

易淹水高風險地區所佔面積為全部風險地區面積之 36.41%，風險值最高之地

區分佈依次為台中縣、嘉義縣、台北縣、台南縣，分別為了 58.86 平方公里、1.72

平方公里、2.01 平方公里、2.81 平方公里。 
 

表 4- 26 易淹水災害村風險村里分級表 

風險值 村里 風險面積 

等級 級距 數量 百分比 平方公里 百分比 

低 （M-2δ）~M以下 3051 68.42% 48.78 20.52% 

中 （M-δ）~M 915 20.52% 60.09 25.28% 

中高 M~（M+δ） 294 6.59% 39.3 16.53% 

高 M~（M+2δ）以上 199 4.46% 86.55 36.41% 

總計 - 4459 100.00% 237.72 100.00% 

三、高風險村里分佈情形 

而高風險以上之風險區涵蓋村里數最多的縣市依序為：彰化縣，村里數有 23

個、台北縣，村里數有 21 個、台南縣，村里數有 14 個；台灣西部沿海各縣市皆有

高風險村里，高風險村里數最多分佈於彰化縣（23 個），面積最廣分佈於台中縣。 

由圖 4-13 可看到台中縣明顯的大面積紅色圖塊，其為和平鄉自由村、博愛村、

達觀村與國姓鄉長流村等相鄰的四個村里組成，這些村里位於大安溪流域，屬大安

溪支流，而大安溪發源於高山峻嶺，坡陡流急，雙崎以下河道坡陡峻，係急流性河

川，降雨集中時，洪水量頗大，水流沖刷破壞力極強，中下游由於河寬擴大，流速

減緩，上游挾帶之大量泥砂堆績於河床上，造成流路劇烈變遷，整個流域常年有堤

防決口成災之患，目前已由經濟部水利署著手治理中，而在本計畫研究架構下，此

地帶為屬為高風險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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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7 縣市易淹水災害村風險村里分佈 
風險等級 村里數 面積 

縣市 低 中 中高 高 總計 低 中 中高 高 總計 

台中市 26.00 6.00 1.00 1.00 34.00 0.10 0.08 0.04 0.08 0.31 

台中縣 170.00 10.00 6.00 10.00 196.00 5.41 9.26 11.89 58.86 85.41 

台北市 91.00 29.00 10.00 6.00 136.00 0.60 0.74 0.35 0.34 2.03 

台北縣 382.00 111.00 37.00 21.00 551.00 4.28 3.82 2.04 2.01 12.14 

台東縣 31.00 7.00 3.00 4.00 45.00 0.42 0.36 0.32 0.59 1.68 

台南市 116.00 35.00 10.00 5.00 166.00 1.70 2.73 2.03 1.70 8.15 

台南縣 246.00 74.00 31.00 14.00 365.00 4.06 5.46 3.91 2.81 16.24 

宜蘭縣 110.00 32.00 12.00 9.00 163.00 2.19 2.45 1.59 1.71 7.94 

花蓮縣 52.00 18.00 7.00 5.00 82.00 0.62 1.10 0.75 0.86 3.34 

南投縣 93.00 36.00 7.00 5.00 141.00 0.73 1.44 0.50 0.67 3.35 

屏東縣 209.00 70.00 19.00 14.00 312.00 2.69 3.89 1.75 1.90 10.23 

苗栗縣 99.00 43.00 14.00 8.00 164.00 1.96 2.92 1.27 1.25 7.40 

桃園縣 167.00 42.00 15.00 11.00 235.00 2.20 1.71 1.10 1.20 6.21 

高雄市 216.00 87.00 17.00 8.00 328.00 3.01 3.40 1.21 1.49 9.10 

高雄縣 151.00 40.00 13.00 14.00 218.00 1.89 2.38 1.12 2.17 7.57 

基隆市 79.00 23.00 2.00 4.00 108.00 0.40 0.41 0.07 0.25 1.13 

雲林縣 208.00 63.00 27.00 14.00 312.00 5.65 5.86 3.26 2.78 17.56 

新竹市 44.00 10.00 5.00 5.00 64.00 0.70 0.56 0.42 0.68 2.36 

新竹縣 36.00 12.00 7.00 2.00 57.00 0.87 0.74 0.57 0.21 2.39 

嘉義市 47.00 15.00 3.00 3.00 68.00 0.49 0.51 0.16 0.28 1.43 

嘉義縣 146.00 38.00 22.00 13.00 219.00 2.65 2.71 2.23 1.72 9.31 

彰化縣 332.00 114.00 26.00 23.00 495.00 6.17 7.56 2.72 2.98 19.43 

總計 3,051.00 915.00 294.00 199.00 4,459.00 48.78 60.09 39.30 86.55 23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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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3 易淹水風險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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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易淹水地區資料龐大，以下列出易淹水高風險村里分佈之資料，全部易致

災地區之風險村里分佈敬請參見本計畫易致災地區之安全建地資料庫。 
 

表 4- 28 易淹水高風險村里列表 

縣市 村里名 集居風險指數 同縣市風險序位 正規化風險指數 
級距 

（Δ：δ） 
等級 

風險面積 

（平方公里） 

台中市 北屯區舊社里 244,650.98  34-1 5.07  M+6Δ 高 0.09 

台中縣 

 

和平鄉達觀村 17,068,318.65  197-6 2.99  M+3Δ 高 0.14 

和平鄉博愛村 35,175,813.85  197-2 6.50  M+7Δ 高 0.12 

東勢鎮明正里 13,053,671.69  197-9 2.21  M+3Δ 高 0.10 

和平鄉自由村 20,009,247.08  197-4 3.56  M+4Δ 高 0.11 

東勢鎮中嵙里 12,330,798.87  197-10 2.07  M+3Δ 高 0.06 

東勢鎮隆興里 18,678,568.31  197-5 3.30  M+4Δ 高 0.09 

和平鄉中坑村 14,404,962.28  197-7 2.48  M+3Δ 高 0.13 

和平鄉天輪村 13,919,811.55  197-8 2.38  M+3Δ 高 0.13 

和平鄉南勢村 37,243,466.98  197-1 6.90  M+7Δ 高 0.17 

太平鄉東汴村 27,035,996.77  197-3 4.92  M+5Δ 高 0.22 

台北市 

 

內湖區五分里 313,732.92  136-1 6.76  M+7Δ 高 0.12 

中山區集英里 115,429.61  136-6 2.05  M+3Δ 高 0.06 

大同區雙連里 128,378.75  136-4 2.35  M+3Δ 高 0.07 

萬華區華江里 185,620.78  136-2 3.71  M+4Δ 高 0.18 

萬華區綠堤里 122,792.96  136-5 2.22  M+3Δ 高 0.23 

文山區萬年里 143,134.67  136-3 2.70  M+3Δ 高 0.11 

台北縣 

 

汐止鎮保長里 452,239.33  551-6 4.17  M+5Δ 高 0.10 

汐止鎮江北里 362,303.33  551-13 3.20  M+4Δ 高 0.14 

五股鄉興珍村 327,621.98  551-14 2.82  M+3Δ 高 0.08 

汐止鎮橋東里 815,790.09  551-1 8.10  M+9Δ 高 0.10 

汐止鎮厚德里 423,168.82  551-10 3.86  M+4Δ 高 0.26 

汐止鎮中興里 294,185.62  551-16 2.46  M+3Δ 高 0.23 

汐止鎮智慧里 570,741.05  551-3 5.45  M+6Δ 高 0.19 

汐止鎮新昌里 627,906.51  551-2 6.07  M+7Δ 高 0.12 

新莊市中原里 391,221.74  551-12 3.51  M+4Δ 高 0.11 

新莊市（676） 320,914.46  551-15 2.75  M+3Δ 高 0.17 

新莊市立基里 565,994.74  551-4 5.40  M+6Δ 高 0.09 

新莊市中信里 262,166.46  551-19 2.11  M+3Δ 高 0.13 

板橋市柏翠里 257,068.66  551-20 2.06  M+3Δ 高 0.11 

新莊市瓊林里 505,116.13  551-5 4.74  M+5Δ 高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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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村里名 集居風險指數 同縣市風險序位 正規化風險指數 
級距 

（Δ：δ） 
等級 

風險面積 

（平方公里） 

新莊市西盛里 450,613.21  551-7 4.15  M+5Δ 高 0.13 

樹林鎮圳安里 448,718.50  551-8 4.13  M+5Δ 高 0.11 

永和市下溪里 269,993.38  551-18 2.20  M+3Δ 高 0.10 

永和市保安里 417,435.09  551-11 3.79  M+4Δ 高 0.13 

中和市中原里 443,565.08  551-9 4.08  M+5Δ 高 0.06 

中和市佳和里 271,776.42  551-17 2.22  M+3Δ 高 0.12 

永和市智光里 256,527.70  551-21 2.05  M+3Δ 高 0.07 

台東縣 

 

台東市新生里 419,118.43  45-2 2.75  M+3Δ 高 0.13 

台東市馬蘭里 353,060.01  45-3 2.19  M+3Δ 高 0.09 

台東市中心里 351,932.97  45-4 2.18  M+3Δ 高 0.09 

台東市自強里 438,085.13  45-1 2.91  M+3Δ 高 0.11 

台南市 

 

安南區淵東里 646,629.95  166-5 2.02  M+3Δ 高 0.11 

安南區新順里 705,968.83  166-4 2.26  M+3Δ 高 0.09 

安南區海東里 1,018,409.13  166-2 3.49  M+4Δ 高 0.09 

西區西賢里 750,216.62  166-3 2.43  M+3Δ 高 0.14 

安平區校前里 2,466,038.40  166-1 9.23  M+10Δ 高 0.12 

台南縣 鹽水鎮岸內里 944,765.33  365-4 3.93  M+4Δ 高 0.10 

鹽水鎮水秀里 826,023.07  365-7 3.35  M+4Δ 高 0.11 

鹽水鎮後宅里 893,698.84  365-6 3.68  M+4Δ 高 0.06 

鹽水鎮舊營里 675,688.45  365-10 2.61  M+3Δ 高 0.09 

鹽水鎮孫厝里 624,367.52  365-11 2.36  M+3Δ 高 0.13 

下營鄉仁里村 1,345,726.12  365-2 5.89  M+6Δ 高 0.13 

安定鄉港尾村 556,057.34  365-14 2.02  M+3Δ 高 0.17 

新市鄉豐華村 616,344.86  365-12 2.32  M+3Δ 高 0.22 

永康鄉西灣村 1,703,607.84  365-1 7.64  M+8Δ 高 0.12 

永康鄉崑山村 932,831.51  365-5 3.87  M+4Δ 高 0.06 

永康鄉南灣村 752,584.26  365-8 2.99  M+3Δ 高 0.07 

仁德鄉太子村 1,141,831.92  365-3 4.89  M+5Δ 高 0.18 

仁德鄉仁義村 591,909.10  365-13 2.20  M+3Δ 高 0.23 

仁德鄉保安村 728,693.66  365-9 2.87  M+3Δ 高 0.11 

宜蘭縣 頭城鎮中崙里 679,711.72  163-8 2.34  M+3Δ 高 0.10 

礁溪鄉時潮村 709,956.19  163-7 2.48  M+3Δ 高 0.14 

礁溪鄉玉田村 1,120,023.54  163-2 4.36  M+5Δ 高 0.08 

壯圍鄉吉祥村 1,172,156.03  163-1 4.60  M+5Δ 高 0.10 

五結鄉孝威村 910,330.72  163-3 3.40  M+4Δ 高 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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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村里名 集居風險指數 同縣市風險序位 正規化風險指數 
級距 

（Δ：δ） 
等級 

風險面積 

（平方公里） 

五結鄉協和村 754,785.15  163-5 2.69  M+3Δ 高 0.23 

冬山鄉武淵村 752,320.37  163-6 2.67  M+3Δ 高 0.19 

冬山鄉補城村 783,613.00  163-4 2.82  M+3Δ 高 0.12 

冬山鄉珍珠村 620,366.18  163-9 2.07  M+3Δ 高 0.11 

花蓮縣 

 

新城鄉嘉里村 620,510.86  82-2 3.47  M+4Δ 高 0.17 

花蓮市國富里 433,515.97  82-4 2.17  M+3Δ 高 0.09 

花蓮市國聯里 624,175.96  82-1 3.50  M+4Δ 高 0.13 

壽豐鄉壽豐村 421,340.31  82-5 2.09  M+3Δ 高 0.11 

玉里鎮啟模里 613,710.90  82-3 3.43  M+4Δ 高 0.23 

南投縣 

 

國姓鄉長福村 794,990.01  144-1 6.20  M+7Δ 高 0.13 

國姓鄉北港村 572,877.60  144-3 4.29  M+5Δ 高 0.11 

埔里鎮合成里 355,036.91  144-5 2.41  M+3Δ 高 0.10 

草屯鎮碧峰里 387,613.66  144-4 2.69  M+3Δ 高 0.13 

埔里鎮杷城里 670,838.39  144-2 5.13  M+6Δ 高 0.06 

屏東縣 竹田鄉頭崙村 515,508.57  312-12 2.43  M+3Δ 高 0.12 

萬丹鄉崙頂村 868,022.52  312-2 4.59  M+5Δ 高 0.07 

萬丹鄉新鐘村 555,109.51  312-9 2.67  M+3Δ 高 0.13 

新園鄉新園村 464,917.54  312-14 2.12  M+3Δ 高 0.09 

新園鄉五房村 568,056.35  312-7 2.75  M+3Δ 高 0.09 

新園鄉鹽埔村 741,518.50  312-3 3.82  M+4Δ 高 0.11 

東港鎮興東里 1,497,186.56  312-1 8.45  M+9Δ 高 0.11 

東港鎮船頭里 537,965.74  312-11 2.57  M+3Δ 高 0.09 

東港鎮大鵬里 570,171.49  312-6 2.77  M+3Δ 高 0.09 

東港鎮大潭里 568,033.31  312-8 2.75  M+3Δ 高 0.14 

東港鎮興漁里 550,818.96  312-10 2.65  M+3Δ 高 0.12 

林邊鄉鎮安村 628,190.35  312-4 3.12  M+4Δ 高 0.10 

枋山鄉加祿村 496,152.19  312-13 2.31  M+3Δ 高 0.11 

車城鄉福興村 594,231.75  312-5 2.91  M+3Δ 高 0.06 

苗栗縣 

 

頭份鎮蟠桃里 482,603.36  165-7 2.12  M+3Δ 高 0.09 

竹南鎮海口里 516,711.32  165-5 2.34  M+3Δ 高 0.13 

苗栗市嘉盛里 483,938.09  165-6 2.13  M+3Δ 高 0.13 

通霄鎮內湖里 472,589.23  165-8 2.06  M+3Δ 高 0.17 

通霄鎮平元里 947,356.58  165-1 5.11  M+6Δ 高 0.22 

三義鄉鯉魚潭村 520,367.50  165-4 2.37  M+3Δ 高 0.12 

卓蘭鎮上新里 910,082.17  165-2 4.87  M+5Δ 高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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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村里名 集居風險指數 同縣市風險序位 正規化風險指數 
級距 

（Δ：δ） 
等級 

風險面積 

（平方公里） 

卓蘭鎮內灣里 569,930.99  165-3 2.68  M+3Δ 高 0.07 

桃園縣 

 

蘆竹鄉海湖村 267,298.88  235-2 4.60  M+5Δ 高 0.18 

大園鄉沙崙村 149,964.74  235-9 2.26  M+3Δ 高 0.23 

大園鄉溪海村 139,900.98  235-11 2.06  M+3Δ 高 0.11 

蘆竹鄉（*761） 434,302.36  235-1 7.93  M+8Δ 高 0.10 

蘆竹鄉中福村 193,984.64  235-4 3.14  M+4Δ 高 0.14 

桃園市（*1170） 225,586.12  235-3 3.77  M+4Δ 高 0.08 

中壢市忠福里 159,681.29  235-8 2.46  M+3Δ 高 0.10 

平鎮鄉新勢村 184,507.07  235-5 2.95  M+3Δ 高 0.26 

中壢市新興里 167,383.00  235-7 2.61  M+3Δ 高 0.23 

八德鄉瑞發村 140,783.72  235-10 2.08  M+3Δ 高 0.19 

龍潭鄉佳安村 181,316.54  235-6 2.89  M+3Δ 高 0.12 

高雄市 

 

楠梓區盛昌里 860,123.18  328-5 4.10  M+5Δ 高 0.11 

左營區菜公里 1,726,462.91  328-1 8.92  M+9Δ 高 0.17 

三民區鼎泰里 587,454.94  328-6 2.58  M+3Δ 高 0.09 

鼓山區龍水里 1,201,054.23  328-3 6.00  M+6Δ 高 0.13 

鼓山區龍子里 893,554.21  328-4 4.28  M+5Δ 高 0.11 

三民區本和里 548,279.67  328-8 2.36  M+3Δ 高 0.23 

前鎮區明正里 550,131.62  328-7 2.37  M+3Δ 高 0.13 

前鎮區草衙里 1,396,157.01  328-2 7.08  M+8Δ 高 0.11 

高雄縣 

 

田寮鄉西德村 581,874.31  218-8 2.74  M+3Δ 高 0.10 

田寮鄉崇德村 531,271.21  218-11 2.44  M+3Δ 高 0.13 

岡山鎮嘉興里 931,762.14  218-1 4.82  M+5Δ 高 0.06 

岡山鎮台上里 695,568.37  218-4 3.41  M+4Δ 高 0.12 

彌陀鄉舊港村 657,147.44  218-5 3.19  M+4Δ 高 0.07 

梓官鄉信蚵村 474,702.28  218-13 2.10  M+3Δ 高 0.13 

仁武鄉八卦村 838,995.56  218-2 4.27  M+5Δ 高 0.09 

鳥松鄉夢裡村 530,519.15  218-12 2.43  M+3Δ 高 0.09 

鳥松鄉鳥松村 639,341.27  218-6 3.08  M+4Δ 高 0.11 

大寮鄉過溪村 469,877.17  218-14 2.07  M+3Δ 高 0.11 

林園鄉溪州村 599,551.34  218-7 2.84  M+3Δ 高 0.09 

林園鄉東林村 559,030.18  218-10 2.60  M+3Δ 高 0.09 

林園鄉鳳芸村 581,232.12  218-9 2.73  M+3Δ 高 0.14 

林園鄉北汕村 734,308.78  218-3 3.64  M+4Δ 高 0.12 

基隆市 七堵區友一里 299,195.67  108-4 2.57  M+3Δ 高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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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村里名 集居風險指數 同縣市風險序位 正規化風險指數 
級距 

（Δ：δ） 
等級 

風險面積 

（平方公里） 

七堵區堵北里 347,569.55  108-2 3.07  M+4Δ 高 0.11 

七堵區堵南里 309,909.40  108-3 2.68  M+3Δ 高 0.06 

七堵區實踐里 836,847.03  108-1 8.11  M+9Δ 高 0.09 

雲林縣 麥寮鄉三盛村 408,226.17  312-5 3.05  M+4Δ 高 0.13 

麥寮鄉後安村 337,885.95  312-10 2.39  M+3Δ 高 0.13 

斗南鎮田頭里 308,675.80  312-13 2.11  M+3Δ 高 0.17 

台西鄉海口村 322,606.61  312-12 2.24  M+3Δ 高 0.22 

斗六市鎮西里 386,543.18  312-8 2.85  M+3Δ 高 0.12 

台西鄉溪頂村 297,750.52  312-14 2.01  M+3Δ 高 0.06 

虎尾鎮安慶里 540,588.47  312-4 4.30  M+5Δ 高 0.07 

虎尾鎮興南里 388,306.95  312-7 2.86  M+3Δ 高 0.18 

斗六市龍潭里 394,377.67  312-6 2.92  M+3Δ 高 0.23 

斗南鎮阿丹里 637,166.73  312-3 5.21  M+6Δ 高 0.11 

大埤鄉興安村 361,790.70  312-9 2.61  M+3Δ 高 0.10 

大埤鄉西鎮村 643,729.49  312-2 5.28  M+6Δ 高 0.14 

北港鎮新街里 724,024.44  312-1 6.03  M+7Δ 高 0.08 

口湖鄉水井村 328,252.95  312-11 2.30  M+3Δ 高 0.10 

新竹市 北區湳雅里 129,276.27  64-4 2.46  M+3Δ 高 0.26 

北區舊社里 148,194.91  64-2 2.93  M+3Δ 高 0.23 

香山區港南里 111,243.76  64-5 2.01  M+3Δ 高 0.19 

香山區虎山里 138,294.80  64-3 2.68  M+3Δ 高 0.12 

東區新莊里 164,427.37  64-1 3.33  M+4Δ 高 0.11 

新竹縣 竹北市竹義里 79,100.88  57-2 2.47  M+3Δ 高 0.17 

竹北市十興里 80,787.91  57-1 2.55  M+3Δ 高 0.09 

嘉義市 東區荖藤里 397,229.59  68-2 3.44  M+4Δ 高 0.13 

西區竹圍里 335,941.14  68-3 2.80  M+3Δ 高 0.11 

西區福全里 561,047.55  68-1 5.16  M+6Δ 高 0.23 

嘉義縣 大林鎮西結里 246,346.14  219-12 2.17  M+3Δ 高 0.13 

溪口鄉柴林村 339,863.03  219-3 3.32  M+4Δ 高 0.11 

溪口鄉美北村 287,124.38  219-9 2.67  M+3Δ 高 0.10 

溪口鄉美南村 249,137.93  219-11 2.20  M+3Δ 高 0.13 

民雄鄉大崎村 302,615.96  219-7 2.86  M+3Δ 高 0.06 

民雄鄉（*4828） 408,190.89  219-1 4.16  M+5Δ 高 0.12 

六腳鄉六腳村 253,648.38  219-10 2.26  M+3Δ 高 0.07 

東石鄉港墘村 319,778.49  219-4 3.07  M+4Δ 高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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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村里名 集居風險指數 同縣市風險序位 正規化風險指數 
級距 

（Δ：δ） 
等級 

風險面積 

（平方公里） 

東石鄉洲仔村 295,205.10  219-8 2.77  M+3Δ 高 0.09 

水上鄉大堀村 373,646.61  219-2 3.73  M+4Δ 高 0.09 

布袋鎮興中里 237,474.53  219-13 2.06  M+3Δ 高 0.11 

義竹鄉平溪村 319,239.21  219-5 3.06  M+4Δ 高 0.11 

義竹鄉仁里村 308,933.07  219-6 2.94  M+3Δ 高 0.09 

彰化縣 彰化市平和里 333,359.19  495-10 3.48  M+4Δ 高 0.09 

芳苑鄉漢寶村 294,268.60  495-14 2.98  M+3Δ 高 0.14 

福興鄉廈粘村 304,641.32  495-13 3.12  M+4Δ 高 0.12 

大村鄉大橋村 362,634.19  495-6 3.85  M+4Δ 高 0.10 

埔鹽鄉永樂村 236,246.28  495-20 2.25  M+3Δ 高 0.11 

埔鹽鄉太平村 239,176.25  495-18 2.28  M+3Δ 高 0.06 

大村鄉村上村 384,005.58  495-4 4.12  M+5Δ 高 0.09 

大村鄉擺塘村 331,658.29  495-11 3.46  M+4Δ 高 0.13 

員林鎮（*3692） 337,513.12  495-9 3.53  M+4Δ 高 0.13 

員林鎮三和里 825,904.84  495-1 9.73  M+10Δ 高 0.17 

溪湖鎮河東里 226,519.41  495-23 2.12  M+3Δ 高 0.22 

員林鎮三條里 359,607.38  495-7 3.81  M+4Δ 高 0.12 

員林鎮惠來里 353,274.43  495-8 3.73  M+4Δ 高 0.06 

員林鎮萬年里 321,318.08  495-12 3.33  M+4Δ 高 0.07 

埔心鄉瓦南村 228,348.35  495-22 2.15  M+3Δ 高 0.18 

永靖鄉永興村 385,839.36  495-3 4.15  M+5Δ 高 0.23 

永靖鄉光雲村 253,998.58  495-16 2.47  M+3Δ 高 0.11 

永靖鄉東寧村 411,861.55  495-2 4.48  M+5Δ 高 0.10 

社頭鄉湳底村 237,199.59  495-19 2.26  M+3Δ 高 0.14 

社頭鄉社頭村 257,813.13  495-15 2.52  M+3Δ 高 0.08 

社頭鄉廣興村 363,076.86  495-5 3.86  M+4Δ 高 0.10 

田中鎮梅州里 245,767.20  495-17 2.37  M+3Δ 高 0.26 

二水鄉過圳村 233,118.82  495-21 2.21  M+3Δ 高 0.23 

 （*行政區代碼） 



 

4-67 
 

建立易致災地區之安全建地劃設機制與準則（第二期）                結案報告書 

第十節 小結 

今年度建立易致災地區之安全建地劃設機制與準則，首先了解災害發生時災害潛勢

相關資料可應用於災害規模預測之項目，了解全國各縣市災害風險分佈情形，接著以離

災不離村、離村不離鄉之原則，針對高風險聚落鄰近土地，進行鄰近安全建地套繪。因

此，風險分區劃設過程中，除了風險村里分佈的評比，必須導入歷史災害資料，透過災

害曾經造成衝擊之地理空間資訊，以辨識高風險聚落所在。其次，台灣地區易致災地區

地形地質錯綜複雜，同一地區有可能發生一種以上之天然災害，欲瞭解災害是否在空間

上具複合情況，透過交叉分析可比對同一村里範圍中，複合了土石流、坡地災害、易淹

水共三種災害之風險分佈情形，以提供另一面向決策之參考，亦做為優先選擇高風險聚

落之參據。 

本節將分別敘述高風險聚落評定之原則，導入歷史災害記錄比對，呈現與災例比對

後之高風險聚落，做為安全建地劃設評估作業之參據。 

一、聚落空間範圍 

聚落是由許多住戶聚居在一起構成的地理單位，也是集居因子分佈最具體的呈

現，聚落有的很大，有些聚落有許多商店或公共設施，有些卻沒有，或只有很少數

的商店、公共設施，目前對聚落範圍與條件認定尚未有一致之標準。本計畫主要在

指認出災害對居住環境的威脅，依據災情紀錄指出有家屋受到衝擊之處，並未正式

對針對聚落規模做防救災政策之效益評估。而安全建地乃日後做為原居地因受災而

不再適居之永久重建基地，因此藉由國內災後重建相關法令中有關土地補償、價購

程中對於聚落的認定，初步界定本計畫指認之聚落空間規模。 

（一）震災農村聚落重建作業規範 

1. 以鄰為最小單位且聚居達 15 戶以上，經水保局調查受災密集、嚴重、亟需

重建之農村聚落優先列入重建規劃區。 

2. 基於重建區之整體性以村、里、行政區、流域、自然地形等為範圍，由鄉

（鎮、市、區）公所提報或經水保局調查，經評選後，列為整體重建規劃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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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住民聚落重建計畫作業規範 

1. 重建計畫之辦理範圍以原住民鄉各部落為範圍，重建工作以受災密集、嚴

重、亟需重建之原住民聚落優先列入重建規劃地區。 

2. 前項所稱聚落係指以鄰為單位且聚居達 10 戶以上之自然聚落居地。 

因此，參考前述法令，安全建地劃設的對象係暴露於災害影響範圍中之聚落，

以原住民鄉 10 戶、農村地區 15 戶視為 1 聚落最小規模，即為 1 處聚落。 

二、高風險評定順序 

1. 中高風險等級以上之村里，複合三種災害類型，其中一種災害類型有災害紀錄者。 

2. 中高風險等級以上之村里，複合二種災害類型，其中一種災害類型有災害紀錄者。 

3. 中高風險等級以上之村里，有災害記錄者。 

三、高風險聚落指認 

經將易致災地區之高風險村里排序，輔以災害發生紀錄依各縣市評選 100 處受

災聚落進行安全建地劃設與田野調查(各縣市至少 3 處、全台 100 處，見圖 4-14)。

今年度執行期間適逄莫拉克風災，重災區的嘉義縣、高雄縣以及南投縣，增加受災

聚落調查處數分別為 8、10、8 處；依災害類型統計為土石流高風險聚落(45 處)最

多；坡地災害(11 處)、易淹水(29 處)；土石流坡地災害複合類型(6 處)、土石流坡地

災害淹水複合(1 處)，共分佈全台灣 92 個村里中（見圖 4-15、表 4-28）。其中台北

市信義區泰和里、六合里、台北市北投區秀山里、高雄縣杉林鄉集來村等 4 個村里，

個別有 2 處高風險聚落；而台北市目前尚未有坡地災害和土石流爆發之災例，該聚

落為市政府建議加強管理之危險區域，雲林縣高風險聚落選取方式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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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4 各縣市高風險聚落處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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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5 各縣市高風險村里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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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9 易淹水高風險村里列表 

項次 村里名稱 災害類型 項次 村里名稱 災害類型 

1 新竹縣芎林鄉永興村 土石流 47 嘉義縣竹崎鄉光華村 坡地災害 

2 新竹縣尖石鄉錦屏村 土石流 48 嘉義縣中埔鄉東興村 坡地災害 

3 新竹縣尖石鄉嘉樂村 土石流 49 嘉義縣中埔鄉石弄村 坡地災害 

4 新竹縣五峰鄉桃山村 土石流 50 新竹市東區柴橋里 坡地災害 

5 基隆市暖暖區碇內里 土石流 51 基隆市信義區孝深里 坡地災害 

6 高雄縣桃源鄉建山村 土石流 52 苗栗縣卓蘭鎮上新里 坡地災害 

7 高雄縣甲仙鄉大田村 土石流 53 苗栗縣三義鄉鯉魚潭村 坡地災害 

8 高雄縣六龜鄉中興村* 土石流 54 台北縣石碇鄉潭邊村 坡地災害 

9 高雄縣六龜鄉大津村 土石流 55 台北縣中和市華南里 坡地災害 

10 高雄縣三民鄉民權村 土石流 56 台北市信義區六合里* 坡地災害 

11 高雄縣三民鄉民族村 土石流 57 彰化縣鹿港鎮新宮里 淹水 

12 高雄縣三民鄉民生村 土石流 58 彰化縣芳苑鄉新街村 淹水 

13 高雄市鼓山區登山里 土石流 59 彰化縣芳苑鄉信義村 淹水 

14 屏東縣春日鄉力里村 土石流 60 嘉義縣鹿草鄉三角村 淹水 

15 屏東縣來義鄉義林村 土石流 61 嘉義縣東石鄉洲仔村 淹水 

16 屏東縣來義鄉望嘉村 土石流 62 嘉義縣民雄鄉金興村 淹水 

17 屏東縣來義鄉文樂村 土石流 63 嘉義縣民雄鄉大崎村 淹水 

18 南投縣鹿谷鄉內湖村 土石流 64 嘉義市東區興村里 淹水 

19 南投縣國姓鄉長豐村 土石流 65 嘉義市東區興仁里 淹水 

20 南投縣國姓鄉長流村 土石流 66 嘉義市東區荖藤里 淹水 

21 南投縣埔里鎮麒麟里* 土石流 67 新竹市香山區虎山里 淹水 

22 南投縣信義鄉神木村 土石流 68 新竹市東區新莊里 淹水 

23 南投縣水里鄉玉峰村* 土石流 69 雲林縣四湖鄉湖寮村 淹水 

24 南投縣水里鄉上安村 土石流 70 雲林縣四湖鄉鹿場村 淹水 

25 花蓮縣鳳林鎮鳳義里 土石流 71 雲林縣台西鄉牛厝村 淹水 

26 花蓮縣秀林鄉銅門村 土石流 72 基隆市七堵區實踐里 淹水 

27 花蓮縣光復鄉大興村 土石流 73 基隆市七堵區堵南里 淹水 

28 宜蘭縣員山鄉中華村 土石流 74 基隆市七堵區堵北里 淹水 

29 宜蘭縣大同鄉松羅村 土石流 75 高雄市楠梓區清豐里 淹水 

30 台南縣南化鄉關山村 土石流 76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里 淹水 

31 台南縣東山鄉南勢村 土石流 77 桃園縣桃園市忠義里 淹水 

32 台南縣白河鎮關嶺里 土石流 78 桃園縣大園鄉果林村 淹水 

33 台東縣太麻里鄉華源村 土石流 79 屏東縣林邊鄉竹林村* 淹水 

34 台東縣太麻里鄉金崙村 土石流 80 宜蘭縣壯圍鄉美福村 淹水 

35 台東縣大武鄉大鳥村 土石流 81 台南縣永康市西灣里 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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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村里名稱 災害類型 項次 村里名稱 災害類型 

36 台東縣大武鄉大竹村 土石流 82 台南縣仁德鄉太子村 淹水 

37 台北縣瑞芳鎮弓橋里 土石流 83 台南市安南區海東里 淹水 

38 台北縣金山鄉重和村 土石流 84 台南市安南區海西里 淹水 

39 台北市士林區新安里 土石流 85 台南市北區成功里 淹水 

40 台中縣東勢鎮慶福里 土石流 86 苗栗縣卓蘭鎮坪林里 坡地/土石流/淹水 

41 台中縣和平鄉達觀村 土石流 87 高雄縣杉林鄉集來村* 坡地災害/土石流 

42 台中縣和平鄉博愛村 土石流 88 桃園縣龜山鄉龍壽村 坡地災害/土石流 

43 台中縣和平鄉自由村 土石流 89 花蓮縣萬榮鄉見晴村 坡地災害/土石流 

44 台中市北屯區民德里 土石流 90 台北市信義區泰和里* 坡地災害/土石流 

45 台中市北屯區民政里 土石流 91 台北市北投區秀山里* 坡地災害/土石流 

46 嘉義縣梅山鄉太和村 坡地災害 92 台中市北屯區大坑里 坡地災害/土石流 

*：表示該村里有 2處高風險聚落。 

 
 
 
 
 
 
 



 

5-1 
 

建立易致災地區之安全建地劃設機制與準則（第二期）                結案報告書 

第五章 安全建地劃設機制與準則 

第一節 國內外災後安置議題回顧 

近年來關於天災與人口移動的議題逐漸受到國際注目，2007 年國際移民組織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Migration）預測，2010 年國際間將增加 5 千萬人因突發性

或漸趨嚴重的環境變遷影響到生計，而必須離開原居地，遷往其他地區或國家。這些因

環境變遷造成之災害影響的人們被稱作「環境難民」（Environmental refugees）、「氣候變

遷難民」（Climate change refugees）、或被直接稱呼為「難民」（Refugees，Elizabeth Ferris，

2007），故於以下統稱為「環災難民」，或簡稱「災民」。 

環災難民的問題，不僅出現在未開發國家，已開發國家亦有發生機會（Lori M. 

Hunter，2007），如美國也曾在 2005 年因卡崔娜颶風（Katrina）與麗塔（Rita）颶風的

先後侵襲，短時間內便造成了近百萬人被迫離開家園避難，數十萬名災民流離失所

（FEMA，2009；Wikipedia，2009），這些被迫遠離家園的環災難民們，其安置問題至

今仍是國際間常討論議題。 

在時程上，安置問題可以分為短期與長期，復原工作中各自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短

期安置為臨時性的安置，而長期安置的重心則在使災民回復正常的日常生活，在 FEMA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聯邦緊急災害應變管理署）與 William J. Petak

提出的災害管理概念中，復原、重建階段實質工作的重點，短期著重在復原公共設施、

維生系統，即重建基本民生支援體系；而長期則在回復至災前生活條件，使社會回復正

常運作（張雅玫，2007），一般國內外討論的重建工作，常以長期安置為復原的核心重

點。 

受到天災威脅的人們有兩種重建方式：其一是在原地重建；其二是移動至災害風險

較小地區的易地重建，但原地重建的聚落居民由於面臨著同樣的風險，若沒改善對災害

的適應力，極有可能在面臨下一次災害時再次成為災民。  

以國外的經驗來說，未開發國家與已開發國家地區內的環災難民們，在選擇遷徙與

否的傾向又有所差異。在未開發或開發中國家，如馬來西亞，只有經濟、教育條件較好

的居民，才有能力在災後遷移至別處相形安全的地區，而經濟條件差的家庭卻因為窮

困、低學識與低社會流動、與不安定的財產收入等影響，即使能遷徙，也只能移到另一

個洪水平原上（Lori M. Hunter，2007）。反觀在已開發國家中，如在美國，惟有較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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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與教育程度，即社經條件較差的家庭較可能因天然災害而遷移至另一地區，而擁有

較多資產的家庭反而會選擇在原地重建，這或許是由於對災害適應能力較佳的關係

（Morrow-Jones，1997，引用自 Lori M. Hunter，2007）。 

雖然環災難民的重建選擇，與生產方式是否以土地耕作為主、以及所面對的災害類

型有關，但綜觀而言，經濟與社會條件越好的環災難民越有主動選擇遷徙與否的能力；

而貧窮的環災難民就非如此，且經濟條件差的災民即使離開受災的原居地，也因貧困的

關係無法移動至遠離風險、更為安全的生活地點。而與之相對的是在已開發國家中，較

富裕的環災難民因本身對抗災害的適應力較佳的關係大多選擇就地重建家園。  

如美國在 2005 年一連串颶風襲擊後的復原工作中，在墨西哥灣沿岸地區形成了超

過百萬的人口遷移，但在災後一年內有 20 萬人重新回到災地重建生活，根據 FEMA 在

2009 年路易斯安那，卡崔那颶風與麗塔颶風的回復報告中提到：超過 89,000 戶因卡崔

娜與麗塔侵襲而被迫移居的災民，已建立了長期居住的處理，顯示國家防災管理系統的

完備與長期投入資源重建的經濟能力越佳，越能使災民得到安置，與提供是否必須回到

災地重建的選擇彈性。 

此外，錯誤的遷移政策可能加深原本緊張的經濟或族群衝突（Elizabeth Ferris，

2007），生計維持與區位選擇的問題終將形成下一次環境衝突的導火線。從台灣過去因

應自然災害的遷村經驗看來，貿然地將受災的聚落遷離原來的居住地，又因遠離原本的

生活模式與經濟活動，其結果也多半使遷移的居民在安頓後受到社會與經濟面的第二次

環境衝擊。因生計問題而無法接受安排的居民們，可能冒著極大的風險回到原居地，使

遷村計畫終將以失敗收場。如台灣第一次因天災遷村的銅門部落，由於居民們在新居地

沒有耕地，再加上在平地找工作不易，部分的居民只好重回山區建屋耕作（張至誠等，

2008），因此在這之後的遷村計畫與相關研究多引以為借鏡，遷村議題應包含社會與經

濟層面。 

總結安置環災難民需考慮到的問題，國際組織 ProAct Network 提供了納入永續概念

的建議：長期的解決之道在於適應並減輕環境面與社會面的問題；而且必須在短期中的

解決對策就考慮到與未來發展的永續性接軌，將目標放在減輕災民們與其所生活的易致

災地區，未來在環境面、經濟面、與社會面會遭受的衝擊上，將永續發展的精神放入對

策之中會是減低使人們流離失所之風險的關鍵（ProAct Network，2008）。 

由國內外安置環災難民所遇到的議題後整理而知：災後復興的長期安置工作旨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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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災民的日常生活，無論區位的選擇是原地重建或易地重建，災民們除了有避開災害威

脅的需求外，亦需要對災民本身的經濟條件與產業型態、以及社會結構的維持擬定重建

計畫，以協助災民重返日常生活。 

第二節 安全建地規劃要素分析 

從國內外對於移民、遷村、與重建的議題研究及實際經驗，大致可將影響重建、遷

建計畫能否圓滿的要素歸納於此六大面向的考量之中：區位、法令程序、財務、社會文

化結構、經濟產業活動、遷村意願，前三項因素直接影響了安置、遷建計畫的規劃與實

體建設是否能順利完成；而後三項因素除了代表災民們遷村與重建前後所受的社會與經

濟面影響，亦反映了重建、遷建計畫執行後，其計畫對生活型態與社會結構造成的衝擊

程度，是否能讓災民們適應新環境。將過去文獻中對災後重建經驗的回顧，與莫拉克災

後重建機制的相關法令及策略原則一併納入六大面向因素的討論，歸納出本計畫劃設安

全建地的程序中應採取的準則。 

一、區位因素 

災後重建的工作中，最令人關注的是如何使災區居民遠離災害，易致災地區中

受災聚落的長期安置計畫，無論是以原地重建或是易地遷建的方式，區位的選擇考

量上都優先避開未來可能面臨的二次災害。921 與莫拉克災後重建相關法令中，揭

示了安置用地的區位選擇應避開安全有疑慮之地區，以內政部公告「莫拉克颱風災

民安置用地變更及開發辦法」第 5 條（註 1

當安置計畫選擇易地重建，離原有生活圈越遠時（如離災又離村），所需考慮

），即針對「莫拉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

條例」第 21 條中，提出安置災民所需土地應由相關單位會勘認定土地為安全無慮，

而在本計畫將此概念納入操作程序，首要排除安全有疑慮之地區，易致災地區絕對

沒有安全之零風險土地，然而可以避開災害潛勢範圍免於二次災害，因此在本計畫

之安全性建立，第一項準則係避開災害潛勢範圍做為區位選擇的原則。 

                                                      
1莫拉克颱風災民安置用地變更及開發辦法第 5 條：本條例第 21 條第 1 項所定安全無虞之認定，應經直轄
市政府、縣（市）政府審查認定，無下列情形之一者： 
一、坡度陡峭。 
二、地質結構不良、地層破碎、活動斷層或順向坡有滑動之虞。 
三、現有礦場、廢土堆、坑道，及其周圍有危害安全之虞。 
四、河岸侵蝕或向源侵蝕有危及基地安全。 
五、有崩塌或洪患之虞。 
六、土石流潛勢溪流影響範圍。 
其他法律有禁止或限制建築之地區，經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審查認定不影響開發利用安全者，亦
得視為安全無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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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素，一定比離原有生活圈較近者（如離災不離村）來得複雜，需考慮因素從遷

住戶對於新環境之適應、與工作機會、安置的區位選擇問題，以至後續社經環境復

原有著相當大的關連性（謝志誠、蔡培慧，2006）。與國外對災後遷移研究相仿，

台灣經歷銅門部落的遷村經驗後，面對複雜的災後社會與經濟復原問題，災後重建

工作皆以不遠離原聚落作為區位選擇的重要考量。本計畫的操作程序中，聚落生活

重建的安全建地方案，在空間範圍上的評估標準將採用與當前政策思維相符的「離

災不離村」或「離村不離鄉」，對聚落重建工作給予空間範圍上的基本支持。 

二、法令與程序因素 

回顧台灣災後重建相關法令，921 的重建經驗後所設立的災害防救法中，為顧

及聚落重建工作的即時性，有別於一般的都市或非都市地區等用地變更之程序，對

聚落重建用地的變更與開發評估程序已有相當程度的簡化，以期加快聚落重建的速

度，即使程序上有所簡化，仍需要災區所在地的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會同相關單

位，對預定作為安置之用的土地評估，認定安全無慮後才能變更用地與開發。 

台灣本島地狹人稠，約三分之二土地位處山坡地及高山林地，由於地形、地貌

的特殊性與複雜性，並不適宜作為開發使用，居住坡地或高山聚落的居民長期處於

間接或直接天然災害的風險中。安全建地在於提供致災地區的重建用地，區位的要

求除提供受災戶的安置外並必須考量免除致災的居住安全性。在易致災地區周圍尋

覓安全建地，可以從避災與工程治理的方向來思考如何達到居住的安全，在法令規

定限制發展地區（如內政部營建署公告之環境敏感地區），相關法令禁止的限禁建

區域予以排除於安全建地的考量之外。 

三、財務因素 

過去國內遷村經驗中，重建區位選定之後，重建工作未必就此一帆風順，造成

重建工作延宕的最主要的因素，除了行政程序繁冗（如土地的取得、轉用與開發許

可的），加上政府融資撥款或災民貸款不順，無法解決土地取得與工程費用的財務

問題，據統計，原住民部落由於信貸與財務問題致使重建工程停擺，甚至於設施完

工後卻無法轉移產權的遷村案例占了半數以上（謝志誠等，2008）。若工程停擺，

其負面影響除了造成補助持續縮水，時間的不確定因素則會反映在原物料的價格波

動，使重建的財務負擔逐漸擴大（張雅玫，2007）。政府於災後重建的緊急應變措

施，現今已初步考慮公私地權對於重建土地取得的影響，如「莫拉克颱風災後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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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條例」第 21 條規定公有地或公營事業機構所有地得無償提供土地使用權予評

估選定後的安置用地，因此本計畫評估安全建地時，程序上將導入公有地分佈資料

庫，提供做為決策方案，可優先考量公有土地或產權集中之私有地，有助於提高土

地取得與財務可行性。 

四、社會與文化結構 

莫拉克風災後，政府首度將強制遷居、遷村政策列入重建特別條例之中，而原

住民關切之議題包含如何維持生活與祖靈地之聯繫、遷村規模能否維持原聚落的社

會型態等。過去經驗中常見問題如遷村使得原鄉聚落文化無法延續，使得原民對於

遷村政策的不信任，尊重聚落社會與文化傳承等議題不斷白熱化，引發後續諸多討

論，是遷村未果的重大因素之一。以 921 災後的原住民聚落遷村經驗來看，若與原

有生活圈相鄰不遠，部落易於維持生活型態，而莫拉克重建綱要計畫中，重建原則

亦與社會復原相關：「重建工作以社區需求為主，並增加在地就業機會，讓社區在

文化脈絡、自然環境永續發展，全面關照居住、生活、就學、就業、產業及文化傳

承等需求」，因此在重建區位選擇考慮與原聚落文化與社會結構的維繫，有助於提

高對新環境適應能力。 

安全建地與社會文化結構的聯繫，本計畫透過「離災不離村，離村不離鄉」之

區位選擇原則，以不遠離聚落社會、生活中心之可及性分析，期以維繫原聚落之社

會網絡關係。 

五、經濟與產業活動 

受災聚落能否從災害的打擊中重新站起，經濟與產業的復原情形是關鍵因素之

一，綜觀國內外對災變管理文獻，災害發生前後居民的就業率、所得以及產業產值

統計常為評估經濟回復力的重要指標（楊靜怡，2009）。 

在易致災地區中，居民的生產方式多以農業為主，其賴以維生的土地財產在易

致災地區內，一旦離開耕作的土地，即頓失經濟來源，此為全球易致災地區之聚落

難以遷村之課題之一。國外案例中發現，遭水災侵襲之環災難民大量遷入城市後，

只能尋求打零工的機會，多半落得失業陷入更加貧苦的下場 （Elizabeth Ferris，

2007），居民生計與財產大多與原聚落土地關係密切，台灣於莫拉克重建策略中亦

揭示了「生計延續」的遷村原則，因此安全建地與經濟產業活動的聯繫，區位上應

保持與原聚落周邊產業用地便捷性，以利生活與產業之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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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居民意識與意願 

災後的重建過程中，無論是原地重建或易地重建，聚落居民意願的整合是決策

過程中的必要程序，居民依實際受災的損失輕重與經濟能力，往往呈現反對與支持

的兩種態度，以 921 受災最嚴重的聚落－南投縣瑞岩部落為例，第一次重建委員會

議上，贊成遷村者的理由有二，一為考量部落長遠發展，希望遷村至較廣之腹地，

二為受災戶心有餘悸希望遠離災害，但持反對意見者仍占與會人數 40%，其認為住

宅沒有損傷，無力借貸且無意遷村以增加負擔，最後為了聚落長遠的發展，居民意

見整合的結論是同意遷村（王俊棟，2004）。 

易致災地區內居民們普遍希望避開二次災害，然而囿限於經濟能力，並憂心文

化與生活形態將受到永久的改變，因而對遷村策略有所顧忌。因此，易致災地區的

重建工作既需要來自外部的援助，更要瞭解災民何以為依，莫拉克風災後經建會提

出的區域重建綱要計畫之家園重建原則與策略中提及：「以安全為家園重建第一優

先考量、重建工作以社區需求為主並增加在地就業機會、與原住民遷居地保存既有

文化內涵及生活習性」，在在 強調以原民聚落為出發點，顧及經濟與文化面的復原，

提升居民遷村重建的意願。 

七、小結 

總結以上分析，安全建地區位選擇要點在於「危地不居」之居住選擇思維，現

行法令可行下，以不遠離原聚落生活與產業，提供區位選定的機制，為聚落的永續

發展提供安全、避災的土地。 

第三節 安全建地劃設準則 

安全建地區位選擇與重建工作各面向息息相關，本節透過整合法令程序、財務、產

業經濟、社會與文化、與意願等因素時，指出各面向與相對應之區位選擇原則。 

一、法令程序與區位 

無論以原地重建或是易地遷建，依災害防救法與災後特別重建條例，重建基地

區位禁限建範圍包含：重要水庫集水區、生態保育地區等區域計畫限制發展地區；

而莫拉克災後重建原則與策略揭示，應避開國家公園管制區與海岸保護區等區域計

畫環境敏感地；一般性開發主要為建築技術規則之坡度陡峭地區、與斷層通過地區

之禁建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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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顧及避災與法令之可行性，安全建地的區位劃設應避開上述禁限建地區。 

二、財務與區位 

聚落重建用地取得對重建財務有重大的影響，若因土地的議價過程無法取得共

識或土地地權無法取得而造成重建工作延宕，形同對災區居民的生活造成二次傷

害。莫拉克災後政府始無償撥用國有土地予受災聚落重建，減省土地所有權轉移之

時程與降低財務風險，安全建地區位選擇可導入國有土地或公營事業用地篩選，以

降低土地取得阻力。 

三、經濟、產業活動、社會文化結構及遷村意願與區位 

如何兼顧災民經濟能力，並能維持社會文化結構，是災民安置課題之一。研究

發現，重建地點與原有的生活環境越遠，則社會文化的復原越困難，重建區位與既

有產業、社會文化的聯繫密不可分，對以務農為生的災民為例，遠離原有耕地將導

致產業型態改變，對災民經濟來源造成衝擊，因此安全建地區位選擇為考量長期之

社經復原，可透過重建區位與原居地之可及性分析，由較簡易操作指標，與各面向

維持一定之關係，期減少家園重建之阻力。 

第四節 安全建地劃設流程步驟 

一、安全建地劃設流程 

安全建地的劃設分為三大步驟，先行排除不適發展地區，評選出相對安全的土

地以進行可及性分析，最後套疊航遙測影像判識地形地貌條件，透過安全建地之劃

設準則評選出相對安全之土地區位方案。 

（一）排除不適發展地區 

1. 災害潛勢地區：包括本計畫劃設之易致災地區、河川行水區、裸露崩塌

地，此區域屬災害高度發生之範圍，建議此區應全面禁止開發建設。 

2. 區域計畫限制發展區與環境敏感地：由於大環境基礎條件不佳，有國土

保育保安疑慮之地區，排除區域計畫中之限制發展區與環境敏感地。 

3. 建築技術相關禁止開發規定：排除建築技術規則禁建範圍如坡度陡峭與

活動斷層帶兩側不可開發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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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 不適發展區評估項目 

不適發展區評估項目 不可開發評估因子 劃設準則 

規劃

階段  

避災  災害潛勢地區  

土石流易致災地區  Buffer300 公尺環域為劃設範圍  

坡地災害易致災地區  直接劃設  

易淹水易致災地區  直接劃設  

河川行水區  
Buffer 兩側 300 公尺環域為劃設範

圍  

裸露崩塌地  直接劃設  

國土保育

保安  
環境敏感地  

生態敏感地 

直接劃設  

文化景觀敏感地 

地表水源維護地 

山坡地地質災害 

海岸生態保護區 

自然景觀敏感地 

優良農田  

用地合法  
區域計畫限制

發展地區   

1. 重要水庫集水區 

直接劃設  

2. 生態保育地區，包含： 

(1)自然保留區 

(2)沿海自然保護區 

(3)野生動物保護區 

(4)國家公園管制區 

(5)經其他法定計畫劃設之保護區 

3. 山坡地加強保育地區 

4. 森林區 

5. 活動斷層 

6. 古蹟遺址 

7. 其他依法劃定應予禁止開發或

建築之地區  

開發

設計

階段  

開發合法 
建管規則限制

不得開發地區 

坡度陡峭地區  劃設坵塊圖上其平均坡度超過 30%  

活動斷層通過地區  Buffer 兩側 50 公尺環域為劃設範圍  

透過上述步驟程序剔除不適發展地區建立相對安全性與符合法令程序，後續進

行可用土地之可及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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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可及性分析 

排除不適發展地區後之可用土地，以四種不同指標與各個可用土地之距

離，建立其與原聚落居住地、與原聚落產業用地、原聚落公共設施用地、與

原聚落交通網絡，以「離災不離村，離村不離鄉」的區位選擇原則，做為與

社會文化結構、產業與經濟面向聯繫之指標。  

表 5- 2 可及性評估項目 

區位 土地使用需求 土地潛能 評估項目 開發評估因子 劃設準則 

選擇 

生活重建 較近區位 與原集居地之距離 與原聚落之可及性 
套疊分析 

（可及性運算） 

產業重建 較近區位 與原生產基地之距離 與原產業基地之可及性 
套疊分析 

（可及性運算） 

交通連結 較近區位 與交通網絡之距離 與交通網絡之可及性 
套疊分析 

（可及性運算） 

公共設施服務 較近區位 減少公共設施與區位便捷 與公共設施之可及性 
套疊分析 

（可及性運算） 

（三）疊圖分析 

為進一步強化安全性，經可及性分析後可用土地進行地形地貌判識，與

高度圖、航遙測像套疊於 3D 平台以視覺判別，排除河階低地、坡度陡峭與

已受災地區域等；其次，套疊並提供公有地分佈之資訊。 

表 5- 3 地形地貌評估項目 

不適發展區評估項目 不可開發評估因子 劃設準則 

開發

設計

階段 

現況適

宜性 

地形地貌條件 

 

高度圖 套疊分析 

坡度陡峭地區  套疊分析  

表 5- 4 土地權屬評估項目 

土地使用需求 土地潛能 評估項目 開發評估因子 劃設準則 

區位

選擇 

取得土地時程

與成本  
土地權屬  

公有地  
國有、縣市有、鄉鎮市有  套疊分析  

軍事用地(廢棄營區)  套疊分析  

公營事業用地（台糖地）  公營事業用地（台糖地）  套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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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1 安全建地劃設流程圖 

二、可供聚落發展地區篩選作業 

排除不適當地區程序之前，先設定可供聚落發展土地之範圍，篩選尚無建築

開發、佔用的土地區位，本計畫利用國土利用現況調查結果作為安全建地的可用

土地資源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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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農業使用土地：由於聚落產業以農業為主時，往往耕作的農地離原聚落不遠，故

將農業使用土地納入考量，但需避開較為低窪的水產養殖用地，因此選用農作、

畜牧、農業附屬設施等三種用地。 

2.森林使用土地：僅篩選森林用地中較無佔用之人工林地，排除棄土場有與珍貴的

天然林地資源。 

3.其他使用土地：納入未被佔用的空置地、閒置的軍事用地、未開發的草生地與灌

木荒地。 

表 5- 5 可供聚落發展地區評估項目 

 
土地使用需求 土地潛能 評估項目 開發評估因子 劃設準則 

區位

選擇 

長期土地使用

之相容性  

可用土地  

(無地上物)  

農業使用土地  農業使用土地  直接劃設  

森林使用土地  人工林  直接劃設  

其他使用土地  

草生地 

灌木荒地 

空置地  

直接劃設  

取得土地時程

與成本  
土地權屬  

公有地  
國有、縣市有、鄉鎮市有  套疊分析  

軍事用地(廢棄營區)  套疊分析  

公營事業用地（台糖地）  公營事業用地（台糖地）  套疊分析  

本項圖資以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所載上述之用地類別，作為易致災地區周邊安

全建地之土地資源依據，其土地使用分類及代碼如表 5-6。 

表 5- 6 可供聚落發展土地使用類別表 

第一級分類 代碼 第二級分類 代碼 第三級分類 代碼 

農業使用土地 01 

農作 

0101 

稻作 010101 

旱作 010102 

果樹 010103 

廢耕地 010104 

畜牧 
0103 

畜禽舍 010201 

牧場 010202 

農業附帶設施 

0104 

溫室 010301 

倉儲設施 010302 

農業品展售場 010303 

其他設施 010304 

森林使用土地 02 人工林 
0202 

人工針葉樹純林 020201 

人工闊葉樹純林 02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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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級分類 代碼 第二級分類 代碼 第三級分類 代碼 

人工竹林 020203 

人工竹針闊葉混合林 020204 

其他使用土地 09 

軍事用地 0901 軍事用地 090100 

草生地 0903 草生地 090300 

灌木荒地 0905 灌木荒地 090500 

空置地 0908 未使用地 090801 

此階段篩選出之可供聚落發展地區並非安全建地，需進一步排除各種災害潛

勢與相關法令禁建區域，以提供相對安全性。 

三、排除不適發展地區 

基於避災、用地合法、與國土保育等原則，不適發展地區包含災害潛勢地區、

區域計畫限制發展地區、建管規則限制不得開發地區、與環境敏感地區等，應自可

供聚落發展地區中排除，以下就應排除項目與流程詳細說明。 

（一）災害潛勢區  

為避免重建後的聚落再次受到可預期的災害侵襲，因此應避開易致災地

區與其他災害潛勢範圍，以下分述災害類別與排除準則： 

1. 土石流危害地區：以本計畫繪製之土石流危害度地圖為劃設範圍，其由

內政部農委會水土保持局提供之「土石流潛勢溪流圖」與「土石流沖積

範圍圖」合併並擴大 300 公尺影響範圍，為土石流發生時之危害影響區。 

2. 坡地危害地區：以本計畫繪製之坡地災害危害度地圖為劃設範圍。 

3. 易淹水危害地區：以本計畫繪製之易淹水危害度地圖為劃設範圍。 

4. 河川行水區：以過去受災經驗來看，河川行水區內易受溪水暴漲而淹沒，

山區亦有機會受到挾帶土石之洪水侵襲，因此河川行水區週遭是災害波

及之範圍，本研究依河川流域圖兩側擴大 300 公尺為影響範圍，視同為

災害潛勢地區。 

5. 裸露崩塌地：裸露地中的崩塌地因遇災變時容易滑動、崩塌，應從可供

聚落發展地區中先行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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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2 災害潛勢區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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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資名稱 圖資資料 

易
致
災
危
害
地
區 

土石流危害

度地圖 

圖資來源 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本計畫繪製 

檔案名稱 土石流危害度地圖 座標系統 TWD97 

檔案格式 Shape file 圖資精度 1/5,000 

更新年度 2009 年 空間範圍 台灣地區 

坡地災害危

害度地圖 

圖資來源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本計畫繪製 

檔案名稱 坡地災害危害度地圖 座標系統 TWD97 

檔案格式 Shape file 圖資精度 1/25,000 

更新年度 2008 年 空間範圍 台灣地區 

易淹水危害

度地圖 

圖資來源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本計畫繪製 

檔案名稱 易淹水危害度地圖 座標系統 TWD97 

檔案格式 Shape file 圖資精度 200M×200M 

更新年度 2008 年 空間範圍 台灣地區 

其
他
災
害
潛
勢 

裸露崩塌地

分佈圖 

主管機關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檔案名稱 崩塌地 座標系統 TWD97 

檔案格式 Shape file 圖資精度 10M×10M、 

20M×20M 

更新年度 2005-2009 年 空間範圍 台灣地區 

河川區域 300

公尺內範圍

圖 

圖資來源 內政部營建署／本計畫繪製 

檔案名稱 河川區域線_300.shp 座標系統 TWD67 

檔案格式 Shape file 圖資精度 1/5,000 

更新年度 2004 年 空間範圍 台灣地區 

（二）區域計畫限制發展地區  

台灣的國土規劃發展逐步地朝向生態保育理念的實踐，區域計畫中將全

國各計畫區劃分為限制發展地區與可發展地區，其中限制發展地區以資源保

護為原則，依法明定不得任意從事除了由中央核准之必要公共設施以外的一

切開發行為包含： 

1. 重要水庫集水區 

2. 生態保育地區：（1）自然保留區、（2）沿海自然保護區、（3）野生動物保

護區、（4）國家公園管制區、（5）經其他法定計畫劃設之保護區 

3. 山坡地加強保育地區 

4. 森林區 

5. 活動斷層 

6. 古蹟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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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他依法劃定應予禁止開發或建築之地區。 

以上限制發展地區為維護公共利益或國土保育等因素，於現行區域計畫中規

範不可從事開發行為，不建議貿然變更或開發，應自可供聚落發展地區中排除。

本項圖資來源為內政部營建署區域計畫地理資訊查詢系統之區域計畫北部區域

與南部區域－土地使用發展限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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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3 區域計畫限制發展區分佈圖 

圖資名稱 圖資資料 

主管機關 

土地使用發

展限制圖 

內政部營建署 

檔案名稱 座標系統 土地使用發展限制圖 TWD67* 

檔案格式 圖資精度 Shape file 1/250,000 

更新年度 空間範圍 1996 北部區域、南部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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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建管規定禁限建地區 

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中對山坡地建築之規範，於第 13 章第

1 節山坡地基地不得開發建築認定基準中，對山坡地坡度過於陡峭及活動斷

層通過地區禁限建之地區，應自可供聚落發展地區中排除。 

1. 坡度陡峭地區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262 條規定：「所開發地區之原始地

形應依坵塊圖上之平均坡度之分佈狀態，區劃成若干均質區。在坵塊圖上

其平均坡度超過 30%者不得開發。」 

本項圖資來源為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提供之坡度圖，經分級處

理後坡度大於 30%的區域予以排除。 

2. 活動斷層通過地區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262 條規定，依歷史上最大地震規模

劃定活動斷層通過之不得開發範圍，本項圖資來源以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

展分署提供之活動斷層圖，擴大兩側 50 公尺範圍並予以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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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4 全台建管規則禁止開發區分佈圖 

圖資名稱 圖資資料 

坡度圖 

主管機關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檔案名稱 SLOPE_40.rrd 座標系統 TWD67 

檔案格式 Grid 圖資精度 40M ×40M 

更新年度 2004 空間範圍 台灣地區 

活動斷層圖 

主管機關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檔案名稱 活動斷層.shp 座標系統 TWD67 

檔案格式 Shape file 圖資精度 1/50,000 

更新年度 2002 空間範圍 台灣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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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環境敏感地 

由於台灣地區環境敏感地劃設與土地適宜性分析劃設準則2

1. 生態敏感地：建議禁限建之生態敏感地有：保安林地、自然保留區、國有

林保護區、沿海保護區、國家公園生態保護區以及溼地。 

與敏感地種

類不盡相同，本計畫回顧各技術報告之劃設成果與建議，排除不適合作為住

宅開發之敏感地： 

2. 文化景觀敏感地：建議禁限建之文化景觀敏感地有：古蹟、風景特定區、

自然生態保護區、國家公園、一般景觀區、與特別景觀區。  

3. 地表水源維護地：地表水源維護地依地質排水特性與水文位置，分為潛在

入滲率一級、潛在入滲率二級、潛在入滲率三級、水質水量保護區、及重

要水庫集水區五種級別，其中以水質水量保護區幅員最圍廣闊，規定不得

從事汙染行為，而重要水庫集水區規定為禁建限，故應予以排除該項目。 

4. 山坡地地質災害：建議禁限建之山坡地地質災害敏感地有：潛在災害次嚴

重地區與潛在災害嚴重地區。 

5. 海岸生態保護區：建議全數排除海岸生態保護區。 

6. 自然景觀敏感地：建議禁限建之自然景觀敏感地有：陡坡（坡度 45 度以

上）、林地（原生林）、與河谷（地表水文之河谷）。 

7. 優良農田：農田敏感地依土壤性質與坡度關係分為次優良旱田、次優良水

田、優良旱田、及優良水田，其中優良旱田、優良水田兩者因極度適合作

為農業開發使用，本計畫將該二項敏感地予以排除。 

本項圖資來源為內政部營建署「區域計畫地理資訊查詢系統」，上述各

項敏感地自可供聚落發展地區中排除。  

                                                      
2相關劃設準則敬請參見： 

1.台灣地區環境敏感地劃設與土地使用適宜性分析-北部區域、南部區域技術報告2 

2.台灣地區環境敏感地劃設與土地使用適宜性分析-中部區域技術報告 

3.台灣地區環境敏感地劃設與土地使用適宜性分析-東部區域技術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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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5 環境敏感地分佈圖 

圖資名稱 圖資資料 

北部區域計

畫環境敏感

地圖 

資料來源 內政部營建署區域計畫地理資訊查詢系統 

檔案名稱 環境敏感地圖 座標系統 TWD67 

檔案格式 Shape file 圖資精度 1/10,000 

更新年度 2000 空間範圍 北部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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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區域計

畫環境敏感

地圖 

資料來源 內政部營建署區域計畫地理資訊查詢系統 

檔案名稱 環境敏感地 座標系統 TWD67 

檔案格式 Shape file 圖資精度 1/10,000 

更新年度 2000 空間範圍 中部區域 

南部區域計

畫環境敏感

地圖 

資料來源 內政部營建署區域計畫地理資訊查詢系統 

檔案名稱 環境敏感地 座標系統 TWD67 

檔案格式 Shape file 圖資精度 1/10,000 

更新年度 2000 空間範圍 南部區域 

備註：東部區域計畫環境敏感地圖因未劃設完成而缺乏該地區圖資。 

經排除不適發展區（災害潛勢區、區域計畫限制發展區、建管規則不得開發區、環

境敏感地），可得相對安全之可用土地，透過實際操作成果發現，普遍在各易致災地區

中不適發展區土地面積範圍廣泛，餘留下之可用土地相對稀少。以小林村與大田村所在

的甲仙鄉為例，全鄉面積約為 12,079.96 公頃，排除不適發展區域約 9,963.08 公頃（占

了全鄉土地的 82.48%），可用土地僅餘 359.46 公頃（占全鄉土地的 2.98%），在易致災

地區中，尋覓相對安全的建地可謂相當艱鉅，而本計畫在透過程序準則與試行操作，期

在災害發生之際即有迅速掌握易致災地區安全建地的一套方法。 

四、可及性分析 

前項步驟篩選出之可用土地分佈在聚落的周遭，建立區位的安全性後，可進一

步從經濟與社會重建的角度，衡量如何維繫聚落之社經網絡，災後復原工作中，無

論是產業、交通、公共設施，皆以離原聚落為愈近為較佳。因此本計畫透過可及性

連結，計算可用土地與各項評估指標的距離（與原聚落、與產業用地、與交通用地、

與公共設施用地），計算歐基里德平均距離，距離愈近者為宜。 

（一）空間範圍選定：進行可及性分析前，首先應界定分析之空間範圍，易致災地

區的村里多座落在山坡地區，研究發現若以「離災不離村」的區位選擇，在

同村里內之可用土地將相當有限，甚至不存在。因此，本計畫折衷以「離災

不離村，離村不離鄉」的區位選擇概念，以同一鄉鎮市區範圍內之可用土地，

對高風險聚落作可及性分析。 

（二）可及性指標：本計畫利用國土利用現況調查之資料，分別篩選代表該項指標

的土地使用，可及性指標所包含之土地使用類別如下表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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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7 可及性指標與土地使用類別表 

第一級分類 代號 第二級分類 代號 第三級分類 代號 

聚落 05 住宅 0502 

純住宅 050201 

兼工商業使用住宅 050202 

兼商業使用住宅 050203 

兼其他使用住宅 050204 

產業 

01 

農作 0101 
稻作、旱作、 

果樹、廢耕地 

010101、010102、 

010103、010104 

水產養殖 0102 水產養殖 010200 

畜牧 0103 畜禽舍、牧場 010301、010302 

農業附帶設施 0104 
溫室、倉儲設施、 

農業品展售場、其他設施 

010401、010402、 

010403、010404 

05 
商業 0501 零售批發、服務業 050101、050102 

工業 0503 製造業、倉儲 050301、050302 

08 

礦業 0801 礦場、礦業相關設施 080101、080102 

土石 0802 土石採取場、土石相關設施 080201、080202 

鹽業 0803 鹽田、鹽業相關設施 080301、080302 

交通 03 

鐵路 0302 
一般鐵路、高速鐵路、 

鐵路相關設施 

030201、030202、 

030203 

道路 
0303 

國道、省道快速道路、 

一般道路、道路相關設施 

030301、030302、 

030303、030304 

港口 
0304 

商港、漁港、 

專用港、其他港口相關設施 

030401、030402、 

030403、030404 

公共設施 06 

政府機關 0601 政府機關 060100 

學校 0602 

幼稚園 060201 

小學 060202 

中學 060203 

大專院校 060204 

特種學校 060205 

醫療保健 0603 醫療保健 060300 

社會福利設施 0604 社會福利設施 060400 

公用設備 0605 

氣象  060501 

電力  060502 

瓦斯  060503 

自來水  060504 

加油站 060505 

環保設施 0606 環保設施 06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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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可及性運算：將可用土地以40M×40M之精度網格化為土地最小單元，分

別對原聚落、產業、交通及公共設施指標用地，以中心點座標計算歐基

里德距離，作為可及性指標（詳圖5-6－圖5-9，以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

為例）。可用土地距離該項指標愈遠，以產業為例，與產業用地距離越

遠、可及性愈低，居民返回原耕地需要越高的移動時間與成本，可能造

成生活與經濟復原上的不便，因此可用土地的各項可及性越高，生活與

社經網絡復原之難度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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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6 聚落可及性指標 圖 5- 7 產業可及性指標 

  
圖 5- 8 交通可及性指標 圖 5- 9 公共設施可及性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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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疊圖分析 

完成可及性分析之可用土地，套疊航遙測影像及數值高程圖做地形地貌比對，操作程

序步驟分為平面圖資套疊、立體圖形轉換、與選定安全建地區位方案三個步驟，依序說明

如下： 

（一）平面圖資套疊 

輔以歷史災例指認該高風險聚落範圍及受災區位，其次套疊航遙測影像判

識、並且避開災原，最後套疊公有地籍資訊，選取 3-5 個安全建地區位方案。 

1. 確認高風險聚落區位 

確認災害聚落的位置及面積範圍，以小林村為例（圖 5-10），其受災聚落之

位置位於土石流潛勢範圍內，其次將小林村的可用土地與航遙測影像套疊。 

 

  
圖 5- 10 小林村聚落位置示意圖 

 
圖 5- 11 小林村聚落與土石流危害地圖疊合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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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避開易致災地區 

將可用土地與易致災地區之土石流、坡地災害、易淹水災害危害度地圖套疊

比對檢視，可用土地應避免與易致災地區毗鄰。 

   
土石流災害 坡地災害 易淹水災害 

圖 5- 14 災害範圍圖 

  
圖 5- 12 正射影像套疊圖 圖 5- 13 衛星影像套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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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套疊公有地籍 

導入公有地分佈圖，作為安全建地區位替選方案決策資訊。 

  
圖 5- 15 甲仙鄉國土利用調查成果圖 圖 5- 16 甲仙鄉周邊公有地分佈圖 

 

（二）立體圖形轉換 

將前項可用土地轉置於 Google Earth 平台（三維）以呈現地形地貌（如圖

5-17），並篩選 3-5 處安全建地區位方案，篩選時應注意避開下列地區（如圖 5-19

與 5-20）： 

1. 山坡地坡度不平緩，有峭壁與陡坡處。 

2. 河道轉彎攻擊岸侵蝕區，水流力量容易使住戶下方的河道護岸受損並且掏空房屋

基礎。 

3. 河道狹窄，豪雨時河水可能溢流處。 

4. 山谷出口，附近容易發生洪水及土石流災害處。 

5. 懸崖及陡坡下，容易受崩塌及落石危害處。 

6. 河彎外側易受侵蝕之河階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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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21 安全建地示意圖 圖 5- 22 聚落與安全建地地形地貌示意圖 

 

 

  
圖 5- 17 Google 平台中可用土地分佈圖（3D） 圖 5- 18 Google 平台中用土地分佈圖（2D） 

  
圖 5- 19 Google 平台中展示安全建地區位方案示意圖 圖 5- 20 Google 平台中展示地形及地貌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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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全建地區位方案資訊綜合整理 

綜整安全建地各區位方案含可及性、面積、土地使用現況、公有土地所有權

與地價資料等資料（表 5-3），並輔以地圖資訊說明交通動線，初步比較不同方案

間之優缺點（如表 5-5）。 

  
圖 5- 23 安全建地與公有地分佈圖 圖 5- 24 選定區位連結公有地資料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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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8 安全建地區位方案綜理表 

候選地 區位資料 可及性 土地利用現況 公私別 
航遙測影像

分析 

小林 001 

X 212680 指標 
Min 

（公尺） 
Max 

（公尺） 

使用 

代碼 

使用

別 
面積 比例

（%） 
權屬 面積 

（平方公尺） 

比例 
（%） 

所在區位於

原小林村南

側、旗山溪

（舊楠梓仙

溪）之東

側，於台 21

線旁，區內

有零星住

戶。 

Y 2560760 
原聚落

（SA） 
1,007 1,173 010102 旱作 152,000 70% 公 21,649.66 10% 

村里

名 
小林村 

產業

（IA） 
1,923 2,090 010103 果樹 59,200 27% 私 194,350.34 90% 

地方

名 
五里埔 

交通

（TA） 
2,792 3,391 010104 

廢耕

地 
3,200 1% 台糖 0.00 0% 

- - 

公共設

施

（PA） 

715 1,583 090801 
未使 

用地 
1,600. 1% - - - 

- - - - - 小計 - 216,000 100% 小計 216,000.00 100% 

小林 001 

公有土地 

土地價值 地目別 使用分區別 使用用地別 

計算別 
（平圴） 

元 
（平方公尺） 

地目 

代碼 
地目 面積 

（平方公尺） 
比例
（%） 

分區 面積 
（平方公尺） 

比例
（%） 

分區 面積 
（平方公尺） 

比例 
（%） 

公告現值 225 A 建 321.85 1% 

山坡

地保

育區 

21,649.66 100% 

丙種

建築

用地 

321.85 1% 

公告地價 48 B 田 9,194.24 42% - - - 
林業 

用地 
2,126.57 10% 

- - C 旱 10,007.00 46% - - - 
農牧 

用地 
19,201.24 89% 

- - J 林 2,126.57 10% - - - - - - 

- - 小計 - 21,649.66 100% 小計 21,649.66 100% 小計 21,649.66 100% 

 

表 5- 9 安全建地區位方案可及性分析表 

區位 小林001 結論 
原聚落（SA） 1,007公尺 區位與原聚落、產業及公共設施的距離僅有1～2公里的距離，則

交通部分因計算小林村所有道路之可及性，其全村之產業道路較
為迂迴，所以可及性之數據評估則為2.8公里，可依實際路況來補
充距離之資訊。 

產業（IA） 1,923公尺 
交通（TA） 2,792公尺 

公共設施（PA） 715公尺 

 
表 5- 10 安全建地區位方案評估表 

安全建地方案評估 說明 

優點 

1.地勢平坦集中。 

2.緊鄰台21線，交通便利及距離原聚落僅有1公里。 

3.區位鄰近原聚落，社會型態及文化風俗較為接近。 

缺點 
1.可用面積較小，僅可提供居住土地，公共使用土地則需另外選址。 

2. 私人土地佔總面積 90％，土地取得難度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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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田野調查計畫 

第一節 前言 

本計畫利用國內之研究成果及相關資料庫，建置可評估易致災地區與劃設安全建地

之指標體系，然而所應用的圖資以及風險評估的結果，會因各種資料不確定性因素使劃

設成果與現地情況有所異同，以下分述各種不確定性問題。 

一、時間及空間不確定性 

「災害為動態的，而非靜態的」，國內相關研究成果之圖資（如土石流潛勢圖

資、坡地災害潛勢圖及國土利用調查圖），其成果為某一特定時間點之資訊，故可

能會因自然環境變遷（例如全球氣候環境變遷）或社經產業轉換（例如都市蔓延、

土地使用變遷）等大環境因素之影響下，造成部分資料與現地情況有所差異，包括

災害發生位置、發生時間、影響範圍或受災情況等，另外多數資料尚未有即時更新

和維護的機制。 

二、圖資比例尺之不確定性 

在本計畫進行土地適宜性分析、可及性評估及地面層初步判識，進而產生安全

建地區位方案，該圖資比例尺因災害類型、空間範圍、規劃時程之不同而有極大的

差異性存在，包括精度以及具實質空間意義的單元大小不同。 

三、主客觀不確定性 

主客觀不確定性為分析結果與當地意見有出入如：經風險評估後所得到之高災

害地區與安全建地區位方案，與當地居民生活之經驗及主觀的意願可能有落差。 

綜合前述之考量，在易致災地區之劃設和風險地圖的製作上，受限於圖資與其

精度等問題，僅作規劃參考，並以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劃設者為準，且相關機

關在實務應用上，如對界線有爭議時，應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進行釐清，或進一

步補充調查相關資料後，依據相關規定及程序辦理。本計畫目標為在相關地理資訊

基礎圖資建置的支援下，建立劃設具全國一致性的易致災地區風險地圖與安全建地

之評估標準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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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計畫目的及流程 

一、調查計畫目的與構想 

根據上述觀點，本調查計畫之目的為針對特定調查地點，透過田野調查取得即

時資料，以排除安全建地評估機制與準則階段中之各種不確定性，因此，高風險

聚落之田野調查將作為安全建地評估機制與準則的驗證程序，本計畫擬訂以下田

野調查工作項目： 

1. 災害型態調查 

2. 地方意見訪談 

3. 脆弱度現況調查 

4. 安全建地調查 

5. 聚落現況記錄 

上述調查工作項目、作業重點與原則將於後續節次詳加說明，田野調查成果100

處田野調查成果詳見別冊－「現調成果報告書」。 

二、調查作業流程 

田野調查作業流程如下圖6-1所示，各階段作業規範將分述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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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1 調查作業流程圖 

 
 

基本圖資疊合 

1. 國土利用調查圖 

2. 災害地圖、風險地圖 

（土石流、坡地災害、易淹水） 

3. 縣市鄉鎮行政界 

4. 道路圖 

背景資料、輔助資訊蒐集 

1. 現勘地點環境人文資料 

2. 土石流防救災資訊網 

3. Google Earth 衛星影像圖 

4. 地形圖 

5. 各縣市政府災害點位資訊 

調查範圍選定 

取得安全建地區位

方案範圍圖 

風險聚落調查基本圖製作 

現地調查 

1. 災害型態調查 

2. 脆弱度現況調查 

3. 安全建地調查 

4. 地方意見訪談 

5. 聚落現況紀錄 

現勘報告製作 

聚落調查結果建檔 

1. 聚落社經環境二手資料彙整 

2. 現勘結果整理 

（1）訪談資訊說明 

（2）脆弱度資訊整理 

（3）災害型態、災例描述 

（4）儲備土地現況 

調查成果數位化 

前

置

作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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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

調

查 

調

查

成

果

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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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田野調查規範 

一、現地調查前置作業 

承續風險地圖、安全建地區位方案劃設後，進行現地勘查以補充修正因資料於

時間、尺度之不確定性；調查工作以風險地圖與高風險聚落比對成果選定調查聚

落，並依據國內現有的災害情報資訊（如土石流防救災資訊網），取得相關單位之

災害報告做為定位參考；而考量災害特性不同且聚落型態相異等條件，首先需進行

劃定調查範圍，以下依不同災害高風險聚落說明劃定調查程序和原則。 

 
 
 
 
 
 
 
 
 
 
 
 
 
 
 
 
 
 
 
 

圖 6- 2 調查範圍劃定流程 

 
 
 
 

 

 

 

 

 

村里界圖 

災害潛勢圖 

國土利用調查 

道路圖 

 

衛星影像圖 

輔

助

判

識

其他參考圖 

各縣市風險聚落村里定位 

風險聚落選定 

災例資訊蒐集 

災害發生地點定位 

產生外業調查參考圖 

聚落與災潛交集程度判別 

劃定調查範圍 

圖資疊合 

 

調查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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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土石流高風險聚落 

土石流高風險聚落調查範圍主要以潛勢溪流與沖積扇合併後之 300 公

尺環域，主要針對範圍內聚落建物、農牧用地等，其代表脆弱度較密集之處，

因此並非將土石流潛勢溪流全部範圍納入調查，以下以屏東縣來義鄉義林村

為例，說明土石流高風險聚落調查前置作業程序。 

1. 取得災害點位資訊 

屏東縣來義鄉義林村在本計畫風險評估中為高風險村里，並於莫拉克

風災中受創，土石流災害情報可於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土石流防救災

資訊網取得。依災情報告，該村於莫拉克風災時，土石流潛勢溪編號屏縣

DF026 爆發造成災害。 

 

 

 

 

 

 

 

 

圖 6- 3 災情報告1（左）  土石流災害定位示意圖（右） 

2. 調查聚落定位 

參考 Google Earth 衛星影像圖，匯入土石流潛勢溪流點位，定位出屏

縣 DF026，於 GIS 平台中，依據土石流潛勢溪流和災情報告定位至該聚落，

將土石流潛勢範圍圖、國土利用調查圖、村里界圖和交通路網圖進行疊合。  

3. 調查範圍劃定 

本計畫在劃設在風險地圖之最小空間單元為村里界線，因此必須藉由

國土利用調查圖和衛星影像圖，以該村里中有聚落分佈與災害潛勢範圍疊

                                                       
1 資料來源：(左) 98 年重大土石災情報告，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右)Google Earth 衛星影像圖 

土石流潛勢溪點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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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之處，設定為調查範圍。 

義林村沿屏 110 縣道分佈三處較大聚落於村內，災害記錄點位則為左

側鄰近丹林村聚落；首先選定該聚落與土石流潛勢溪環域 300 公尺交集處

為調查範圍，並考量聚落聯外道路、周邊自然環境如坡地、河谷等地區，

納入有脆弱度部分（如住宅、公共設施），連接至丹林村聚落處、及跨越

來社溪對岸之連接道路。進行土石流災害調查時，需觀察土石流潛勢溪流

爆發時，土石堆積、崩落地點，將聚落後方與土石流潛勢溪路徑交集處一

併納入調查範圍中。 

   
圖 6- 4 土石流風險聚落田野調查範圍示意圖2  

 

 

 

 

 

 

 

 

 

 

                                                       
2  圖中亮藍色外框為該村里界。 

屏縣 DF026 屏縣 DF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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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勢溪環域 50 公尺 

4. 調查底圖製作 

劃定調查範圍後，考量調查人力和作業時間，依據聚落規模和步行距

離，最大調查範圍以可及距離為界，依實際調查經驗，以聚落中心，沿主

要道路兩端各約 800 公尺。依據前述條件，調整調查範圍，製作現勘調查

底圖。上述程序所需圖資，整理如表 6-1。  

本計畫引用國土利用調查成果作為田野調查底圖，由於圖例繁多，詳

細圖例敬請參見附錄一「內政部國土測會中心國土利用調查成果色碼表」

（資料來源：http://lui.nlsc.gov.tw/LUMap/images/RGB.jpg）。 
 

表 6- 1 屏東縣來義鄉義林村＿土石流高風險聚落現調參考圖資表（一） 

1.村里界圖 2.土石流災害潛勢圖 

 
 

3. 縣市國土利用調查圖3 4.主要調查範圍 5.安全建地範圍 

  

 

                 

 

 

 

 

 

                                                       
3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圖例請參考色碼表 http://lui.nlsc.gov.tw/LUMap/images/RGB.jpg 

調查範圍 

潛勢溪環域 300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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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業調查進行時，由於現地多無明顯地標，因此建議將既有災情報告、

村里界以及衛星影像圖一併製作成外業參考圖資；或於前置作業時，可於

Google Earth 平台定位調查聚落座標，並攜帶衛星導航系統前往目的地。 

屏東縣義林村現地勘查使用圖資參考如下，需依照現地條件，調整所需

圖資。 
 

表 6- 2 屏東縣來義鄉義林村＿土石流高風險聚落現調參考圖資表（二） 

災情資訊 1.衛星影像圖 2.全村範圍圖 3.聚落聯外情形圖 

   

  

4.脆弱度調查圖 5.災害調查圖 6.安全建地調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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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坡地災害高風險聚落 

坡地災害高風險聚落調查範圍以崩落土方與聚落交集處為主，但大規模

崩落土方可能造成聯外道路、產業道路中斷的情形，因此鄰近聚落道路崩塌

處亦列入調查範圍。以下以嘉義縣中埔鄉東興村為例，說明坡地災害高風險

聚落調查前置作業程序。 

1. 取得災害點位資訊 

嘉義縣中埔鄉東興村在本計畫風險評估中為高風險村里，並於莫拉克

風災中受創，坡地災害可以因地震與降雨誘發，邊坡崩塌正好提供土石材

料而併發土石流災害。本計畫經與農委會水土保持局發佈「98 年重大土石

災情報告」比對，取得東興村災情。 

2. 調查聚落定位 

因坡地災害範圍大小不一，且多數坡地災害發生地區，坡度較陡，較

少與聚落直接交集程度，因而進行調查聚落定位時，可依重大土石災情報

告提供點位座標，並於 Google Earth 和 GIS 基本圖中定位災害發生地點，

並標示出其鄰近聚落所在。 

3. 調查範圍劃定 

本計畫援引之坡地災害潛勢資料其劃設並非依村里分界，而是以地質

條件區分圖塊，其範圍連續且廣大，並非所有地區都有災情發生，技術面

上，調查範圍的劃設無法比照土石流災害潛勢溪流潛勢範圍，以環域分析

選取與聚落交集處，因此必須參考道路系統、村里界和聚落集居情形設定

調查邊界。東興村之聚落主要為散居型式，民宅散佈散於村北側，實際災

害發生地點周邊多為工寮，因而參考國土利用現況調查圖，將鄰近有較密

集之民宅納入調查範圍，其範圍包含鄰近機關用地等設施，如下圖（右）。 

   

 

 
圖 6- 5 坡地災害聚落調查範圍選定過程示意圖  

災害發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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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範圍 

4. 調查底圖製作 

因坡地災害發生地區多位於山區，無明顯地標地物以辨識相對位置，

因此災害地點需以座標定位，故現地調查時，應準備航遙測影像（精度高

為佳）、全村範圍圖以及地區道路圖，做為現地調查參考。 

 
6- 3 嘉義縣中埔鄉東興村＿坡地災害高風險聚落現調參考圖資表（一） 

 

 

 

 

 

 

 

 

 

 

 

 

 

                                                       
4國土利用現況調查，圖例請參考色碼表 http://lui.nlsc.gov.tw/LUMap/images/RGB.jpg 

1. 村里界圖 2. 坡地災害潛勢圖 

  

3. 縣市國土利用調查圖4  4. 主要調查範圍  5.安全建地範圍  

   

 

（參考本節程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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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災害發生地區多無明顯地標地物，建議外業參考圖資應整合災情報告、全

村範圍圖和衛星影像圖，並於 Google Earth 平台定位調查聚落座標，攜帶衛星導航

系統。以嘉義縣中埔鄉東興村為例，進行外業之參考圖資包含如下： 
 

表 6- 4 嘉義縣中埔鄉東興村＿坡地災害高風險聚落現調參考圖資表（二） 

災情資訊 1.衛星影像圖 2.道路圖 3.全村範圍圖 

     

4.坡地災害潛勢圖 5.脆弱度調查圖 6.災害調查圖 7.安全建地調查圖 

      

 （三）易淹水災害高風險聚落 

本計畫所引用淹水潛勢圖資之型態為網格資料，而實際淹水範圍並不

受限於網格範圍，因此進行現地作業時，依實際災害影響範圍，進行受災

地區居民訪談、調查確認。以下舉宜蘭縣壯圍鄉美福村為例，說明易淹水

高風險聚落調查前置作業程序。  

1. 取得災害點位資訊 

宜蘭縣壯圍鄉美福村在本計畫風險評估中為高風險村里，經比對經濟

部水利署、內政部消防署發佈之災害應變處置報告中，災情紀錄為：2009

年 10 月 05 日壯圍鄉新南地區淹水及美福排水積水嚴重，而當日已架設抽

水機進行排水，積水於當日已退。 

2. 調查範圍劃定 

易淹水地區聚落與前述兩項災害性質相異，災害發生原因多與區域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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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系統相關，因此除參考易淹水地區災害潛勢範圍，需再納入地區排水系

統或鄰近水域、水體，調查災害發生原因是否為地區雨量超過防洪設施容

受能力。常見情況有全村皆淹水地區，甚至鄰近村里亦無法免於水患侵

襲，是大區域大面積之災害型態，因而在劃定易淹水高風險聚落調查範圍

時，基於考量上述條件，以災害潛勢範圍與聚落交集處，並包含鄰近水域

和密度較高之民宅等一併調查。以下舉宜蘭縣壯圍村為例，調查範圍選定

過程。 

 

   
圖 6- 6 易淹水範圍劃定示意圖  

 

 

 

 

 

 

 

 

 

 

 

美福大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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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範圍 

3. 調查底圖製作 

因易淹水災害影響範圍甚廣，且常淹水地區有規劃居民緊急避難場

所，或以地區公共設施為避難地區，一併列入外業調查參考圖資進行現勘。 

 
表 6- 5 宜蘭縣壯圍鄉美福村＿易淹水高風險聚落外業參考圖資表（一） 

 

 

 

 

 

 

 

 

 

 

 

 

 

 

 

 

 

 

                                                       
5國土利用現況調查，圖例請參考色碼表 http://lui.nlsc.gov.tw/LUMap/images/RGB.jpg 

 

1.村里界圖 

 

2.易淹水地區潛勢圖 
 

   

 

3.縣市國土利用調查圖5 

 

4.主要調查範圍（參考本節程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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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相關資訊可及程度，可一併考量地方排水系統圖作為參考底圖，以

宜蘭縣美福村為例，將該村主要排水道美福大排列入為該聚落調查範圍，

製作調查底圖如下： 

 
表 6- 6 宜蘭縣壯圍鄉美福村＿易淹水高風險聚落現調參考圖資表（二） 

1.衛星影像圖 2.全村範圍圖  3.周邊公共設施分佈 

     

4.災害調查圖 5.脆弱度調查圖 6.周邊環境調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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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災害型態現地調查作業 

（一）調查重點 

災害型態調查為觀察災害如何形成以及災害源之確認。以土石流為例，

外業調查著重於其災害之來源及成因，包括土方從何來？水從何來？侵蝕的

地點以及堆積的範圍；抑或原本惡劣的地質構造而導致崩塌土石破碎等，將

其定位後，紀錄現況及並拍照存檔。 

災害型態確認內容包括災害之種類、點位以及影響範圍，用以說明災害

的形成，對於災害型態之描述將輔以脆弱度（國土利用現況調查圖）套疊災

害潛勢圖資後配合說明；紀錄災害確認方式以現況照片對應調查點位圖說為

主。 

為取得更詳細災害發生過程之資訊，可利用歷史災情報告（如縣市政府

相關防救災資訊）與地方人士訪談，取得災害之口述歷史資料，訪問內容包

括災害發生時間、地點、與實際受災情形等相互比照。 

 （二）災害特徵 

土石流災害、坡地災害和易淹水地區三類災害型態的描述，視現場狀

況，觀察災害對地表破壞的特徵，加以說明與記錄。表 6-7 為現勘作業須留

意之災害特徵，然而經現勘發現，易致災地區常會有複合式災害跡象，如土

石流溪流上游兩側多伴隨坡地崩塌現象，中下游水、土混合致土石流爆發衝

擊河階台地上的民宅，下游因堆積物堵塞河口而產生淹水等。 
表 6- 7 災害特徵參考影像 

坡地災害 土石流災害 淹水災害 

坡地坍塌損毀道路 土石溪流內大小石塊堆積 淹水後地面有大量土層堆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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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地災害 土石流災害 淹水災害 

岩層裸露 民宅遭土石淹埋，土石流入侵屋

內 

農田有淹水後殘留積泥狀況 

邊坡崩塌、擋土牆結構損壞 土石溪流側邊崩塌地，裸露坡地

處為大小石塊堆積，可能為古崩

塌地 

草地、空地或路面有積水現象 

落石、崩塌石塊破壞民宅 土石溪流夾帶崩塌物往兩側堆積 淹水受災地區，有臨時防護措施 

大規模地滑 土石溪流大小石塊堆積 淹水後殘留漂流木或植物殘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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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地災害 土石流災害 淹水災害 

坡地崩塌 

 

 

 

 

小型土石流爆發狀況 
淹水後住宅及路面有淤泥 

大規模崩塌 

 

 

 

土石流扇形堆積處 建築牆面殘留淹水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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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業項目 

災害型態主要透過現地勘查及與居民訪談，指認出調查範圍內災害發生

之地點、災害來源及災害影響範圍等，進行拍照記錄並於調查底圖上標註點

位。災害型態調查項目及災害確認記錄表（表 6-8）如下所示： 

1. 記錄方式 

（1）災害型態：土石流、坡地災害或易淹水。 

（2）記錄拍攝點位及拍攝方向，並註明照片編號。 

（3）現地狀況描述。 

2. 記錄重點 

（1）災害發生的地點。 

（2）災害來源。 

（3）受災情形。 

（4）災害影響範圍。 

表 6- 8 災害確認記錄表（範例） 

災害確認記錄表 災害類型：土石流 

調查員：陳楷濬 調查地點：台東縣太麻里鄉華源村 製表日期：2009/10/31 

ID 拍攝方向 照片編號 災害類型 說明 

1 ↙ 9071-9072 土石流 古崩塌岩層（山坡） 

2 ↙ 9073 土石流 古崩塌岩層（山坡） 

3 ↙ 9074-9075 土石流 最新之崩塌地 

4 ↖ 9076-9077 土石流 水源上游 

5 ↙↓↘ 9078-9081 土石流 河谷（環拍） 

6 ↖ 9082 土石流 土石堆積於河道之狀況 

7 ↗ 9083 土石流 土石堆積於河道之狀況 

8 ↙ 9084 土石流 古崩塌岩層（山坡） 

9 ↙ 9085 土石流 古崩塌岩層（山坡） 

10 ↘ 9086 土石流 土石堆積於攔砂壩之狀況 

11 ← 9087 土石流 災害清理後之河道 

13 ←→ 9089-9090 土石流 土石堆積於河道下游之狀況 

14 ↓ 9091 土石流 土石堆積於河道下游之狀況 

15 ← 9092 土石流 受災後重建之設施和改道之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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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方意見訪談作業 

（一）調查重點 

地方意見訪談係藉由受訪者的口述，蒐集當地居民對災害的認識與當地

生活經驗，輔以做為指認災害發生過程之參考資料。 

（二）作業項目 

進行訪談時，主要在收集災害相關資訊及該聚落之社經人文概況，而訪

談對象則以當地重要人士，如鄰、村、里長或公所人員優先進行詢問。訪談

項目中有關產業經濟及人文背景之部分，主要由當地人士提供。詳細訪談項

目及訪談記錄表如下所示： 

1. 災害發生地點、型態、頻率及影響範圍。 

2. 該地區的產業經濟模式（如務農、採礦、觀光、零工及商業型態等）。 

3. 該地區人口數、戶數及主要人口組成。 

4. 對於周邊安全建地意見詢問（居民是否可提供避難遷移之據點建議）。 

5. 對政府處理該地區災害之意見。 

6. 其他。 
表 6- 9 訪談記錄表（範例） 

訪談記錄表 

調查員：林芳伃 調查地點：高雄縣杉林鄉集來村 製表日期：2009/11/14 

訪談對象 土石潛勢溪流高縣 DF020 鄰近野溪之上游住戶 

住所 ID 25 

1. 災害發生地點、型態、

頻率、影響範圍 

土石潛勢溪流高縣 DF020 於敏督利颱風期間，上游曾爆發土石流。上游原僅為

3 步寬之河道，因雨量而增為 3 倍寬，土砂溢流改道，導致多處住宅受影響。

莫拉克颱風期間又爆發土石流，並未對生命財產造成嚴重影響。 

2. 產業經濟模式 種植竹子及果樹 

3. 人口數量、村戶數、

人口組成情形 
約 30 戶 

4. 周邊安全地點意見   

5. 對政府的意見反映   

6. 其他 居住此地約 3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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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脆弱度現地調查作業 

（一）調查重點 

脆弱度現況調查主要根據暴露量之概念，調查其距災原點遠近之受災程

度，脆弱度為災害造成傷害或破壞的對象，包含生命傷亡和財產破壞；本計

畫將脆弱度區分為四類，現勘作業將分別針對調查範圍內之集居脆弱度（可

居地，如住、住混商、住混工）、產業脆弱度（農、工、商、礦等）、基盤

設施脆弱度（路網、橋樑、鐵路等）、公共設施脆弱度（學校、醫院、廟宇

等）等，以地面層土地使用為主，進行定位與拍照記錄。 

（二）作業項目 

進行脆弱度現況調查作業時，需與災害型態調查同時進行地方意見訪

談，取得調查範圍內之受災歷史資訊，進一步了解災害對生命財產造成影響

之區位；依據取得之資訊，針對各項脆弱度進行拍照記錄並於調查底圖定

位。脆弱度現況調查項目與調查表（表 6-10）如下： 

1. 記錄方式 

（1）記錄拍攝點位及拍攝方向，並註明照片編號。 

（2）標註明顯地上物，例如空屋、廟宇、果園等。 

（3）現況說明，包括土地使用、脆弱度受災情況。 

（4）脆弱度戶數清查。 

2. 記錄重點 

（1）受災之集居脆弱度的地點及受災情形。 

（2）受災之產業脆弱度的地點及受災情形。 

（3）受災之基盤設施脆弱度的地點及受災情形。 

（4）受災之公共設施脆弱度的地點及受災情形。 

（5）災害潛勢範圍外但在調查範圍內之上述 4 項情況。 

（6）災害潛勢範圍內集居脆弱度之總戶數和受災戶數；災害潛勢範圍外之受

災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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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10 脆弱度現況調查記錄表範例 

脆弱度現況調查記錄表 

調查員:林芳伃 調查地點:高雄縣六龜鄉中興村 DF050 製表日期 2009//11/14 

ID 照片編號 明顯地上物 現勘紀要（含土地使用類別） 備註（含戶數） 

1 3971 鐵皮屋 位於潛勢溪旁有土石沖入   

2 3972 住宅 位於潛勢溪旁內有人居住 1 戶 

3 3978 住宅 土石於住宅旁堆積約 1 層樓高房屋輕微受損 1 戶 

4 3975 住宅 土石沖進屋中堆積約 1 層樓高 1 戶 

5 3977 住宅 鄰潛勢溪土石沖進屋中現已經過整理 1 戶 

6 3979 住宅 離潛勢溪較遠 鄰近一土崩塌地 1 戶 

7 3980 道路 路基崩塌   

8 3981 扇平山莊 鄰近一土崩塌地   

9 3983 鐵皮屋 無人居住   

10 3984 鐵柵門 遭土石破壞   

11 3986 果園、道路 河水改道沖出一缺口,帶下土石掩埋果園   

12 3987 住宅 無人居住,門前有土石推積 1 戶 

13 3989 住宅 住宅用地 1 戶 

14 3990 精舍 宗教用地 1 戶 

15 3991 農作 農業用地   

16 3992 橋 河道土石堆積橋梁輕微受損   

17 3993 空屋     

18 3994 精舍 宗教用地 1 戶 

19 3995 農作 農業用地   

20 3996 慧濟寺 宗教用地   

21 3997 橋 土石堆積,護欄輕微受損   

22 3998 住宅 住宅用地 1 戶 

23 3999 住宅 住宅用地 1 戶 

24 4002 住宅 內部土石淹至屋頂現已由住戶自行清除   

25 4005 精舍 有土石沖入現已清除 2 戶 

26 4009 道場 宗教用地   

27 4010 住宅 受土石波及 

約 35 戶 

28 4011 道路 受土石波及 

29 4012 河道、橋 潛勢溪上橋梁遭沖斷 

30 4013 住宅 住宅用地 

31 4014 住宅 住宅用地 

32 4016 廟 宗教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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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安全建地現地調查作業 

（一）調查重點 

經由安全建地劃設準則，評選出安全建地區位方案，由於劃設過程中會

因資料的不確定性（如圖資比例尺不同、劃設目的不同、災害型態不同）與

現況有差異，因而需要透過現地調查，檢視安全建地區位方案之基地及周邊

環境現況、基地地面層使用現況、以及基地安全性。 

（二）作業項目 

針對高風險聚落周邊安全建地區位方案，記錄現況及拍照作業，並檢示

其安全性。詳細安全建地調查項目與調查記錄表（表 6-11）如下： 

1. 記錄方式 

（1）拍攝方式將視現地況狀允許，以環景接圖等儘可能呈現該地全貌之拍攝

方式為主。 

（2）於調查底圖上定位拍攝點，標註照片編號。 

（3）拍攝方向直接標示於調查底圖上。 

2. 記錄重點 

（1）方案地點確認和現況環景拍攝。 

（2）聯外交通現況調查。 

（3）周邊環境現況調查，包括地形、地貌及水系。 

（2）方案地點的地面層使用現況調查。 

（4）方案地面層土質現況調查。 

（6）方案內之安全性現況調查。 

依表 6-11 之安全性檢查內容，逐項檢查現地是否已出現災變的跡象，

予以拍照記錄並標註拍攝點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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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11 安全建地調查記錄表（範例） 

安全建地調查記錄表格 

調查員:曾健瑋 調查地點: 台東縣大武鄉大鳥村_大鳥村 001 製表日期：2009/11/01

ID 照片編號 項次 現勘紀要 備註 

1 0238_0245 17 連接台 9 線道路旁南溪流出海口現況   

2 0246_0248 17 大竹高 2 號橋，因位處出海口轉彎處，已遭沖斷   

3 RIMG0251 17 岩層露頭，可能為道路開闢使該處岩層裸露   

4 RIMG0258 17 可能曾受暴漲溪水沖擊或雨水沖刷，有輕微崩落現象   

5 RIMG0260 17 遭沖毀的大竹高 2 號橋   

6 RIMG0250 17 該處岩層露頭 僅參考用 

7 0261_0267 17 該處為古河床，現有河道已遠離   

8 RIMG0268 由地勢可判斷該處可能為古崩塌地   

9 RIMG0270 地質狀況，多為細碎石塊，顯示為古河床區域   

10 0271_0274 現況，為古河床地   

11 0275_0279 古河床地，高差為不同河階台地高度所形成   

12 0280_0284 國小處往河道方向現況，該處仍為古河階台地   

13 0285_0289 現況為果園   

14 0292_0296 現況為果園，道路兩側皆有灌溉溝渠   

15 0297_0298 道路左側現況   

16 0299_0302 道路右側現況   

17 0304_0308 現況為空地，兩側為果園   

18 RIMG0309 現況為空地，兩側為果園   

19 0310_0311 河道現況   

20 RIMG0312 河道轉彎處，已有遭沖積現況   

21 0313_0316 現況為農地   

22 RIMG0317 細小崩塌地 範圍之外 

23 0318_0323 現況為果園   

24 0324_0328 果樹   

25 RIMG0330 
 

後方坡地有大片崩塌，邊坡離該處仍有一段距離，以衛

星圖概估約 1 公里左右 
  

26 0332_0336 現況為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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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12 安全建地之安全性調查表 

項次 檢查內容 說明 

1 山坡地的坡度要平緩 山坡和谷地起伏較小的地形，不宜坡度太徒或有陡坡峭壁者 

2 基地是否為順向坡 

當岩層傾斜方向，與地形表面的傾斜方向相同時，就稱為「順向坡」。

順向坡坡址被破壞，則可能發生順向坡滑動。順向坡坡腳支撐力不足時，

容易發生岩滑 

3 河岸陡峭   

4 河道轉彎攻擊岸侵蝕區 
水流力量容易使住戶下方的河道護岸受損並且掏空房屋基礎。河道狹

窄，豪雨時河水可能溢流。 

5 谷口不居 山谷出口附近容易發生洪水及土石流災害 

6 崖下退讓 懸崖及陡坡容易受崩塌及落石危害。 

7 斷層迴避 
活斷層有受地震及地盤崩壞之危險斷層帶兩側地質條件如果不同，則會

有表面色彩不同。 

8 溼地危險 濕潤的山坡，地下水位高，容易發生山崩。 

9 河沖犯忌 不宜選擇河灣外側。 

10 位於山谷邊緣凸崖之上 
座落於山谷邊緣或大填土崖邊的房屋，最大特色是基地附近通常有石壁

或較高陡的填土擋土牆。 

11 直接在崩積層之上 
崩積層通常含較多孔隙且排水不佳，易發生沈陷及坍滑，故其上方並不

適合居住。 

12 在很陡坡度之下或之上 
坡度越大，代表越接近土石本身之安息角，坡地之穩定性因而降低，而

其崩塌潛能自然提高，此處指坡度大於 40%為陡坡 

13 路面出現裂縫或局部陷落 
當坡面出現同方向且成群成組的裂縫或局部陷落時，或路面出現方向一

致之長裂縫或陷落時，表示地層可能產生滑動。 

14 

若現地有建物，房屋周圍

排水溝渠有裂縫、變形或

排水異常現象 

排水溝一般比主結構體敏感，其變形常為山坡地災變之前兆。排水溝渠

若有長期排水異常現象，可能造成滔空或軟化地盤強度。 

15 
若現地有公共排水溝，有

否龜裂或淤塞現象 

排水溝發生溢水或失水現象均為邊坡不穩定之前兆；溝內外龜裂則可能

帶來長期滲水，造成土壤淘空或軟化 。 

16 土地利用現況 地面層土地使用現況描述 

17 其他 其他類災害潛勢，或無可歸類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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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聚落現況記錄作業 

（一）調查重點 

為調查範圍內現地場景重現，與重要人物作一拍攝記錄，而其蒐集到即

時影像圖照資料，作為田野調查中佐證圖像來源之一。因此於外業調查時，

其重點在於記錄調查範圍內之現地使用狀況及環境概況。 

（二）作業項目 

1. 拍攝範圍：調查範圍內，道路可及之地區。 

2. 拍攝方式說明 

（1）拍攝工具：DV 攝錄影機、數位相機 

（2）拍攝方式：調查員於坐車上，1 人駕車 1 人手持 DV 攝影並註記如下。 

A. 起點處標註。 

B. 設計拍攝路線。 

C. 迄點處標註。 

D. 記錄每段攝影起迄時間。 

E. 註記拍攝路段 ID 及編號。 

3. 拍攝重點：地面層之土地使用及調查地點環境概況。 

（1）於坐車上，1 人駕車時速不得大於 20 公里/時，另副駕駛座者手持 DV

攝影。 

（2）拍攝以取得沿街建物正面全景。（以可分辨門牌、建物使用類別及類型

為原則） 

（3）若道路有街道名稱則以街道名命名，例如地利街。 
 

表 6- 13 拍攝記錄表（範例） 

聚落現況調查攝影記錄表 

調查員：陳楷濬 調查地點：嘉義縣東石鄉洲仔村 製表日期：2009/10/11 

路名 路段 ID 拍攝段編號 開始_結束時間 說明 

縣 168 1 1 14：04 - 14：16 雙邊拍攝 

嘉 14 2 1 14：17 - 14：31 迄點為代天府廟埕 

  3 1 14：38 - 14：43 雙邊拍攝 

  4 1 14：44 - 14：46 單邊拍攝 

  4 2 14：47 - 14：49 單邊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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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易致災風險評估架構與莫拉克災害情形比對分析 

本計畫整合國內既有災害潛勢資料庫（如土石流潛勢溪流、坡地災害潛勢圖、淹水

潛勢圖等），加上誘發因子（雨量、地表最大加速度），劃設出危害地圖，配合國土利用

調查資料，分析集居、基盤設施、產業、公共設施等 4 項脆弱度指標，指認出易致災高

風險村里。由於災害發生過程過於複雜與廣泛，本計畫蒐集之相關圖資，無法完全反應

災害發生之動態過程（如堰塞湖、漂流木等）。本章透過莫拉克風災實際致災狀況與本

計畫易致災地區之風險評估成果比對，檢視風險架構之研究限制；並以小林村的致災過

程為例，分析災害發生的成因與動態機制，歸納易致災風險評估架構的限制，作為後續

研究參考。 

第一節 莫拉克風災致災區之易致災風險度比對分析 

援引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之災害紀錄報告，將莫拉克受災地區對照本計畫評估

之村里風險等級（見表 7-1），發現莫拉克風災中受重創之高雄縣那瑪夏鄉民族村、民權

村、民生村、茂林鄉萬山村、甲仙鄉小林村、嘉義縣梅山鄉太和村等重災區，其風險等

級為中或低，在排除人為因素後，其共通點有： 

（一）豐沛雨量造成野溪上游邊坡與河道無法負荷，爆發土石流。 

（二）災害發生時為動態系統，其上游或下游均有大規模的崩塌災情。 

（三）複合型災害（如土石流和堰塞湖潰堤）發生，造成二次災害。 

 

表 7- 1 莫拉克災區風險等級表 

縣市 鄉鎮名 村里名 災損/災情描述 
風險

等級 
排序 淹水 土石流

屏東縣 來義鄉 古樓村 土石流 高 14 ˇ ˇ 

高雄縣 六龜鄉 寶來村 土石流 高 9 ˇ ˇ 

台東縣 達仁鄉 土板村 土石流 高 25 ˇ ˇ 

台東縣 金峰鄉 嘉蘭村 土石流 高 23 ˇ ˇ 

嘉義縣 阿里山鄉 豐山村 土石流 高 6 ˇ ˇ 

高雄縣 

三民鄉 

（那瑪夏

鄉） 

達卡努瓦

村 

（民生村） 

土石流 高 2 ˇ ˇ 

台南縣 楠西鄉 灣丘村 梅嶺、土石流造成 1 人死亡 高 2 ˇ ˇ 

台南縣 白河鎮 關嶺里 土石流、關子嶺土石滑落 高 1 ˇ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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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鄉鎮名 村里名 災損/災情描述 
風險

等級 
排序 淹水 土石流

台南縣 南化鄉 北寮村 南化水庫 中高 16 ˇ ˇ 

高雄縣 甲仙鄉 東安村 

崩坪溪（高縣 DF017）爆發土石流，沖毀 5

棟房屋，道路毀損 2300 公尺，堆積區域達

33 公頃，1 人死亡 

中高 29 ˇ ˇ 

台東縣 大武鄉 大竹村 

愛國埔部落，土石流潛勢溪流（東縣 DF092）

暴發土石流，造成 15 棟房屋毀損，道路毀

損 100 公尺 

中高 62   ˇ 

南投縣 水里鄉 新山村 

由於陳有蘭溪水位暴漲，導致道路下邊坡往

內陸淘空近 100 公尺，沿線有 20 餘戶民宅

崩落溪水中，尚有 10 餘戶基地受到淘空，

道路毀損 100 公尺，造成 6 人死亡 

中高 62   ˇ 

南投縣 信義鄉 神木村 

溪水暴漲，洪水侵蝕河岸腹地約 100 公尺

深，導致隆華國小校舍之基地淘空，且傾斜

毀損房屋 11 棟 

中高 110-8   ˇ 

台東縣 太麻里鄉 香蘭村 新香蘭部落;土石流 中 71 ˇ ˇ 

高雄縣 六龜鄉 大津村 

舊崩塌地遭大雨沖蝕，土石再次淤埋防砂

壩，土石流（高縣 DF046）從津鳳宮後方沖

蝕而下，造成 3 棟房屋受損，堆積土石最深

超過 3 公尺 

中 33 ˇ ˇ 

高雄縣 甲仙鄉 小林村 土石流和崩塌造成堰塞湖暴漲，424 人死亡 中 7 ˇ ˇ 

高雄縣 

三民鄉 

（那瑪夏

鄉） 

南沙魯村 

（民族村） 

（高縣 DF004）於 8 月 9 日上午曾爆發土

石流，同日下午爆發土石流，沖毀並掩埋道

路及多戶民宅土石流造成 15 人死亡，8 人失

踨 

中 14 ˇ ˇ 

高雄縣 

三民鄉 

（那瑪夏

鄉） 

瑪雅村 

（民權村） 
土石流造成 2 人死亡 低 16 ˇ ˇ 

屏東縣 瑪家鄉 北葉村 土石流 低 46 ˇ ˇ 

高雄縣 桃源鄉 勤和村 2 人死亡 低 36   ˇ 

嘉義縣 阿里山鄉 里佳村 土石流 低 30 ˇ ˇ 

台東縣 太麻里鄉 正興村 土石流 低 51 ˇ ˇ 

台東縣 金峰鄉 歷坵村 土石流 低 47 ˇ ˇ 

嘉義縣 阿里山鄉 來吉村 土石流 低 28 ˇ ˇ 

嘉義縣 阿里山鄉 達邦村 土石流 低 26 ˇ ˇ 

台東縣 太麻里鄉 泰和村 2 人失踨，溪水暴漲造成 4 人失踨，土石流 低 34 ˇ ˇ 



   

7-3 

 

建立易致災地區之安全建地劃設機制與準則（第二期）               結案報告書

縣市 鄉鎮名 村里名 災損/災情描述 
風險

等級 
排序 淹水 土石流

台東縣 達仁鄉 台板村 土石流 低 33 ˇ ˇ 

嘉義縣 中埔鄉 石弄村 八掌溪暴漲 低 17 ˇ ˇ 

台南縣 南化鄉 玉山村 

青山宮旁之野溪上游林班地爆發土石流，淹

埋羌黃坑 15 棟民宅，南化鄉公所緊急撤離

40 多戶居民，無人傷亡，道路毀損 170 公尺

低 5 ˇ ˇ 

高雄縣 桃源鄉 梅山村 堰塞湖 低 8   ˇ 

台東縣 太麻里鄉 多良村 大溪部落;土石流 低 27 ˇ ˇ 

屏東縣 來義鄉 義林村 土石流 低 6 ˇ ˇ 

南投縣 信義鄉 同富村 

土石流潛勢溪流（投縣 DF202）爆發土石

流，沖刷溪床深度達 20m，沖毀隆華國小及

民宅約 20 棟房屋，道路毀損 600 公尺 

低 31   ˇ 

嘉義縣 阿里山鄉 樂野村 

野溪上方發生三處大範圍崩塌，土石淤積下

游河道，造成 5 棟房屋毀損，道路毀損 1,500

公尺 

低 10 ˇ ˇ 

台東縣 大武鄉 大鳥村 

土石流潛勢溪流（東縣 DF097、DF098）爆

發土石流，掩埋 8 戶民宅，聯外道路也遭掩

埋，本次土石流範圍甚廣（上方崩塌地面積

4 公頃，下方 6 處崩塌地共 0.7 公頃），幸村

長即時進行撤離，無人罹難 

低 11   ˇ 

台東縣 太麻里鄉 金崙村 土石流 低 10 ˇ ˇ 

高雄縣 桃源鄉 桃源村 1 人死亡，拉芙蘭村 1 人失踨 低 7   ˇ 

高雄縣 六龜鄉 中興村 

土石流潛勢溪流（高縣 DF048）爆發土石

流，沖毀 12 棟房屋，電信基地、果園遭掩

埋沖毀、道路毀損 400 公尺，面積廣達 10

公頃，堆積量達 50 萬立方公尺，土石流潛

勢溪流（高縣 DF050）爆發土石流，土石淤

塞河道並向外溢流，侵入鄰溪 9 戶民宅、慧

濟寺及農地，溪水改沿聖母宮巷道漫流，造

成巷道二側 80 餘戶淹水，道路毀損 700 公

尺，堆積量達 10 萬立方公尺 

低 4 ˇ ˇ 

資料來源： 1. 災損資料-行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土石流防災資訊網 

                             2. 風險等級-本計畫分析 

分析本計畫高風險村里評估與莫拉克風災致災村里解釋力不足的原因，可歸結下

列幾項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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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災害潛勢資料未即時更新 

1. 土石流：以高雄縣六龜鄉新發村為例，此次莫拉克風災會造成重大傷亡(23人死

亡)，乃因豐沛的雨量造成部落後方野溪上游坡地發生大規模崩塌，崩塌面積廣

達20公頃，其土石混合溪水形成土石流，造成38棟民宅被掩埋，堆積土石最深超

過6公尺，此新開部落致災的土石流係新爆發的野溪，是以往調查研究未曾預料。 

2. 坡地災害：坡地災害潛勢地區至2009年止，僅全面完成都會區及周緣坡地範圍資

料建置，尚未發佈花東地區及高山地區之潛勢調查圖資，易致災地區資料尚未臻

完全，皆為本計畫解釋力不足之因。 

3. 淹水的成因很多，如地層下陷、排水不良等，最新的淹水潛勢圖至2009年底才完

成，目前尚未發佈，且製圖時亦未考慮全球氣候變遷的極端降雨情境，所以嚴重

低估逕流量與淹水的範圍。 

二、災害動態之不確定性因素 

災害動態過程中累積複雜災害型態，很少是單一災害發生，台灣發生災害的

過程常是超大豪雨先是在山區造成了大量洪水，由於雨量過大引發大規模的崩塌

和塊體滑動，接著土石和雨水混合形成土石流爆發，或者崩塌的土石快速堆積形

成堰塞湖，雨水量充足，造成堰塞湖潰堤，形成二次災害。平原地區常是河川中

下游，當上游發生災害，往往會接著受到波及，上游的災害所產生的土石、漂流

木等順流而下，易在下游破壞橋樑、堤防工程，若又因雨量超過排水系統的承載

量，或逢農曆大潮、低地排水不易、防洪工程損壞、地層下陷等因素，更易形成

災害。 

以莫拉克風災引發之災害為例，其狀況錯綜複雜，受災成因包含土石流、崩

塌、走山、堰塞湖等，因區域地質地形條件不佳，土石堵塞河道引起溢流或漫流，

產生複合災害的型態，堰塞湖與潰堤之災害型態本身缺乏調查資料，亦非本計畫

之單一災害的風險分析架構所能夠詮釋，災害動態過程累積能量與不確定性，為

本計畫研究限制之一。 

三、孤島效應 

本風險架構係評估災前的脆弱度，以災害範圍涵蓋的集居面積，推估性命財

產分佈，實務上災前與災後的損失評估無法以同一指標衡量，實際脆弱度與災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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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與規模難以個別指認。在災情資訊蒐集方面，不同地區間之災害影響類型包

含直接影響（如土石洪水沖擊、掩埋房舍、生命傷亡），與間接影響致孤島效應

（如道路橋墩損毁、交通中斷聚落形同孤島對外失聯，影響日常生活機能，產業

遭受損失），致使之千人受困現象，非本計畫風險架構可詮釋。 

 四、災害損失評估 

莫拉克風災發生，南台灣六縣市發生山崩、土石流及淹水重大災情，可做為

本計畫風險評估災害歷史比對資訊，但因其災情資訊繁多而混亂，資訊來源與可

信度難以確認，如何衡量災害類型與損失，尚沒有一致性的描述，謹以災害防救

委員會、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與經濟部水利署發佈之災例為主。 

第二節 莫拉克致災過程概述 – 以小林村為例 

小林村埋村事件依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的勘災報告描述，小林村累積雨量達

1,470毫米，此時小林國小後方之獻肚山邊坡發生大規模塊體滑落，總面積約350公頃，

滑落範圍長達3,123公尺。共計有453人傷亡、350棟房屋損毀，崩塌的土石先掩埋小林

村北側聚落，堵塞旗山溪河道形成堰塞湖，45分鐘後發生潰堤，將小林村淹沒（見圖

7-1），究其原因，小林村致災的原因可分為自然因素和人為因素。 

 

圖 7- 1 甲仙鄉小林村災害範圍示意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土石流防災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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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因素 

自然因素方面，小林村三面受到大量的土石襲擊，土石來源分別來為獻肚

山山崩、民族村附近堰塞湖潰堤，以及小林野溪堵塞。由相關文獻回溯獻肚山山

崩之原因可能為： 

1. 高強度長延時降雨，小林村累積了 1,470 毫米的雨量，佔小林村平均年雨量（2,018

毫米）的四分之三。 

2. 小林村邊坡上有民宅分佈，民宅上方則有一大片農田開墾（圖 7-2），水土保持不

佳，造成鄰近野溪堵塞。小林村附近有 2 處曾文水庫越域引水計畫土資場處理工

程廢土，分別為旗山二號土資場和旗山三號土資場，遇上超大豪雨，可能形成強

大的土石流，是否應歸屬為人為影響不得而知。 

3. 小林村係 V 型山谷，屬於輕齡河谷地形，河流因水量多寡變化易於河谷間進行改

道。 

4. 小林村位處二個土石流潛勢溪流（高縣 DF006 和 DF007）下方的沖積扇交會處，

屬土石流高潛勢地區，相對危險性較高。 

圖 7- 2 小林村衛照圖 

資料來源：Google Earth 

圖 7- 3 曾文水庫越域引水計畫土資場位置 

資料來源：http://www.dfun.com.tw/?p=17043 

圖 7- 4 旗山二號土資場和旗山三號土資場位置圖 

資料來源：http://www.dfun.com.tw/?p=17043 

圖 7- 5 高雄市甲仙鄉小林村土石流防災地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土石流防災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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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6 小林村災後對照圖 

資料來源：http://gemvg.com/www/flood88.htm 

 

二、人為因素 

從災例的回顧，可歸結人為應變不佳的因素： 

1. 警覺性不足，清晨 6 點獻肚山崩塌，由於小林村 1-8 鄰從未發生過大規模土石流，

災民未預料巨大土石崩落。 

2. 反應時間不足，獻肚山邊坡崩塌、大規模走山到堰塞湖潰堤僅僅 45 分鐘，發生

時間短促，村民缺乏反應時間。 

3. 避難據點遭摧毁，由於雨勢過大大，致災程度超出原防災避難規劃，原規劃避難

據點小林國小和小林行政中心（見圖 7-5），因大規模崩塌致遭土石掩埋（見圖

7-6），防災避難計畫無法適時發揮功能。 

4. 交通中斷，小林村對外道路損壞，且通往五里埔橋面已遭洪水淹沒，道路中斷無

法向外求援。 

總結小林村面臨之狀況，因地形及地質條件險惡，情況危急難以即時應變，致災情

況嚴重。 

第三節  易致災風險評估架構之研究限制分析 

一、缺乏極端氣候的水文特性資料 

莫拉克風災中造成中南部災情慘重，其中以高雄縣、嘉義縣情況遭大量土石

流肆虐，而莫拉克的降雨規模超過 200 年最大洪峰量，在歷年颱風侵台期間前

10 大單日降雨量的統計上，屏東縣尾寮山單日降下 1,403 毫米，而部份雨量站皆

創下了單日降雨之歷史紀錄（見表 7-2、表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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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2 歷年颱風侵台期間前 10 大單日降雨量 

名次 日期 地點 雨量（毫米） 颱風 

1 2009.08.08 屏東尾寮山 1403.0 莫拉克 

2 1987.10.24 陽明山竹子湖 1135.5 琳恩 

3 1996.07.31 嘉義阿里山 1094.5 賀伯 

4 2001.09.17 宜蘭土場 1042.0 納莉 

5 1997.08.29 花蓮布洛灣 1036.5 安珀 

6 2005.07.18 屏東尾寮山 1009.0 海棠 

7 2007.08.13 屏東瑪家 1007.0 西南氣流 

8 2008.09.14 嘉義石磐龍 985.0 辛樂克 

9 2004.08.24 苗栗馬達拉 952.0 艾利 

10 2004.12.03 花蓮布洛灣 908.0 南瑪都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表 7- 3 前 20 大單日降雨量測站紀錄 

名次 日期 地點 雨量（毫米） 颱風 

1 2009.08.08 屏東尾寮山 1403.0 莫拉克 

2 2009.08.08 高雄溪南 1301.5 莫拉克 

3 2009.08.08 高雄御油山 1282.5 莫拉克 

4 2009.08.08 嘉義馬頭山 1212.5 莫拉克 

5 2009.08.08 高雄新發 1190.0 莫拉克 

6 2009.08.08 嘉義奮起湖 1184.5 莫拉克 

7 2009.08.08 屏東瑪家 1180.5 莫拉克 

8 2009.08.08 嘉義石磐龍 1180.5 莫拉克 

9 2009.08.08 高雄小關山 1177.0 莫拉克 

10 2009.08.09 嘉義阿里山 1165.5 莫拉克 

11 2009.08.08 嘉義阿里山 1161.5 莫拉克 

12 1987.10.24 陽明山竹子湖 1135.5 琳恩 

13 1996.07.31 嘉義阿里山 1094.5 賀伯 

14 2009.08.08 高雄甲仙 1072.5 莫拉克 

15 2009.08.08 高雄復興 1050.0 莫拉克 

16 2009.08.08 高雄南天池 1044.0 莫拉克 

17 2001.09.17 宜蘭土場 1042.0 納莉 

18 1997.08.29 花蓮布洛灣 1036.5 安珀 

19 2005.07.18 屏東尾寮山 1009.0 海棠 

20 2007.08.13 屏東瑪家 1007.0 西南氣流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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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全球氣候變遷，極端氣候加劇，致災因子涉及層面廣泛。文獻指出，莫

拉克襲台之前，台灣值乾旱期，地表龜裂亦可能為加速地質災害之因素之一；工

程方面，防洪、防汛工程設計目前多以百年洪峰為設計基準，莫拉克之降雨特性

超乎一般研究及工程設計之範圍。 

本計畫中風險分析架構之降雨量參數，係誘發土石流與淹水之致災因子，其

降雨強度設計係採重現期距 25 年降雨量，而莫拉克風災降雨分佈（圖 7-7）顯示，

莫拉克風災中受創較嚴重之地區（如嘉義縣、高雄縣、屏東縣）即降雨強度較高

之地區。在本風險架構中屏東地區降雨強度最高設定在 500 毫米／12 小時延時，

而在莫拉克風災時屏東縣來義鄉雨量測站紀錄降雨強度達 129 毫米／1 小時延

時，近年極端降暴雨之現象增加，本計畫風險架構對極端降雨事件之解釋力有限。 

二、缺乏地質資料 

台灣地區因地質作用頻繁，地盤不斷的抬升，表層土破碎，全台灣就有三分

之二土地位於山坡及高山地帶。地質活動之影響需要長期監督觀測，才能精確地

判斷其敏感性變化，屢次震災風災的侵襲，已建置的資料亦會隨之喪失其時效

性。其次，複雜的地質構造在調查建置上有一定之困難度，鑽探工程雖有助於地

質構造資料精度的提昇，然而全台大規模的鑽探在時間、人力、成本上恐怕窒礙

難行，非本計畫之專業能力所及。 

本計畫利用已建置之潛勢資料（如土石流潛勢溪流、坡地災害潛勢敏感區、

淹水潛勢圖），與輔助圖資（坡度圖、地質圖、崩塌地、裸露地、活動斷層圖），

並強化誘發災害的外生變數（如降雨與地表最大加速度），推估易致災地區的分

佈，而缺乏高精度之圖資（如無法逐一檢視全台村落是否位在順向坡等高危險區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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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7 莫拉克 12 小時延時降雨量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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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災害動態系統的不確定性 

本風險分析架構，係各類型災害個別評估，無探討二種以上災害同時發生風

險規模，而當二種災害同時發生時所造成的災情，其相互關係如何影響或評斷，

目前尚未有定論。莫拉克風災致災過程中，致災原因主要為災害發生過程連續性

動態因子（見圖 7-8），大規模的塊體滑落、堰塞湖、漂流木、淤泥等，這些因素

不僅加速災害發生，並擴大災害的範圍和嚴重性，造成二次災害。 

災害發生時，具有空間和時間連續性，河流上游山坡地發生大量崩塌，可能

瞬間造成土石流與堰塞湖（見表 7-4），下游易發生漂流木或橋樑斷裂；平原地區，

河流挾帶大量泥沙、土石或漂流木可能導致破堤而遭受洪水衝擊，對於極端降雨

或大規模地質災害引發區域性的地盤崩壞，而本風險架構未能涵蓋所有災害類

型。 

 

 

圖 7- 8 莫拉克災害動態系統圖 

 

 

 

 

動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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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4 莫拉克所造成的堰塞湖列表 

序號 縣市 座標 地點 

1 南投縣 
X:242271 

沙里仙溪堰塞湖（南投縣信義鄉東） 
Y:2605978  

2 南投縣 
X:234999 

和社溪上游堰塞湖（南投縣信義鄉神木村） 
Y:2604290 

3 南投縣  
X:234778 

南港溪支流韭菜溪湖堰塞湖（南投縣國姓鄉九份二山） 
Y:2649240  

4 台南縣  
X:210100 

曾文溪支流後堀溪堰塞湖（台南縣南化鄉闢山村平坑地區）  
Y:2565800  

5 高雄縣  
X:240835 

荖濃溪主流上游堰塞湖（高雄縣桃源鄉梅山村）  
Y:2581946  

6 高雄縣 
X:232959 

荖濃溪支流拉克斯溪上游堰塞湖（高雄縣桃源鄉樟山村）  
Y:2569655  

7 高雄縣  
X:234942 

荖濃溪支流寶來溪上游堰塞湖（高雄縣桃源鄉寶山村）  
Y:2361910  

8 高雄縣  
X:223850 

旗山溪上游堰塞湖（高雄縣那瑪夏鄉）  
Y:2580587  

9 屏東縣  
X:213148 

荖濃溪支流濁口溪堰塞湖（高雄縣高樹鄉新豐村）  
Y:2531484  

10 屏東縣  
X:217598 

口社溪（沙卡蘭溪）上游堰塞湖（屏東縣三地門鄉）  
Y:2524692  

11 屏東縣  
X:218313 

士文溪堰塞湖（屏東縣春日鄉）  
Y:2478254  

12 台東縣  
X:267755 

龍泉溪堰塞湖（臺東縣海端鄉）  
Y:2563280  

13 台東縣  
X:230373 

太麻里溪上游堰塞湖（臺東縣太麻里鄉包盛社）  
Y:2498833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 

第四節  小結 

透過實際災例分析，有助於了解本風險架構之限制，亦可提供後續風險研究之參

考。分析莫拉克風災致災原因，可歸結為下述幾點：1.高強度延時降雨，誘發土砂下移，

2.地質構造破碎，遇超大降雨易崩塌，3.崩塌阻塞河道，形成堰塞湖隨即潰決，4.超大洪

水發生，河道無法負荷，5.複合型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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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拉克颱風產生的極端降雨具有全區域性、高強度性、長延時降雨等特性，災區遍

佈台灣中南部及東部，由於極端氣候水文因子，目前尚未有廣泛研究之具體成果，因此

大區域極端降雨可能致災的門檻值及嚴重程度，非本計畫機制可以完全涵蓋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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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易致災地區之安全建地資料庫查詢系統 

易致災的危害度地圖、風險地圖製作時所涉及的圖資複雜，資料產生單位眾多，檔

案格式不一，為了有效危害度地圖、風險地圖資料更新及協助對後續易致災地區之安全

建地劃設機制與準則之維護，提昇決策支援分析效益，以『易致災地區資料庫查詢平

台』，配合本計畫之成果資料，作為發展規劃決策支援平台之基礎。 

第一節  資料庫與查詢系統建置目的 

一、系統概述 

本計畫以歷年及現有潛勢之災害研究調查結果為基礎，分析災害風險，將易致

災地區聚焦在三大災害：土石流災害、坡地災害與易淹水地區，並繪製了災害潛勢

危害度地圖。套疊危害度地圖、國土利用現況調查、地籍圖等現況相關圖資，計算

出脆弱度，並加上誘發因子，如：雨量因子、PGA(地震)因子等，繪製出風險地圖。

本計畫主要建立易致災地區之高風險聚落指認與安全建地劃設機制與準則，為期未

來能將成果提供為政府部門主管單位決策時規劃內部之分析使用，透過本系統將劃

設過程資料之組成狀況與程序詳細說明，並彙整原始圖資、分析與繪製之圖資，結

合3D Google Earth平台以套疊航遙測影像，以快速查詢本計畫所劃設的安全建地替

選方案。 

二、目標 

本網站建置目標為下列三點： 

（一）整合展示易致災地區之安全建地方替選方案之 GIS 建置成果。 

（二）提供本計畫擬定的危害度地圖、風險地圖、安全建地方替選方案等三項劃設機

制與準則、流程的說明及查詢功能。 

（三）整合 GIS 和 Google Earth 資料顯示平台開發建置。 

三、成果展現 

（一）易致災危害度地圖、風險地圖圖資整合 

將三種災害的危害度地圖與風險地圖整合呈現在 Google Earth 平台上。 

（二）查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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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經由行政區或是其他重要欄位(例如：風險度、危害度等)來查詢該地區的狀

況。 

（三）安全建地地圖圖資整合 

將安全建地地圖整合呈現在 Google Earth 平台上，並提供現調報告的 PDF 檔。 

第二節  系統分析 

一、設計說明 

（一）網站定位 

服務對象：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其他業務單位。 

易致災資料庫與安全建地查詢系統專案網站角色定位 

完整描述易致災地區劃設機制與準則、安全建地劃設機制與準則 

提供便捷查詢服務與空間圖層展示。 

（二）規劃構想 

本計畫的資料庫分為三類，第一類為原始資料，是從其他單位所產生的，

第二類為本計畫所製作的危害度地圖與風險地圖資料庫，第三類為本計畫所製

作的安全建地資料庫與現地勘查資料庫。 

根據此三類的資料，本系統提供不同的功能：針對原始資料，提供詮釋資

料功能，並說明本計畫處理流程，以提供未來更新資料的工作流程。針對本計

畫繪製的三種災害危害度地圖和風險地圖，提供顯示圖層、查詢危害度、風險

值的功能針對安全建地資料庫，安全建地替選方案結合現勘報告，提供縣市查

詢，顯示該地區的現勘報告、安全建地替選方案、脆弱度、可及性等圖資。 

（三）網站功能規劃 

本計畫網站規劃主要功能有三：一、專案說明，二、易致災地區圖資查詢

系統，三、安全建地替選方案查詢系統(詳圖 8-1)。 

專案說明分成四個部份，一是本計畫的簡介，如研究目的、研究範疇、預

期成果、組織架構等詳細說明(詳圖 8-2)；二、劃設危害度地圖、風險地圖時，

所使用的基本圖資，以及誘發因子（雨量、地表 大加速度）；三、針對危害

度地圖所用的準則與流程之文字說明；四、風險地圖所用的準則與流程之文字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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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1 網站功能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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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2 專案說明畫面-研究案簡介 

易致災圖資查詢系統是針對本計畫劃設的危害度地圖、風險地圖提供 3D 

Google Earth 平台，以全台灣尺寸為 先顯示，並保留原始圖資的資料屬性，

可在平台上直接顯示各區詳細資料(詳圖 8-3)， 後是欄位查詢，根據縣市、風

險等級等欄位，提供查詢功能(詳圖 8-4)。 

 

 

圖 8- 3 易致災圖資查詢系統-圖層顯示功能 

 

文字畫面顯

示區 

標題選項 

Google Earth 畫

面顯示區 

功能選項 

屬性顯示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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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4 易致災圖資查詢系統-欄位查詢功能 

安全建地替選方案查詢系統以現勘調查地點為主軸，結合現勘報告書與對

應之安全建地替選方案，將安全建地地圖呈現在 Google Earth 上，保留其圖資

屬性，並提供縣市、災害類型等欄位查詢(詳圖 8-5)。 

 

 

 

 

 

 

 

 

 

 

 

圖 8- 5 安全建地替選方案查詢系統 

資料列表及查
詢畫面 

安全建地候
選方案畫面
顯示 

標題選項 

現勘地點列
表及查詢畫
面顯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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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系統架構設計 

一、資料結構分析 

本計畫的圖資可分為三類，一、原始資料，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產生；二、

易致災地區之危害度地圖與風險地圖資料庫，三、安全建地資料庫與現勘調查報

告，皆為本計畫所繪製。 

表 8- 1 圖資清單 

資料大類 資料中類 

原始資料 土石流勢溪流 

土石流溪勢溪流影響範圍 

地質圖 

坡度圖 

坡地環境地質調查研究-敏感區 Zone91-93 

活動斷層 

崩塌地 

裸露地((國土測繪中心)-分區 

淹水潛勢圖 

誘發因子＿雨量 

誘發因子＿PGA 

易致災地區劃設 

 

危害度地圖_土石流 

危害度地圖_坡地災害 

危害度地圖_易淹水 

風險地圖_土石流 

風險地圖_坡地災害 

風險地圖_易淹水 

安全建地區劃設 

 

安全建地替選方案 

現勘調查報告 

可及性 

二、系統服務架構說明 

本計畫以WEB環境之架構建置互動式「易致災資料庫與安全建地查詢系統」網

站，因此需要web server和mysql資料庫server整合網站資料，另因為本網站有將shape

檔轉成kmz檔，用Google Earth api進行應用，Google Earth提供展現圖資的服務。系

統服務架構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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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6 服務架構圖 

 

三、工作流程圖、資料表清單和程式與檔案關聯表 

1.工作流程圖 

 

圖 8- 7 危害度地圖查詢流程圖 

依災害類別，提供危害度查詢和風險度查詢功能，依序為圖 8-7 為危害度

地圖查詢工作流程與其對應資料庫結構；圖 8-8 為風險地圖查詢工作流程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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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到資料庫；圖 8-9 為現勘調查整合安全建地替選方案查詢工作流程與其對

應到之資料庫。 

 

圖 8- 8 風險地圖查詢流程圖 

 

 

圖 8- 9 風險地圖查詢流程圖 

 

2.資料表清單 

本資料庫中共有 10 個資料表，主要以劃設的危害度地圖、風險地圖、現

勘調查資料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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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2 資料表清單 

序號 資料表英文名稱 資料表中文名稱 備註 

1 Allc-name 各縣市名稱資料  

2 Allclass 風險度等級資料  

3 Class_df 土石流風險地圖資料  

4 Class_fl 易淹水風險地圖資料  

5 Class_ls 坡地災害風險地圖資料  

6 df 土石流危害度地圖資料  

7 fl 易淹水危害度地圖資料  

8 ls 坡地災害危害度地圖資料  

9 Fieldwork100-1 現勘調查 100 處資料表  

10 Type-100 災害類型資料  

 

表 8- 3 各縣市名稱資料表(Allc-name)_欄位清單 

序號 欄名 欄位說明 資料類型 資料長度 Null 備註 

1 C_name 縣市名稱 char    

 

表 8- 4 風險度等級資料表(Allclass)_欄位清單 

序號 欄名 欄位說明 資料類型 資料長度 Null 備註 

1 class 風險度 char    

 

表 8- 5 土石流風險地圖表(Class_df)_欄位清單 

序號 欄名 欄位說明 資料類型 資料長度 Null 備註 

1 ADMIV85 行政區編碼 char 11   

2 CNAME 縣市名 char 10   

3 TNAME 鄉鎮名 char 10   

4 VNAME 村里名 char 10   

5 VNAME1 縣市鄉鎮村里名 char 20   

6 OLD_ 排名 double    

7 R_SET 風險值 double    

8 ORDER_ 同縣市排名 char 254   

9 ZSCORE ZSCORE double    

10 STD 標準化 char 254   

11 CLASS 風險度 char 254   

12 AREA 面積 double    

13 H 危害度 double    

14 TP 降雨量 dou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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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6 易淹水風險地圖表(Class_fl)_欄位清單 

序號 欄名 欄位說明 資料類型 資料長度 Null 備註 

1 ADMIV85 行政區編碼 char 11   

2 NEW 新行政區編碼 char 11   

3 CNAME 縣市名 char 10   

4 TNAME 鄉鎮名 char 10   

5 VNAME 村里名 char 10   

6 VNAME1 縣市鄉鎮村里名 char 20   

7 OLD_ 排名 double    

8 V_SET 集居脆弱度 double    

9 RISK_25 風險值 double    

10 ZSCORE ZSCORE double    

11 STD 標準化 char 254   

12 CLASS 風險度 char 254   

13 ORDER_ 同縣市排名 char 50   

 

表 8- 7 土石流風險地圖表(Class_ls)_欄位清單 

序號 欄名 欄位說明 資料類型 資料長度 Null 備註 

1 ADMIV85 行政區編碼 char 11   

2 CNAME 縣市名 char 10   

3 TNAME 鄉鎮名 char 10   

4 VNAME 村里名 char 20   

5 
VNAME1 縣市鄉鎮村

里名 

char    

6 OLD_ 排名 double    

7 COUNTY 縣市 char 254   

8 ORDER_ 全部排名 char 254   

9 RISK 危險等級 double    

10 STDEV 標準化 double    

11 RANK 排名 char 254   

12 CLASS 風險度 char 254   

13 R_AREA 集水面積 double    

14 HYEAR 災害發生年 dou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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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8 土石流危害度地圖表(df)_欄位清單 

序號 欄名 欄位說明 資料類型 資料長度 Null 備註 

1 AREA 面積 double    

2 S 等級 double    

3 MID 土石流編號 char 50   

4 ID ID char 254   

5 NAME 流域名 char 254   

6 

720_25YRS 重現期距 25 年的

連續 12 小時降雨

量 

double    

7 H 危害度等級 double    

8 H_Std 危害值標準化 double    

9 H_CLS 危害度分級 double    

 

表 8- 9 易淹水危害度地圖表(fl)_欄位清單 

序號 欄名 欄位說明 資料類型 資料長度 Null 備註

1 FID_SCUNIO 編號 double    

2 LEVEL 程度 char 254   

3 CLASS 等級 double    

4 CLASS_1 等級_1 double    

5 CLASS_12 等級_12 double    

6 NAME 測站名 char 254   

7 X20_2 重現期 2 年 720 小時延時雨量 double    

8 X20_5 重現期 5 年 720 小時延時雨量 double    

9 X20_10 重現期 10 年 720 小時延時雨量 double    

10 X20_25 重現期 25 年 720 小時延時雨量 double    

11 X080_2 重現期 2 年 1080 小時延時雨量 double    

12 X080_5 重現期 5 年 1080 小時延時雨量 double    

13 X080_10 重現期 10 年 1080 小時延時雨量 double    

14 X080_25 重現期 25 年 1080 小時延時雨量 double    

15 X20_2_1 重現期 2 年 720 小時延時雨量危害度 double    

16 X20_5_1 重現期 2 年 720 小時延時雨量危害度 double    

17 X20_10_1 重現期 2 年 720 小時延時雨量危害度 double    

18 X20_25_1 重現期 2 年 720 小時延時雨量危害度 double    

19 H 危害度等級 dou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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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10 坡地災害危害度地圖表(ls)_欄位清單 

序號 欄名 欄位說明 資料類型 資料長度 Null 備註 

1 Z_W 縣市名 char 6   

2 Z_W_2 鄉鎮名 char 8   

3 PGA_1 地表 大加速度 double    

4 LYNOTE_C 地質災害敏感區 char 254   

5 IDEN_DATE 調查日期 char 8   

6 
GRADE 地質災害敏感區判

定 

char 32   

7 HAZPRONE 災害潛勢區 char 50   

8 S 潛勢等級 double    

9 H 危害度等級 double    

10 H_Std 危害值標準化 double    

11 H_CLS 危害度分級 double    

 

表 8- 11 現勘調查 100 處資料表(Fieldwork100-1)_欄位清單 

序號 欄名 欄位說明 資料類型 資料長度 Null 備註 

1 ID 編號 int 11   

2 TIME 調查時間 datetime    

3 C_NAME 縣市名 char 255   

4 C_NAME_1 縣市名 char 255   

5 V_NAME 村里名 char 255   

6 V_NAME1 縣市鄉鎮村里名 char 255   

7 Oldname 舊地名 char 255   

8 Type 災害類型 char 255   

9 X X 座標 char 255   

10 Y Y 座標 char 255   

11 Exampletime 災例 char 255   

12 Discrpit 說明 char 255   

13 Rain 雨量 char 255   

14 RISK 風險等級 char 255   

15 Hyperlink 現勘報告 char 150   

16 Safeplace 安全建地替選方案 char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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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12 災害類型資料表(type_100)_欄位清單 

序號 欄名 欄位說明 資料類型 資料長度 Null 備註 

1 Type 災害類型 char 255   

 

3.程式與檔案關聯表 

為了網站維護工作進行順利，必須記錄每個畫面對應到的檔案名稱和網頁內

容，以下依據網站地圖順序對照檔案名稱。 

 

圖 8- 10 網站地圖 

 

 

 

 

 

 

 

首頁

易致災地區查詢

可用土地分析說明

製作流程危害地圖流程說明

風險地圖流程說明

研究案簡介

原始圖資詮釋資料

製作流程

基本圖資資料

危害地圖查詢

風險地圖查詢

危害度查詢

風險度查詢

圖資顯示

安全建地列表安全建地方案

縣市安全建地查詢

災害類型查詢

高風險聚落列表

脆弱度、誘發因子
說明

簡介 組織架構

坡地災害危害度地圖

坡地災害風險地圖

土石流危害度地圖

土石流風險地圖

易淹水危害度地圖

易淹水風險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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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13 檔案名稱對照清單 

功能 
縮

寫 
巢狀頁框 left main 內容 

研究案簡介 in mainframest01.html leftmenu01.html maincontent01.html 簡介 

    maincontent01-1.html 組織架構 

基本圖資說明 ba mainframest02.html leftmenu02.html maincontent02.html 基本圖資說明 

    maincontent02-1.html 圖資基本資料 

災害圖資說明 da mainframest03.html leftmenu03.html maincontent03.html 危害度地圖準則 

    maincontent03-1.html 危害度地圖流程 

    maincontent03-2.html 誘發因子說明 

風險地圖說明 ri mainframest04.html leftmenu04.html maincontent04.html 風險地圖準則 

    maincontent04-1.html 風險地圖流程 

可供聚落發展

地區分析圖說 
spq mainframest06.html leftmenu06.html maincontent06.html 安全建地查詢 

    fieldwork100.php 現勘調查 100 處列表 

    main03-search01.php 縣市查詢 

    main03-search02.php 災害類型查詢 

易致災地區 

圖說 

laye

rq 
mainframest07.html leftmenu07.html maincontent07.html  

    map_CLASS_DF.html 土石流風險地圖 

    map_CLASS_FL.html 易淹水風險地圖 

    map_CLASS_LS.html 坡地災害風險地圖 

    map_DF_84.html 土石流危害度地圖 

    map_FL_84.html 易淹水危害度地圖 

    map_LS_84.html 坡地災害危害度地圖 

    main03-search-h-df.php 土石流危害度查詢 

    main03-search-h-fl.php 易淹水危害度查詢 

    main03-search-h-ls.php 坡地災害危害度查詢 

 
   

main03-search-class-df.

php 

土石流風險度查詢 

 
   

main03-search-class-fl.p

hp 

易淹水風險度查詢 

 
   

main03-search-class-ls.

php 

坡地災害風險度查詢 

 
   01-100.kml 

現勘調查安全建地 

Google Earth 程式檔 

現勘調查成果    01-100.pdf 現勘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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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本網站以呈現本計畫所彙整的資料與研究成果為主，將易致災的高風險區與安全建

地替選方案、現勘調查報告整合在同一畫面，以做為決策時的資料。 

針對本網站所呈現的功能未來可朝下列幾點改進： 

（一）資料庫的完整性：本網站目前僅針對本計畫所繪製的圖資和資料庫進行查

詢和圖層呈現的功能，後續可增加其他相關圖資。 

（二）資料庫的整合性：目前本網站只針對安全建地資料庫與現勘調查報告進行

整合性應用，未來可考慮整合性是否擴及其他資料。 

（三）資料尺度的調整：目前本網站針對安全建地以村為 小單位，未來是否以

各方案為 小尺度，以呈現更詳細的資料。 

（四）資料管理與維護：目前本網站並無線上管理與維護系統，未來可考慮建置

線上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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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結論與後續研究 

本計畫為國家災害防救科技計畫之「強化災害防救科技研發與落實運作方案」三年

中程研究計畫，第一期計畫的重點為建立易致災地區的風險分析與安全建地劃設的架

構，評估、蒐集以建立實證資料庫，分析繪製以台灣本島為範圍的土石流、坡地災害與

易淹水之危害度分佈圖。此外，以南投縣為例，導入脆弱度指標測試風險分析架構之可

行性，指認出地利、廬山兩個高風險部落以模擬操作安全建地之劃設。 

本年度為第二期續接研究，除根據第一期之風險分析架構雛形，發展為土石流、坡

地災害與易淹水之高風險村里分析架構，並進行台灣本島的高風險村里分布圖之建立。

針對其中的 100 個村里以離災不離村、離村不離鄉的區位選擇原則，作為各個高風險村

里的安全建地選擇範圍，在該範圍內排除有致災風險、環境敏感地以及法令規定不適宜

開發的地區後，以土地適宜性分析的架構建立聚落可及性、產業可及性、交通可及性和

公共設施可及性等四個指標來做為安全建地的劃設準則並進行實際操作。由於安全建地

之劃設成果會受資料不確性的影響，因此本計畫又進一步建立安全建地的田野調查作業

程序以修正之。歸納本年度之執行成果包括：1.易致災地區之安全建地劃設機制與準則、

2.高風險聚落 100 處暨安全建地田野調查、3.易致災地區之安全建地資料庫查詢系統。 

第一節 結論 

一、易致災地區之安全建地劃設機制與準則 

具體而言，易致災地區之安全建地劃設機制與準則，在機制部分是以一個程序

來定義。這個程序機制包含四個主要步驟：易致災地區風險評估、高風險聚落指認、

安全建地劃設與安全建地田野調查。準則部分則各自內含於四大程序步驟中，分別

為風險評估準則、高風險聚落判定準則、安全建地劃設準則以及田野調查作業準

則，以下簡述各程序步驟之判定準則，詳細內容請見本報告書各章。 

（一）易致災地區風險評估：本計畫承續第一期之風險分析架構，更新災害潛勢圖

資，導入誘發因子－降雨、地表加速度，重新繪製全國各縣市三種災害危害

度分佈圖（土石流、坡地災害、易淹水）。進一步掌握災害潛勢地區上生命

財產分佈情形，導入集居脆弱度、產業脆弱度、基盤設施脆弱度以及公共設

施脆弱度等4項脆弱度指標，計算災害風險值。風險值為提供地方政府層級做

為防救災決策資訊之優先順序，因此以村里為單元（最小法定行政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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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該範圍內之風險值，經由正規化過程，將縣市內之村里單元，以資料分

佈級距，劃分為高風險、中高風險、中風險及低風險等四個級距排序，呈現

各縣市高風險村里分佈。 

 
 

 
圖 9- 1 易致災地區之安全建地劃設流程與準則 

（二）高風險聚落指認：高風險村里係行政空間單元，經由滙入歷史災害紀錄，確

認災害發生地理範圍並指認受災聚落區位，本項程序指認準則包含：1.由中

高風險等級以上之村里優先進行評選，2.村里內有歷史災害紀錄，3.村里內有

複合災害之情形，以上述程序指認受災聚落，各縣市至少評選3處、全台100

處，作為安全建地劃設之依據。依災害類型統計為土石流高風險聚落（45處）

最多；坡地災害（11處）、易淹水（29處）；土石流坡地災害複合類型（6

處）、土石流坡地災害淹水複合（1處）（見圖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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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2 高風險聚落分佈於各村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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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全建地劃設：針對100處高風險聚落，以離災不離村、離村不離鄉為區位選擇原

則，為安全建地選擇範圍，結合重建工作六大面向位、法令程序、財務、社會文化

結構、經濟活動、遷村意願，配合土地適宜性分析方法，排除不適發展地區（災害

潛勢地區、環境敏感地、區域計畫限制發展地區、建管規則限制不得開發地區），

運用國土利用現況發展潛力指標（聚落可及性、產業可及性、交通可及性和公共設

施可及性）做為安全建地之劃設準則並進行實際操作，並輔以航遙測影像，進行地

形地貌判識，篩選出3-5處土地區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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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3 安全建地劃設點位分佈圖（以小林村為例） 

方案小林 001 
 

方案小林 002 
 

方案小林 003 
 

方案小林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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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全建地田野調查：前二項步驟之劃設成果，由於高風險聚落與安全建地劃設土地

區位方案易受資料不確定性的影響，因此導入田野調查作業程序酌以修正資料產生

之不確定性，進行現況資料蒐集，蒐集項目包含：1.災害區位與規模確認、2.脆弱

度確認、3.安全建地替選方案勘查。田野調查標準作業程序則包含：1.前置作業：

針對災害紀錄，對受災聚落定位，判識災害涵蓋聚落範圍，依不同災害，產製外業

調查圖資（包含衛星影像圖、全村範圍圖、聚落聯外道路圖、脆弱度調查圖、災害

調查圖、安全建地調查圖）；2.現場勘查作業準則依序進行（1）與地方人士訪談確

認災害發生之動態過程與拍照定位、（2）脆弱度規模清查、（3）聚落全村現況攝

影、（4）安全建地替選方案勘查地形地貌定位與拍照、檢示災變前的徵兆。 

二、高風險聚落 100 處暨安全建地田野調查 

本計畫劃定災害高風險村里，輔以災害發生紀錄，全台評選100處受災聚落進行田野

調查（各縣市至少3處、全台100處）。由於計畫執行期間適逄莫拉克風災，因此於每縣市

選定3處之外，側重於嘉義縣、高雄縣、以及南投縣，增加受災聚落調查處數分別為8、10、

8處（見圖9-4），依災害類型統計為土石流高風險聚落（45處）最多；坡地災害（11處）、

易淹水（29處）；土石流坡地災害複合類型（6處）、土石流坡地災害淹水複合（1處），

依受災地點進行田野調查與檢視劃設安全建地現地狀況（詳見別冊「現調成果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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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4 高風險村里分佈（依各縣市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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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評選出之安全建地區位方案，計 176 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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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5 安全建地分佈各縣市之村里數 

三、易致災地區之安全建地資料庫查詢系統 

本計畫將資料庫整合於視覺化軟體工具，以網頁操作概念開發易致災地區暨安全建地

視覺化展示應用。本期規劃成果說明如下： 

（一）資料庫整合服務，可分為單點現調地點資料與全台灣資料二部分，單點資料，可顯

示該點詳細資料（如安全建地地圖、現調報告等）；全台灣資料，則顯示全台之災

害危害地圖（包含土石流災害、坡地災害、易淹水災害）。 

（二）資料庫相關圖資調查報告，計206個圖檔，與100個調查報告，除了列表查詢之外，

亦可查詢危害度、風險等級，並整合表格資料與空間資料。 

第二節 研究限制 

2009年8月8日發生的莫拉克風災造成台灣颱風災害的歷史紀錄，比對本計畫高風險村里

指認成果與莫拉克風災的致災村里發現其正確指認的比率約達50%。比對本計畫所指認之高

風險村里與莫拉克風災致災村里，其解釋力不足的原因，可歸結下列幾項限制因素： 

1. 極端降雨：莫拉克風災帶來了超大雨量，其所襲擊的台灣中、南部及台東地區之平均降雨

量都超過200年重現期距的雨量，超過200年最大洪鋒的降雨使得沖蝕、掏空以及對脆弱度

的衝擊都是以往的災害經驗所無法評估。 

2. 災害潛勢資料未即時更新：淹水潛勢圖2009年底完成更新，亦未考慮全球氣候變遷的極端



9-8 
 

降雨情境，所以嚴重低估逕流量與淹水的範圍。每年新發生之土石野溪皆是以往調查研究

未曾預料，或有土石流地區周圍坡地，受風雨影響而持續崩塌中，造成地形地質相對較脆

弱多變。坡地災害潛勢地區僅完成都會區及周緣坡地範圍資料建置，尚未發佈花東地區及

高山地區之潛勢調查圖資，易致災地區資料尚未臻完全，皆為本計畫解釋力不足之因。 

3. 災害動態不確定性因素：災害動態過程充滿了複雜的災害型態與巨大的能量，以莫拉克風

災為例，屏東縣尾寮山累積超大豪雨，山區累積大量洪水以致引發大規模的崩塌與塊體滑

動，更觸動了土石流爆發並由於土石快速堆積形成堰塞湖，加上水量不斷注入，造成堰塞

湖潰堤，形成二次災害。其中堰塞湖與潰堤之災害型態，難以取得資料，非本計畫之單一

災害風險模型所能夠詮釋，為本計畫之研究限制。 

4. 孤島效應：本計畫風險評估係災前的預估量，以災害範圍涵蓋的住宅面積以推估可能的生

命財產分布，並經由村里合計排序，而災前與災後的損失評估無法以同一指標衡量，實際

脆弱度與災損地點與規模亦難以個別指認比較。由於災情資訊類型複雜， 不同地區間之災

害影響類型包含直接影響（土石洪水沖擊、掩埋房舍、生命傷亡），或間接影響（如道路

橋墩損毁、交通中斷聚落形同孤島對外失聯），孤島效應致使之千人受困現象非本計畫脆

弱度評估可詮釋之，唯恐造成觀感上之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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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續接研究方向 

推動安全建地劃設應分為兩個階段，本年度（2009）已完成第一階段全國性尺度之劃設，

透過安全建地劃設機制與準則，掌握易致災地區目前全國安全建地土地資源分佈，是由上而下

式的規劃；第二階段旨在落實地區性虛擬土地儲備，因而需依據土地具備的條件，逐步從法令

程序、計畫擬定與審議、開發方式與用地取得等層面，依序辦理，係建立地方縣市層級執行程

序準則，以利業務推動及作業延續。 

本計畫藉由回顧 921 大地震與莫拉克風災之災後重建與安置經驗，其中重建工作推動與土

地取得關係密不可分，歸結有下列常見問題： 

1. 土地範圍與規模界定問題 

由於天災因素的影響，土地界址與地籍圖經界線偏移或界址相對變形，經常有地

籍圖與現地不符合之問題，安全建地需經範圍、規模確定後方能進入規劃開發興建等

程序，因此釐清地籍經界確定土地範圍，是土地重建之首要基礎工作。  

2.土地使用分區與地用程序問題 

易致災地區涵蓋都市土地與非都市土地，其有關土地使用變更之審議程序係依循

截然不同的法令規章，尤其過去非都市土地常為人詬病政府土地變更程序繁複、審查

作業冗長，造成行政效率不彰，影響重建效率，但由於台灣地區尚未有虛擬土地儲備

執行經驗，而土地取得必須依據政府相關法規及作業流程，經由一定申請程序與審查

作業，如何在橫跨不同法令體系下，使土地變更程序更顯清楚、簡潔，安全建地於災

害發生後迅行發揮功能，提高防、減災與災後重建之時效性，為後續研究需克服重點

之一。 

3.地權與開發方式問題 

過去 921 重建經驗中，發現土地取得最大困難，在於易致災地區的土地產權異常

複雜，常見情形共有土地、原住民保留地長期私下買賣因而產權不清等，加上道路系

統不整，公共設施普遍不足，若不經整體規劃，將會增加重劃或變更之困難度，因此

易致災地區之地權釐清，亦是重建工作之關鍵因素。 

安全建地土地取得與虛擬儲備制度，實有其必要性與時效性，本計畫第三期（2010）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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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應針對不同土地條件，模擬虛擬土地儲備程序，經由個案的劃設，期使土地取得程

序更為清晰與簡潔有效，後續方能進一步探討土地開發方式、財務與成本效益評估。 

最後，透過教育訓練提供縣市政府對於安全建地規劃至土地取得開發實施之程序準則、圖

資準則與操作準則等，實施完整的作業程序教育訓練，讓縣市政府承辦單位，對於中央機關推

動此工作事項方針，有整體認知與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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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建立易致災地區之安全建地劃設機制與準則（第二期） 

第一次工作會議記錄 

壹、時間：98 年 7 月 3 日（星期一）下午 2 點 30 分 

貳、地點：成功大學都市計劃學系 1F 會議室 

參、出席人員：                                   紀錄：劉品辰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謝正昌代理副分署長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特定區域規劃隊   陳愷隊長、馮景瑋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金會              林漢良教授、劉品辰                 

                       黃韋慈、蔡孟儒 

肆、報告： (略) 

會議簡報書面資料已於會中分發予出席人員。 

伍、會議討論事項： 

甲方提出之意見及說明： 

一、 在進行高風險聚落之現地調查工作時，建議依北、中、南及東部區

域，各選定一～二處高風險聚落，視災害類型（土石流、坡地災害、

易淹水區域）嚴重程度，邀本分署派員同行，瞭解現地調查作業程

序，以利辦理後續相關配合事項。 

二、 二手資料（包含災害潛勢圖、危害地圖、國土利用調查…等）的精

度，攸關現地勘查進行的難易度，應適度的討論大範圍的小尺度調

查下，所會遭遇的相關問題，並說明研究限制。並應加強說明高風

險聚落的選定後，如何驗證其正確率？如何定義高風險聚落的指標

及最小調查規模？俾利後續資料、機制系統之持續更新、維護及所

需經費之估算事項。 

三、 高風險聚落之評估，建議可參考級距風險值評估機制之模式，並檢

視其信賴度。此外應加強說明高風險聚落範圍界定之科學研究角

度。各風險聚落的範圍、集散程度、邊界皆不相同，而聚落現地調

查的內業作業愈精細，則外業作業會更有清楚的調查範圍，而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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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外業作業期間應留心車行與人身安全，及建立現地勘查之流程作

業程序，確保各風險聚落之作業順利及所取得之資料的一致性和準

確度。 

四、 在 100 處風險聚落之評選過程中，除了依模擬分析成果外，建議可

洽詢縣市政府在災害防救相關業務上，較關切或參考其防救災的優

先處理程序，作為評選 100 處風險聚落調查參考指標之一。若在相

關資料不夠完備、時間緊迫下，決策上仍可有一定的流程及依據。 

五、 關於安全建地，目前看到規劃團隊初步以定性的描述來定義安全建

地，是否有定量方面的定義或說明，而在劃設安全建地是否有最小

規模的限制，能否反映在最後的程序機制裡？ 

六、 以專案管理的角度來檢視本計畫的執行情形，在距離期初審查不到

一個月的時間內，希望可以達到下列目標： 

1.工作計畫細部流程 

本期外業調查工作繁重，對於如何調查、內外業的機制程序、建

置資料是否能夠運用，期初審查前，希望能針對工作流程圖末端

之執行，再逐漸發展出更詳細之工作細節並取得現地經驗。 

2.高風險聚落與安全建地的定義 

希望在期初審查前，貴團隊能針對「高風險聚落」及「安全建地」

的定義提出較完善的想法。藉由期初審查委員來對於「高風險聚

落」及「安全建地」建立出來的指標來予以確認，有助於導正後

續的研究進度與方向。 

陸、結論 

為配合期初審查期程，請於期初審查前辦理第二次工作會議及第一次諮

詢會議，並完成期初報告（初稿），以供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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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建立易致災地區之安全建地劃設機制與準則(第二期) 

第二次工作會議記錄 

壹、時間：98 年 7 月 28 日（星期二）下午 1 點 00 分 

貳、地點：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5F 會議室 

參、出席人員：                                    紀錄:劉品辰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謝正昌副分署長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特定區域規劃隊   陳愷隊長、馮景瑋、 

                                         黃琳芳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金會              林漢良教授、劉品辰               

                       

肆、會議討論事項： 

一、 本案從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三種潛勢圖資分析，並加入氣候條

件因子，而劃設出易致災地區，但本團隊非圖資產製機關，對

於相關權責機關則採尊重與信任的態度，其成果的合理性，非

本團隊所能置喙。 

二、 潛勢資料提供了台灣地區三大災害好發或潛勢的總檢視，而氣

候條件也使本案對災害的有效誘發有進一步的認識。 

三、 透過目前已建置的調查資料所劃設出來的風險地區無法成為

安全建地的唯一指標（例如台東地區另有堰塞湖之危險），應

透過比對災害記錄與訪談地方政府，有效收斂出高風險地區的

地理空間位置，並針對風險聚落現況去評估安全建地的需求為

本案的主要方向。其中若發現資料較不合理處，應以私下告知

或疑義的方式處理為宜。 

四、 目前分析出的坡地災害風險地圖，其潛勢資料來源為中央地質

調查所（無花東地區資料），但實際上花蓮縣、台東縣的崩塌

情況近年來愈趨頻繁與嚴重，應特別注意這些可能的災害類型

及其影響範圍內之脆弱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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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後續安全建地試模擬土地取得的行政程序時，土地權屬與價格

屬必要之資料，分署在檢視圖資資料庫與權限後，在條件許可

下，予以提供高風險聚落所需之土地權屬資料。 

六、 本案目標為訂定「易致災地區」與「安全建地」的劃設機制與

準則，雖本案題目為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所訂定，但規劃團

隊可對研究內容的名詞、定義或標題稍加修或重新予以定義，

並詳細說明。其中有關安全建地的定義，及其限制條件在報告

書應有較清楚之描述（例如安全建地是否欲導入相對安全概念

而有等級的劃分？），相關引用之參數請規劃團隊再行補述。 

七、 有關資料庫規格的訂定，包含格式、精度…等，其資料屬性如

何描述與建立？是否包含危險村里的風險值、安全建地…等相

關資料？請規劃團隊再進一步構思並提出說明。 

伍、結論 

一、 請規劃團隊依前述意見修正。 

二、 儘速擬定「安全建地」定義提出較完善的想法，並確認相關圖

資的取得，以便後續 100 處高風險聚落田野調查之相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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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建立易致災地區之安全建地劃設機制與準則(第二期) 

第三次工作會議記錄 

壹、時間：98 年 9 月 04 日（星期五）下午 2 點 00 分  

貳、地點：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5F 會議室 

參、出席人員：                                    紀錄:劉品辰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陳愷隊長、馮景瑋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金會              謝俊民教授、劉品辰               

肆、會議討論事項： 

一、 由於本案執行期間適逢莫拉克風災發生，南台灣六縣市發生

山崩、土石流及淹水重大災情，可提供本案風險地區災害歷

史比對資訊；另外，部份易致災地區由於現地不再適居，提

高了易地重建的需要，因此，針對此次受災地區，較優先實

施安全建地的劃設。而相關的災情資訊繁多而混亂，資訊來

源與可信度難以確認，尤其災害的類型如何衡量損失尚沒有

一致性的描述；受災地區隨著天候恢復漸難以指認受災地

點、空間單元如何反映受災處等等問題使得災情地圖的掌握

稍顯困難。在災情資訊的整理，建議在官方發佈的資訊中，

以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莫拉克災害專區中的相關資訊為

主，避免資訊來源的造成的種種差異性，影響後續資訊的判

斷。 

二、 關於災情資訊蒐集，不同地區間之災害影響類型包含直接影響

如土石洪水沖擊、掩埋房舍、生命傷亡，或有道路橋墩損毁、

交通中斷聚落形同孤島對外失聯，影響日常生活機能；甚則產

業遭受損失。而在本案風險地圖所引用之脆弱度參數係集居地

規模，可知悉災害來臨時哪些可估計的生命財產錯落在哪些地

方，是否將面臨威脅。因此，回歸到風險地圖的模擬上，風險

值與脆弱度在表達的方式上，建立適當的描述，說明清楚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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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脆弱度上欲闡述與反映出之概念及空間單元為何。 

三、 在此釐清一下不同時間點的安置措施：安置在時程的區分上，

災害發生時緊急避難用的短程安置場所，以學校、廣場為主；

災害發生後生活回復期間的中期安置場所可能包含了組合

屋、營區甚至是災民親友家或者教會宿舍等做二次安置；爾

後，進入長程復原階段做永久性之安置，由於原居地受災害影

響，應在不受二次災害下做易地重建之安居處理。 

四、 規劃團隊在安全建地區位分析中導入可及性指標，目前係以離

災不離村、離村不離鄉之原則進行可用土地之篩選，然而有以

下問題值得進一步討論與思考，在可及性之距離衡量係經歐基

里德距離運算，再以人為判識比對現地條件如地形、臨路、公

有地比例等進一步建立數個評選方案，可及性固然是愈近愈

佳，然而在四項可及性指標（聚落、產業、交通、公共設施）

建立之意義、如何應用這樣的指標使其成為準則乃規劃團隊需

突破的。目前一個受災地區之可用土地供給來自所在鄉鎮，會

否有較鄰近適當土地可以提供但卻是在不同鄉鎮的？目前做

法的考量以及可能產生的盲點請規劃團隊適當補充釐清。 

另外，在可及性指標上，建議可導入時程概念以應用之，短期

緊急考量交通可及性急迫於原聚落可及性，公共設施可及性與

產業可及性次之。中程考量公共設施可及性優先於交通可及

性、產業與原聚落可及性次之。而長期復建的則以產業的可及

為優先。 

五、 相關應補充的準則、以及劃設成果是否合理再請規劃團隊自我

檢示。 

伍、結論 

一、 請規劃團隊依前述以上之意見修正。 

二、 安全建地」區位分析及劃設準則的建立與說明，並完成 100

處高風險聚落之田野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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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建立易致災地區之安全建地劃設機制與準則(第二期) 

第四次工作會議記錄 

壹、 時間：98 年 9 月 28 日（星期一）上午 10 點 00 分  

貳、地點：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5F 會議室 

參、出席人員：                                    紀錄:劉品辰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謝正昌副分署長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陳愷隊長、馮景瑋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金會               林漢良教授、劉品辰 

 

肆、 會議討論事項： 

一、 易致災區地區之安全建地，欲在危中求安，理論上與實務上之

難度都有相當難度。莫拉克颱風所引發的災害狀況錯綜複雜，

受災成因包含土石流、崩塌、走山、堰塞湖等，因區域地質地

形的條件不佳，所以僅能以相對安全的概念，於脆弱地區評估

可能的重建基地。安全乃相對的概念，目前沒有學理或研究能

保證絕對安全，而藉由相對安全概念的建立、透過科學性的劃

定，危中安地之劃設機制與準則仍有其必要性。 

二、 本案之安全建地區位分析，係著眼於全國規劃與可行性評估，

著重於在「劃設機制與準則」之確立。災後重建實務操作仍應

回歸縣市政府，透過與居民的協商，或經社區營造等手法落實。 

三、 以莫拉克颱風的災害經驗，反思水災、山崩等災害動態發生條

件如何影響脆弱度，列入安全建地劃設時的考量（如：土石流

堵塞河道引起溢流或漫流，而產生災害）。土地的安全性會受

到相對動態因素的影響，反應出何處可能是不安全的，並透過

災後案例來說明危中安地，在災害過程中可能面臨的危險。 

四、 易致災地區的基礎地形地質條件相對較脆弱，而災害潛勢基本

圖，未必能完整涵蓋所有可能發生災害的地點（如：每年新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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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之土石野溪皆是以往調查研究未曾預料，或土石流地區周圍

坡地，受風雨影響而持續崩塌中），因此應留意環境脆弱度在

研究上的限制，並說明所面臨的條件與限制。 

五、 安全建地的評估經現地勘察與災後較清晰的影像，檢視現地近

況，並將區域限制條件納入考量（如：堰塞湖、走山、土石流、

交通中斷等情況），做安全建地區位分析的考量，並排除現況

無道路到達但較安全，除生計維持困難外，對道路開發擾動的

影響程度也難以評估。 

六、 建議規劃團隊將署內相關受災地區安置的長短期方案與安全

建地區位分析的成果做一比較，了解其間差異。 

七、 關於期程的提醒，請規劃團隊於 98 年 10 月 22 日前舉行第 2

次諮詢委員會議及提出期中審查報告書。 

 

伍、結論 

一、 請規劃團隊依前述以上之意見修正。 

二、 期中審查會議將於 98 年 10 月 26 日至 98 年 10 月 31 日間擇

一日舉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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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建立易致災地區之安全建地劃設機制與準則(第二期) 

第五次工作會議記錄 

壹、時間：98 年 10 月 27 日（星期二）下午 5 點 00 分  

貳、地點：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5F 會議室 

參、出席人員：                                    紀錄:劉品辰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謝正昌副分署長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陳愷隊長、馮景瑋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金會               林漢良教授、劉品辰 

 

肆、會議討論事項： 

一、 透過本計畫案例的操作並建立劃設機制與準則，所需圖資項

目、圖資如何更新、內業各步驟操作流程與外業現勘程序等一

連串作業整合，將有助於安全建地（災後重建基地）初步區位

所在的資訊。 

二、 關於本案風險地圖劃設的高風險村里所援引比對之災例資料

來源係採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之勘災報告（農委會水土

保持局－土石流、坡地災害；經濟部水利署、各縣市政府－易

淹水），其對災區有實際地理範圍之資訊，並於受災第一時間

進行現地災情調查，從高風險村里的行政空間區位要進到指認

有發生災害的高風險聚落，此資訊將有助於高風險聚落災害確

切地理空間的指認，並列為易致災地區劃設機制與準則的程序

之一。 

三、 台灣災害頻傳，透過易致災地區的評估，對高風險與受災聚落

等有面臨易地重建需求之地區優先進行重建基地替選方案的

內外業評估。因此，於災害發生之前係以虛擬儲備土地的概念

評估可能重建基地所在區位並建立資訊；於災害發生之際，依

據災害所發生據點，亦可透過本案操作程序，以離災不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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離村不離鄉的準則，尋找鄰近可能之重建基地區位。 

四、 關於高風險聚落的指認，在其空間範圍如何認定？聚落的認知

得以回歸到人類在尋求棲息處時，憑藉著對地形、地勢的選

擇、天候的適應、水源的取得，以安全、舒適、方便的直覺思

考，並在不同的環境與天候各異的條件之下，以各自的社會組

織、生活行為和活動場所交織出風格特質迴異的聚落、山城、

鄉鎮與都市；而穿插其間的場所與空間，是經過居民長時間的

生活經驗與行為互動自然成形，或因實質的需求而規劃出來的

結果。而台灣行政空間範圍最小單位為村里界線，是台灣最小

之法定空間單元區劃，本案之高風險聚落的災害影響範圍認

定，除了規模的定義外，請規劃團隊試訂聚落之空間單元，提

高圖資之可讀性。 

五、 相關應補充的準則、以及劃設成果是否合理再請規劃團隊自我

檢示。 

 

伍、結論 

一、 請規劃團隊依前述意見修正。 

二、 「安全建地」區位分析及劃設準則的建立與說明，並完成 100

處高風險聚落之現地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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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建立易致災地區之安全建地劃設機制與準則(第二期) 

第六次工作會議記錄 

壹、時間：98 年 12 月 08 日（星期二）上午 9 點 30 分  

貳、地點：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5F 會議室 

參、出席人員：                                    紀錄:劉品辰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陳愷、馮景瑋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金會               林漢良教授、劉品辰 

 

肆、 會議討論事項： 

一、 關於期末報告內容結構的擬定，於第二章中論述本案在前後期

執行下的易致災之安全建地劃設問題分析，從理論、程序、定

義、資料等，分述相關不確定性因子（特別是本案以各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的潛勢資料為風險地區的研究資料，因此資料上會

面臨生產的時間、精度與調查目的的不一致，產生不確定性，

出現落差問題）。針對不確定性因子，分述本計畫如何去克服潛

在問題及既定限制。於第三章文獻回顧討論災害與災害損失、

災害風險與災害風險管理、災害風險分析等部分。第四章則從

理論到可以操作的過程分析，如何建立脆弱度以致風險分析的

評估架構等，建立分析研究與工作方法（如資料的不確定性、

空間尺度的不確性、時間的不確定性等，即透過田野調查的手

法來做一個調整與排除）。第五章至第七章為實際操作工作的建

立（第五章的風險地圖劃設、第六章安全建地內業評估、第七

章是高風險聚落田野調查）。第八章於本計畫的研究架構導入莫

拉克風災情境，進行實際災害情形的探討，產生何種不確定性

因子，及對莫拉克颱風的解釋能力。第九章以資料庫的設計為

重點系統查詢及呈現。第十章為易致災地區之安全建地評估指

標體系係將所劃設的危害等級、風險等級的界定做系統性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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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將高危險，以指標的概念呈現），係本案劃設指標體系架

構的總整。第十一章後續研究，首先建議指標架構體系的精進

與土地儲備程序的建立，以風險評估及安全建地評估指標體系

為主體，建立量表的操作型式（包含二手資料的地方評估量表、

歷史災例記錄），以評估表格表達，在資料蒐集、驗證等程序，

讓第一線人員方便操作，便於實地踏勘、記錄、分析災害資訊；

第二，未來規劃重點係為土地儲備的制度，每一處安全建地的

條件不同，可從法令程序、規劃辦理、財務分析等階段分析，

並透過實際案例的虛擬操作，歸結其操作流程。 

二、 關於擴大辦理第七次工作會議會前準備：會議型式為邀集多方

意見，以互動討論為主，透過摘要簡報內容、互動式圖層資訊

操作及實際環境的資料庫（Database）地圖資料操作，呈現災

區之災害資訊與安全建地評選流程，讓縣政市府相關辦理人員

以實際操作經驗，提供本案修正參考。 

 

伍、結論 

一、 請規劃團隊依前述以上之意見修正。 

二、 擴大辦理第 7 次工作會議暫訂於 12/21（一）上午 9:30 於本分

署 5 樓會議室，敬儘速準備議程、簡報、書面資料以利辦理會

前行政事宜。請規劃團隊輔助海報與圖資資料，方便會議當日

現場說明，本分署提供相關協助。 

三、 本案相關期程： 

1. 第 3 次諮詢會議訂於 98 年 12 月 18 日星期五下午 2 點於成

功大學都市計劃學系 1F 會議室舉行。 

2. 請於 12/21（一）前將期末審查報告書 40 份送達本分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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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建立易致災地區之安全建地劃設機制與準則(第二期) 

第七次工作會議記錄 

壹、時間：98 年 12 月 21 日（星期一）上午 9 點 30 分 

貳、地點：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5F 會議室 

參、出席人員：                                  紀錄：劉品辰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陳愷、馮景瑋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金會                   林漢良教授 

肆、會議討論事項： 

一、 有關原地重建、就近重建或遷建，依莫拉克風災經驗，由專家學

者等專業評估與部落居民意見，取得共識後，方可辦理相關安置、

土地鑑定等工作。 

二、 莫拉克災後重建工作，行政院已核定莫拉克「區域重建綱要計畫」

後，由經濟建設委員會協調相關部會，完成莫拉克風災特定區域劃

定程序，應探討此計畫與本案高風險聚落評估之異同。 

三、 行政部門（如重建會）在劃定特定區域時，若區域內之違法濫建、

無建照的狀況頻繁，應於諮商取得共識後，限期搬遷，以期回復原

來社區文化型態，此可供第三期案執行之參考。 

四、 「避災」旨在教導居民了解危險區域，平常雖可居住，但災害來臨

時，則須疏散至安全區域；因台灣地小人稠，無法達到絶對安全的

「離災」，而以相對安全的「避災」，達符合現況需求，並請於期末

報告書中清楚界定。 

五、 本計畫之高風險聚落分析係以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提供之圖

資，進行模式分析，配合現地勘查，並以莫拉克颱風所造成之影響，

檢核其解釋度。現地評估部分，本計畫導入地方人士訪問的程序，

加深對現況災害及發生過程的瞭解，與地方對防救災之應對措施，

可補強資料與時間不一致，所造成的不確定性，和專家學者因專業

的不同對現場判定的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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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脆弱度」廣義上包含三大類因子，一、受保全對象之收入、知識、

訓練等社會經濟條件，影響其受災和抗災的程度；二、地方公共設

施或基盤設施的品質，影響地方的防救災能力；三、工程設計基準

迴歸期係數的界定；皆為本案「相對安全」需考量之重點。 

七、 高風險聚落之評估，在災害過程錯綜複雜、研究資料的不確定性、

全球氣候環境變遷與災害發生的過程尚無資料之下，使得高風險聚

落之評估具糊模地帶，本計畫以現地勘查，進一步驗證此機制，並

檢視其落差。 

八、 「虛擬儲備土地」係於易致災地區週邊，相對安全的建地，可達國

土復育之目的，但目前相關的重建安置、開發設計與法令程序的程

序步驟，尚未完善，仍有進步的空間。 

 

伍、結論 

一、 請規劃團隊依前述意見，參酌納入本計畫之結案報告書。 

二、 期末審查會議預定於 12/28（五）上午 9:30 假本分署 5 樓會議室

舉行，屆時請計畫主持人簡報並準備書面簡報資料 4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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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諮詢小組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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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辦理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建立易致災地區之安全建地劃設機制與準則（第二期）」案 

第一次諮詢會議記錄 

壹、時間：98 年 07 月 24 日（星期五）上午 10 點  

貳、地點：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 1F 會議室  

參、出席人員：                                   紀錄：劉品辰 

一、主持人：林漢良助理教授 

二、協同主持人：謝俊民助理教授 

三、諮詢委員（按姓氏筆畫排序）：李德河教授、李振誥教授、張益三副教授 

四、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馮景瑋、黃琳芳 

五、專案助理：                劉品辰、黃韋慈 

肆、報告： （略） 

會議簡報書面資料已於會中分發予出席人員。 

伍、討論（依發言次序） 

一、李振誥教授 

（一）易致災地區的疊圖應嚐試建立低風險甚至無風險的觀念，基本上會依安置、

避難、遷村不同使用目的，並且建議加入可及區域劃分出來。 

（二）易淹水危害度地圖中所使用之潛勢圖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所製，而其資

料在空間範圍上未考慮地層下陷區，然而嚴重地層下陷區目前係水利署的重點

治理區域。建議風險區中應加入對地層陷區的思考，反應出實際這些區域的淹

水情形。 

二、張益三教授 

（一）由於本專案係在於建立機制與準則，因此在建立的標準上必須要釐清。安全

建地的評估上，必須要更嚴謹的態度尤其是應避開災潛區，離災害要夠遠。透

過類似建立安全係數的概念，設法勿觸法令責任等問題，安全為上，因此機制

與準則的擬定必需非常小心、嚴格。 

（二）山坡地開發適宜性分析應考慮的各個因子、變數非常地多，尤其好發災害地

區多半在山坡地區，因此在安全建地劃設機制與準則當中應適度考量山坡區開

發適宜性之評估參數。另外，近期為颱風季亦是台灣地區的豐水期，若此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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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造成風災可取發生災害地區的影像圖以參考。 

（三）關於當地意見的訪談，為避免在沒有任何資料背景下居民以個體記憶為基礎

提供片段的意見，在空間的指認上也較困難。如欲提高地方意見的參考價值，

建議嚐試舉辦公聽會的方式蒐集地方意見，除了增加資料的面向外，也提高了

資訊的公信力。 

三、李德河教授 

（一）於進行高風險聚落現地勘查時，建議詢問居民聚落存在多少年。尤其山區地

形地質條件險惡，尤其是原住民經歷清領時期、日治時期，為適應各項生活條

件最後而選擇在此安居，某種程度上現居地對原住民族有可能為經驗中較為安

全的地區。 

（二）在今年水土保持局所更新的 1,503 土石流勢溪條潛勢溪流當中，尤於溪流是

否經整治或疏濬對災害的影響程度不同，因此在現地作業時應觀察現地是否經

過整治等工程的資訊。 

（三）關於坡地災害風險地圖中目前所使用之潛勢資料來源為中央地質調查所，雖

囿限於資料本身是缺乏花東地區，然而實際上花蓮縣、台東縣的崩塌情況近年

來愈趨頻與嚴重，應考慮反映出這些可能的災害類型及其影響範圍內是否有脆

弱度。同樣在易淹水地區的高風險村里中沒有見到台南的將軍、北門地區，可

能係由於淹水潛勢圖的推演條件中只有降雨的參數，相對地沒有考慮對於海水

倒灌引起的淹水，但盡可能高風險村里應與經驗法則可以比對起來的話是較佳

的解釋。 

四、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本期外業工作量繁重，於行車或現調過程中凡事注意安全優先。 

 

 

 

 

 

 



附錄三-5 
 

委託辦理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建立易致災地區之安全建地劃設機制與準則（第一期）」案 

第 2 次諮詢小組會議記錄 
壹、時  間：98 年 10 月 23 日（星期五）  上午 10 點  

貳、地  點：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 1F 會議室 

參、出席人員：                                    記錄:劉品辰 

一、協同主持人：謝俊民教授 

二、顧問：蔡金郎教授 

三、諮詢委員/顧問（按姓氏筆劃排序）：李德河教授、李振誥教授、張益三教授、               

四、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馮景瑋、黃琳芳 

五、專案助理：李淑芬、黃韋慈、劉品辰 

肆、報告： （略） 

伍、討論：（依發言次序） 

一、李振誥教授 

（一）關於災害風險的範圍，以大區域來檢示局部地區在圖上看來是不在風險範圍。

其為該地區沒有災害潛勢或者是資料本身的不完整；另地層下陷、溢淹的災害

亦不在評估類型中。再者，由數種比例尺不一之基本圖資所繪製之風險地圖反

映出不一樣的精度。而最後精度呈現的圖資，是否能回歸到委託單位所需，以

上請規劃團隊再確認釐清。 

（二）安全建地的現地調查作業是由內業的 S.O.P.選出來後，得到一個區位的資訊；

而因其發生的災害類型不一樣，則 100 處的現地確認程序是用來輔佐修正、驗

證內業成果的程序之一。 

二、蔡金郎教授 

（一）關於災害現象的描述，建議善用地質上的專有名詞，山上土石滑動，或岩層

滑動，俗話都叫「走山」，但是在地質學上並沒有這個名詞。一般來說，走山

指的是較大範圍的地質現象。由風化侵蝕作用所造成的岩屑，岩塊或出露的岩

層常常可以沿著山坡或山崖向下移動或崩落，俗稱山崩。在地質上名為塊體運

動（mass movement）。山崩並不是一個特別地質名詞，而是一個通用的非技術

名詞，泛指一切可以覺察得到的塊體運動。地質學上，山崩為乾型的、少或不

含水之大規模岩體、岩塊、沙石、土壤等以慢至快速或極快速下滑移動或墜落

之統稱。另在安全建地區位的選擇上，較平坦之河階台地多近河川區或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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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注意河流流向與轉彎攻擊處、流速大的地方易遭沖刷淘空等。 

（二）小林村位於高雄縣甲仙鄉的楠梓仙溪河畔，是一個低位的古土石流堆積扇，

其背後則為高位的古堆積扇，因為地殼上升的關係, 現在已被抬得高高的。台

灣的多階台地，因為地殼抬升的關係，每一階代表一次的地殼抬升，數字越大

表示越早堆積，即越早堆積者，位階越高。就在最高的河階上堆積了堆積扇或

沖積扇。由水力堆積而成者稱為沖積扇，由土石流堆積者稱為堆積扇，小林村

的埋村災變是因為暴雨之後，發生岩層飽水，因而促發山崩，由於暴雨不停，

所以進一步引發土石流；含水的土石，有一部分掩埋小林村，另一部分則向楠

梓仙溪的對岸擴散堆積。 

三、張益三教授 

（一）台灣山多坡陡、河川短促、地質脆弱，每逢颱風豪雨，山區容易發生山崩、

地滑、土石流等情事，往往造成中、下游地區之土石災害，欲在危地中找安

地，尤其是以鄰近的概念去劃設，劃設機制與準則制定後，在實務經濟上仍

需會同專家學者勘查與評估。 

（二）風險地圖的劃設係由相關基礎資料的蒐集，經由量化公式運算繪製，然而公

式架構的建立具有一定的解釋力無法涵蓋所有災害可能發生的狀況。因此，

各種劃設因子之間交互作用如何產影響，對於風險預測的結果應說明評估的

合理性。 

（三）進一步瞭解安全的定義，會居住在高風險區，無非是因方便取水、輸運及易

於墾殖。過去聚居的人少，災害並不顯著，但在居住人口迅速增加，台灣地

區土地資源有限，其中約有三分之二的面積係屬不適合高度開發的高山地區

及山坡地。衡量各種客觀環境因素，山坡地因其自然條件特殊，易致災地區

鄰近的重建基地的開發利用若無法避免，上位政策的推動尤其是土地政策對

整體山坡地的環境容受力及設施容受力等總量管制應具有法定的效力，否則

不適當的開發行為將導致災害衍生及不可恢復的資源浪費，原相對安全之地

區亦會因受鄰近影響而成為相對不安全之地區。 

（四）關於潛勢資料本身太舊或者範圍不完全，淹水的資料可請益成功大學海洋及

水利工程學系的蔡長泰教授、坡地災害可詢問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主任陳

亮全教授各相關單位新的資料。 

（五）由於遷村不只是把一群人由一個地方遷往另外一個地方之複雜過程而已，還

包括遷住戶對原土地之歷史、文化與生活連結，以及對新土地之調適與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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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災後重建的過程民意具有其重要性，亦是重建遷村政策是否推動成功

的因素之一。 

（六）以落實國土安全規劃的眼光來看，莫拉克災後政府宣示了以國土保育為先的

區域重建綱要計畫，以災後重建、國土保育為優先，像是不可以開發的地方，

一定要保育，土地被過度使用、被誤用、濫墾的，現在要以保育為先。而欲

在危中尋找重建基地，此區位必定承受某種程度的風險，安全只是一種相對

的概念，因此，建議規劃團隊在其安全係數上的表達要有一套自己的主張與

較清楚的定義，讓讀者可知在什麼條件下和什麼資源的輔助下可知相對安

全，而哪些不確定性因子可能導致不安全。 

四、李德河教授 

（一）安全的定義其實是相對的，並沒有絕對的安全。法令上尚無法定量規範何謂

安全，這係一連串相當嚴謹的過程，在學術研究上可行，而在實務本質上不

宜稱之『安全建地』之劃設機制與準則，建議可稱之『可遷移土地』。尤於易

致災地區係整個環境地質的條件不好，可遷移土地欲合法利用必經地質、水

利、工程、規劃等專家會勘為宜。 

（二）可遷移土地基本上要考慮到區域文化的差異性，在山區的重建不免要考慮如

何維生，如何維繫產業以滿足基本生活條件。 

（三）八八水災暴雨在南部沿海地區造成巨大的災害，西部沿海各鄉鎮由於養殖事

業的發達抽用地下水極多，同時重要河川之上游築壩攔水造成下游沿岸漂砂

減少海岸退縮等，地盤下陷與國土流失相當嚴重。如屏東縣的林邊、佳冬與

雲林等地，該處因地勢低，經年累月遇潮積水、遇雨淹水、平時整個雨水下

水系統淤積阻塞，如今遭遇暴雨積水成災，有人提議遷村重建，個人有另向

的思考方式在改變土地使用與規模的方式下，｢就地升高改善｣，其不僅不大

幅改變這些低窪地區人民既有生活居住習慣，同時亦不用離開其大部份產業

所在及社會倫理家族關係的故鄉，可為執政者執行重建之另項選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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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辦理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建立易致災地區之安全建地劃設機制與準則（第一期）」案 

第 3 次諮詢小組會議記錄 
壹、時  間：98 年 12 月 18 日（星期五）  下午 2 點  

貳、地  點：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 1F 會議室 

參、出席人員：                                    記錄:劉品辰 

一、主持人：林漢良教授 

一、協同主持人：謝俊民教授 

二、顧問：蔡金郎教授 

三、諮詢委員/顧問（按姓氏筆劃排序）：李德河教授、李振誥教授、張益三教授                   

四、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馮景瑋 

五、專案助理：李淑芬、黃韋慈、劉品辰 

肆、報告：（略） 

伍、討論：（依發言次序） 

一、李振誥教授 

由於本計畫以各災害主管機關的潛勢資料作為風險地區的基礎資料，由於該

資料是由不同的單位、在不同的時間、因不同的調查目的、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

致使在易致災資料的正規化和整合應用上有相當程度的困難性，應注意勿過度相

信二手資料的成果，而應透過災例分析並揭露本案在應用上可能面臨之限制。 

二、張益三教授 

（一）關於不適發展區之評估項目，在莫拉克災後，國土保育保安等環境議題更受

到重視，因此建議可再納入之評估項目包括環境敏感地中的文化古蹟敏感

地、水質水量保護區、國家風景區等，尤其周圍環境若相鄰超過一定面積之

環境敏感地應多加注意區域性的影響。 

（二）後續研究有關土地儲備面臨相關議題建議可依從災後重建條例與重建基金會

重建社區之管理機制、費用與相關法令修改狀況一併回顧之。而災後許多技

師工會在災害現地資料蒐集已累積相當之成果，可提供易致災地區之劃設為

輔助參考資料。 

（三）由於易致災地區之安全建地方案在選定之後仍有一定之時效性，尤其易致災

地區鄰近土地容易受地形地質條件之影響，如果外圍土地相關管制規則不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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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可能造成影響安全建地。 

（四）簡報之表現法上包括字體大小、色調等建議以一目了然或強烈對比之方式呈

現。 

（五）安全建地之安全性評估，在實務上於土地儲備階段時應會同專家學者、專業

技師等會同勘查以確保其安全性。 

（六）安全建地劃設流程評估因子中的公有地中「台糖地」並適合為一分類準則，

建議改成「公營事業用地」。 

三、蔡金郎教授 

（一）易致災地區之劃設機制與準則以全台灣為範圍，大區域下的判識條件有一定

精度之限制，因此，安全的定義必須進一步以地區的尺度去檢視之，安全建

地進入實地開發時必須尋求不同領域專家學者的支持與確認，並進行小區域

之地質調查，擴大調查因子的範圍包含規模判定、環境影響評估等召開專家

會勘程序建立安全性，尤其山區中地勢較平坦地區多為古河川堆積地，對安

全性有一定之影響。 

四、李德河教授 

（一）易致災地區之於安全建地，是兩個相對的概念，而在執行單位的規劃思維中

哪一部份的比重較多，是由危險程度來定義安全，或以不安全來定義危險，

建議可再思考其命題是否對欲達成之成果。 

（二）規劃團隊利用以危地不居的概念來建立劃設準則，評估因子包括法令上不能

抵觸之項目與沒有佔用之土地因子等評估準則，建議再列表以釐清，提高可

讀性。 

（三）災後社會文化如何復甦其議題之複雜性可能遠高於一般社區營造可能面臨之

問題，由外地人看原鄉文化與與當地人看原鄉文化大相逕庭，例如原民認為

祖靈的地方不能去等問題非本計畫架構可以處理，應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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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初審查會議記錄及回應】 

時間：98 年 07 月 28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00 分 

地點：營建署 5 樓會議室 

出席人員：略 

與會意見及回應： 

委員 審查意見 修正回應 

一、洪主任

啟東 

（一）基本上銜接了第一期之研究成果，然有

關期初報告中，有若干疑義，就教為建議規劃

委託單位。 

（二）別字、落字集序號等報告遺漏，有必要

作確認（會議前已有＂勘誤表＂發送），關於

文獻及初處仍須註明，尤其是有關安全建地劃

設準則／圖資整合（主／細計畫／非都市計畫

／等比例尺／個案災害規模相對之安全建地

劃設區位、範圍、有必要再作進一步加強及表

現。 

文字標號排版錯誤已修訂，敬請參見本報告書

各章節；另關於本階段安全建地主要在於區

位，後續與都市計畫／非都市計畫體系法制銜

接，而落實地區性虛擬土地儲備，係由地方縣

市層級以推動執行，建議納入第三期之續接研

究方向。 

（三） 

1. PPT.15-16，有關之實用性、運用性、技術

轉移、例如，如何補償、相關之土地儲備

制度、圖面及土地使用（變更）等作業程

序之配套如何與＂建地＂劃設配合？ 

2. p.12 有關土地價格與權屬，如何於災後重建

作＂調適 （adaption）＂？ 

3.a.圖資資料庫之建立（checking list） 

b.劃設準則及建地與保全對象之災害規模

有無 辦法能透過＂案例＂表現，而非僅有

描述。 

c.成果及既有現象之一致？貢獻度之推

廣。（風險地圖劃設之成果，與水保局公

布有否差異？） 

4.可參考洪教授之回復力指標系統。 

1. 此案原為三年期之中綱計畫，第一年係在

危害度地圖的建立、建立整個架構的操作

流程；今年的重點與第三年銜接的部分，

應透過示範聚落來評估實際土地儲備的都

市計畫程序、徵收補償、溝通協調程序上，

所需之資料庫為地方層級的尺度，列為第

三期執行主要的內容與核心的初探。 

2. 由於本案為全國性規模的評估，儘能提供

公有地之價格予決策者評估參考之用。 

3. 遵照辦理，納入後續資料庫建立機制。 

4. 有關風險與暴露度將牽涉到非常複雜的圖

資，而本計畫指涉的脆弱度主要為暴露量

的部分，然而脆弱度還包含回復力，還有

所謂的適應（adaption）等三個基本概念。

回歸到屬性的掌握上，若要清楚的區分建

物的回復力或是適應力、暴露的等級，必

須要有建物的結構的等級以區別不同建物

結構、或是新舊程度，對抗災害的能力將

不同，而區別出這種屬性資料是理論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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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審查意見 修正回應 

行但實務上執行難度非本計畫可及。尤其

在人為部份，以國外文獻發展脆弱度的經

驗，回復力亦要區別災害等級（如土石流

要以不同的級距評估人民的收入、社會階

級、社經條件），當不同條件的人遇上不

同的災害等級、不同的災害類型，脆弱度

即不同，綜合起來其複雜性非本計畫所能

執行之，因此資料基礎要求將非常細密以

忠實呈現其屬性（相異的人、建物、產業）

對抗不同風險，或是不同災害等級時的抵

抗能力是多少，理論上是可以探討發展

的，然而在操作的可行亦仰賴於資料能否

支持。 

二、陳委員

建忠 

（一）請再界定確認安全建地定義用途是永久

性安置用地，抑或供臨時或中期 3-5 年的臨時

性用地，如是在土石流區，該地區很難復原勢

必要安置，而淹水區則水一退，則可回遷，如

此，以上兩種情況對用地需求截然不同，可列

為用地選擇機制參考。 

以莫拉克風災為例，屏東縣縣林邊與佳冬等區

域地勢較低，經年累月遇潮積水、遇雨淹水、

平時整個城鎮雨水下水道系統就淤積阻塞。若

該地區當前的產業與生活居住型態無法改變，

後續仍會面臨海水面升高及國土沉陷海海岸流

失等問題，安居之地無法以離家不離村、或離

村不離鄉之遷村重建的思維方式來處理。 

（二）計畫要現勘 100 處安全建地，其工作量

妥適分配，以期能在有限時間、經費、人，能

找到較佳的處所，如以報告書中的高雄縣三民

鄉，單程交通時間，就要 3 小時以上。 

遵照辦理。 

（三）安全建地可思考的是(1)受災處與安全

建地距離(2)使用時是變更非都市土地變更或

都市計畫變更，其所界定的時間同(3)是否存

有其他或類似災害發生的可能性的(4)土地取

得難易程度(地價、地上物拆遷補償等)(5)生活

適合變。 

感謝賜教，關於建地距離、避災、與生活適應

等評估項目納入參酌，詳細規劃內容敬請參見

本報告書第五章安全建地劃設機制與準則；另

土地變更與取得等涉及縣市地方層級之執行推

動，建議納入第三期續接研究方向。 

（四）建議可由縣市或公所提報安全建地的建

議名單，再加以審勘。 

遵照辦理，台北市政府農業處與雲林縣政府農

業處皆有提供，並依其提供地點辦理，敬請參

見本報告第四章第十節說明。 

三、洪教授

鴻智 

（一）對於所謂的「安全建地」，建議能更清

楚的界定，特別是其劃設目的為何？提供給誰

使用？有無相關的配套機制？皆有待更清楚

敬請參見本報告書第五章安全建地劃設機制與

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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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審查意見 修正回應 

之界定。 

（二）符合哪些條件之建地，方稱為「安全建

地」？這些建地劃出後，是否及隱含有安全保

障的建地？ 

易致災區地區之安全建地，欲在危中求安，理

論上與實務上之難度都有相當難度。莫拉克風

災呈現災害動態過程之複雜性，受災成因包含

土石流、崩塌、走山、堰塞湖等，因區域地質

地形的條件不佳，所以僅能以相對安全的概

念，於脆弱地區評估可能的重建基地，無法保

障其絶對安全性。安全乃相對的概念，目前沒

有學理或研究能 保證絕對安全，而藉由相對安

全概念的建立、透過科學性的劃定，危中安地

之劃設機制與準則仍有其必要性。 

（三）p.8 所列出之安全建地基本資料（庫），

提供的尺度為何？（例如是）以鄉鎮、村里或

個別宗地為基礎？）且這些內容是否已足夠？

安全建地基本資料（庫）將由數個大小為 40 平

方公尺網格所組成的一個大範圍宗地所建立。

（四）第五章第四與第五節之脆弱度確認內

容，是否只是蒐集建物、產業、人口特性之內

容？這些特性與脆弱度的關係為何？（例如人

口數與脆弱度的關係是否必然成正相關？）是

否須考慮暴露程度？這些指標「安全建地」之

關係為何（例如脆弱度越高是否越不適合做為

安全建地？） 

安全建地的供給量尚需考量到可能受災對象的

規模，依暴露程度來說，現場調查脆弱度主要

為受災對象的規模：包含了潛勢影響範圍(直接

影響)以及潛勢範圍周圍 300 公尺環域裡有人口

家屋等可能遭受災害波及的地方。 

（五）第五章第六節至第八節所說明之現況調

查結果，如何扣住「安全建地」劃設之主要目

標，建議能更進一步說明（報告中所示之調查

程序與內容，似較接近災情調查） 

敬請參見本報告書第三章工作規劃與第五章安

全建地劃設機制與準則。 

（六）是否進一步考慮不同地區的「回復力

（resilience）」與「調適能力（adaptive capacity）

或策略」之特性…？此在安全建地之劃設，可

能具有一定程度之意義 

暴露量（exposure）與風險若欲導入回復力、適

應力的話，應該調適能力亦必須嚴格地被執

行，例如縣市政府的救災能力亦應該列入評

估。學理上討論脆弱度，討論的規模可以很大，

但是執行的規模很小，尤其是從全國性的小比

例尺風險評估，如何以大比例尺的現調查來銜

接，然而在操作的可行亦仰賴於資料能否支

持。因此，在本執行架構中涉及之脆弱度討論

以暴露量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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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審查意見 修正回應 

四、陳組長

聯光 

（一）本計畫依第一期工作成果建立易致災地

區之潛勢地圖，建議可依過去重大災害記錄進

行篩選、進行評估。 

遵照辦理。 

（二）高風險危險聚落調查建議補充說明如何

定義聚落與災害之關係，以及安全建地選擇標

準（距離、規模…）。 

本計畫執行程序中高風險聚落的建立，易致災

區的劃設是中一項指標，尚須參考其他災害發

生紀錄，於是評選高風險聚落指標的時候，一

個村里具災害紀錄，則可列為所謂的災害的高

風險聚落。 

（三）建議加強安全建地相關資料庫之內容詮

釋說明、以及建置參考依據。 

敬請參見本報告書第五章安全建地劃設機制與

準則。 

（四）現地調查內容建議參照相關機關易致災

調查成果，以避免重複相關２３４，並以安全

建地為調查重點。 

遵照辦理。基本上安全建地期以離災不離村，

離村不離鄉之區位選擇原則來劃設，並就地機

關有易致災調查成果亦會取之參考。 

（五）目前相關第一期成果風險地圖，建議於

圖面加強調查分析範圍，避免使用者之誤解。

遵照辦理。 

（六）P.43 頁與表 4-7 高風險涵蓋脆弱度面積

2.442 平方公里…其範圍是指村里易或是實際

易淹水區域之面積？建議補充說明之。 

遵照辦理。高風險涵蓋脆弱度面積係指暴露於

災害中的受體規模，而於本報告書中係為暴露

於災害中的集居脆弱度因子面積（並非村里範

圍面積）。 

五、邱教授

景升 

（一）安全建地也應如災害風險般對安全性分

等，說明安全建地本身亦有風險，並非百分之

百安全，以避免特例發生時成為報告完整性與

工務執行的漏洞。 

遵照辦理。 

（二）p.36、p.37 中表格呈現之高風險村里的

面積與對應圖面標示區域的數量似乎不同，是

否為原始資料所採用多邊形或網格大小不一

造成精度、面積的差異，需要補充說明。 

遵照辦理。該欄位面積值係指脆弱度因子暴露

於災害中的面積，已補充說明。 

（三）建議委員回應的研究方向或方法細節雖

在合約中沒辦法實行，但仍希望能見到在報告

中回應。 

遵照辦理。 

（四）雖然合約如是，但一百處的村里的樣場

勘察實在太多，建議以複合三種不同災害之村

里算為一處調查，以增加調查便利性，請與甲

方研擬。 

遵照辦理。 

（五）建議 p.33 各項資料採用的單位應予以

標註，以供參考。 

文字標號單位疏漏等錯誤已修訂，敬請參見本

報告書各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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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審查意見 修正回應 

（六）風險地圖的劃設是以特定之操作過程，

甚至是公式求得，若安全建地的劃設只是以現

場的勘查、或質性的材料決定，那麼在學理上

不是那麼的恰當，建議可能的話以一些定義、

可操作的，等合適的過程（如疊圖等方式）行

之。 

敬請參見本報告書第四章安全建地劃設機制與

準則。 

六、內政部

建研所書

面意見 

（一）國土利用調查，易致災安全建地資料庫

的比例尺是否可予以盡量配合，以利都計、非

都土之地主，細部計畫書圖製作時疊圖使用，

以利土地使用分區檢討變更時佐證。 

安全建地現地勘查的部分，理論上操作的過程

就是從國土利用調查，經過排除與適宜性的分

析之後， 後方案的以國土利用 1/5,000 的統一

為調查底圖。 

二）為利於非都土地審議作業規範檢討，資料

庫建置時建議將研究內容中＊＊專有名詞詳

細定義，簡化查詢系統，符合使用者或審議委

員查詢參考，同時避面誤解。 

本計畫相關名詞定義詳本報告書第二章，而安

全建地與都市／非都市法令體系之銜接，係由

地方縣市政府層級執行業務，建議透過後示範

聚落來評估地區性尺度之易致災地區及安全建

地適合之規範與內容。 

（三）第五章第五節「安全建地替選方案」，

基於「安全建地」並不是那麼絕對，因此考慮

到災害調適的精神，是否在準則上考慮對外聯

絡道路安全性(便於後撤)?是否再分安全等級?

請再評估。 

於安全建地替選方案於現地條件比對時，會儘

量以有路可到達與田野調查作業可及之處者為

優先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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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審查會議記錄及回應】 

時間：98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五)上午 09 時 00 分 

地點：營建署 5 樓會議室 

出席人員：略 

與會意見及回應： 

委員 審查意見 修正回應 

一、洪主任

啟東 

（一）有關安全建地之相關資訊蒐集（p.7）：

安全建地資料庫，含括土地價格、土地

權屬…等： 

1. 資料蒐集應有其困難度，可透過網路平台

連接地政單位，宜加強說明其與安全建地

指標體系之關聯（「公有建地」或國有土

地為主之差異？如 p.45 中徵收地價為每分

地 65 萬元，但地主預期價格為 100 萬元）

2. 圖 資 比 例 尺 、 交 通 可 及 性 （ 步 行 半 徑

500-800 公尺、p.681 中候選位置 2.8 公里

處或避災地點向外延伸 300-600 公尺處）

是否與都計公設配套規劃一致或「防災生

活圈」吻合？（或逛、里） 

3. 安地建地之可容納人口數之「供／需評量

標準」為何？ 

1. 公有地籍之土地價格、土地權屬等資訊旨在

提供做安全建地決策參考，公部門可視情況

以公有地比例較高之方案，可減省土地取得

之阻力。 

2. 此部分交通可及性規劃視易致災地區現地

狀況，是否納入防災生活圈應以地區尺度以

探討如何都市／非都市計畫體系與規範銜

接，建議納入第三期研究範圍。 

3. 安全建地之可容納人口數估計係依準則選

出之地區，依受災聚落規模，選取面積規模

相當之建地方案。 

 

（二）pp.9-10，圖 1-1、1-2，宜搭配「時程」

及本期之安全工作項目「具體落實」案

例城鎮；例如台南或屏東個案，再請城

鄉發展分署確認。 

感謝賜教，納入後續執行機制之資料庫中。 

（三）p.14，有關高風險聚落指認，宜更明確

地指認出涵蓋哪些村里。（針對三種災

害類型下之易致災區） 

已修訂，敬請參見本報告書第四章易致災地區

劃設。 

（四）p.17、p.19 中，hazard／disaster 之譯

名應一致化；p.26 中，公共設施因子，

是否包含公園、綠地、廣場、停車場？

p.31、p.35、p.39 三種災害風險地圖，

pp.37-38 宜蘭地區的資訊請補充說

明。 

1. 已修訂，敬請參見本報告書第二章。 

2. 公共設施以機關團體、學校、醫療保健為

主，無包含開放空間公共設施。 

3. 宜蘭地區受災資訊敬請參見本計畫「現調成

果報告書」中宜蘭縣災例說明。 



 附錄四-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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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對重建用地之取得，重大災害之決策制

定： 

1. 公有土地（台糖）閒置區及撤校校區「建

地」與本案進行之「正當性」？請說明。

2. 本 案 參 放 及 回 顧 相 關 災 害 法 令

（pp.46-48），但並未出現在本期安全建

地劃設準則內容，宜補充之。 

3. 其他（p.54）軍事用地，是否協商取得用

地取得？如何進行？及其資料之公開（or 

Public hearing，p.55）？ 

1. 本計畫利用公營事業用地等期在清查土地

大可能供給狀況，有關正當性視公部門之

決策再進一步討論。 

2. 本計畫利用公營事業用地等期在清查土地

大可能供給狀況，土地取得程序將於第三

期依不同條件選取示範地區操作模擬程序。

 

（六）安全建地的定義建議可從 Affordable 

land 或 safeguard land 著手。 

已修訂，安全建地定義之詮釋敬請參見本報告

書第一章。 

（七）pp.67-70，四個可及性指標：聚落、產

業、交通、公設之標示是否使用 HCM

（ 大公約數）可執行與否？並請說明

p.75 數據是否有常數？質化因子裡是

否考慮了土地取得、社會文化、習性？

本計畫所考量之質化因子如土地取得、社會文

化、習性等欲將其量化有其之操作困難度，而

本計畫旨在區位劃設，因此透過區位與社會網

絡關係的連結來建立可及性，其中可及性係

短距離示之，並輔以實際道路的連結資訊。 

（八）案例回顧「重建」現象與本案之契合度

或難度？可逕行說明相關研究限制或

遇到的困難（pp.96-110，第五章）。

遵照辦理，敬請參見本報告書第五章安全建地

劃設機制與準則。 

（九）疊圖一連串複雜的操作過程，應建立

S.O.P.操作手冊，並移轉於營建署城鄉

發展分署。 

遵照辦理。 

（十）芭瑪颱風影響下之宜蘭是否有做災例分

析，因宜蘭縣實施生態工法而部份區域

依然有淹水之虞，對於緩衝空間與風險

評斷、調適力、回復力、脆弱度指標之

明確化。 

有關災例分析部份，由於莫拉克風災之致災情

況嚴重且成因複雜，本計畫已針對重災區中之

甲仙鄉小林村進行災例分析，並分析致災過程

中之不確定因素與本計畫研究架構限制等，故

無再針對芭瑪颱風做案例分析。風災案例分析

敬請參見本報告書第七章。 

（十一）安全建地之財務估算在徵收方式、補

償層面考量時，如何對應清查的工作？

本計畫本期重點在於建立劃設具全國一致性之

易致災地區與安全建地之機制與準則，關於土

地取得機制、程序、與補償建議納入後續研究

以示範地模擬操作。 

二、陳委員

建忠 

（一）符合安全建地準則的土地，有關建築技

術規則設計施工篇除坡度陡峭、居動斷

層、外應有基地限制的條件可參考。如

由於本計畫範圍為全台灣地區，需視指向、侵

蝕等現象地質資料之可取得性，而實為本研究

架構之限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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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向、侵蝕、向源侵蝕…。唯依非都市

土地用地變更審議規範該類土地仍可

做使用。 

（二）可及性是否有考「量」的供需的關係。

 

可及性建立以距離估算為主，而安全建地之容

納量將以原受災聚落相當之規模來估計。 

（三）被劃入的建地，宜分級加以列管（可參

考早期國宅用地列管與儲備制度）。

本期計畫重點在於建立劃設具全國一致性之易

致災地區與安全建地之機制與準則，關於土地

儲備機制建議納入後續研究以示範地模擬操

作。 

（四）那瑪夏族往年地形變化，即有土石流產

生，因此此次土石流，似乎不能全歸於

莫拉克颱風豪雨，以及政府搶救不力。

且拉瑪夏莫拉克颱風後，台灣已有許多

新的崩塌地可供本案研究的機制與準

則校估。 

本計畫研究架構透過劃設機制與準則之資料更

新機制，一旦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圖資有更新

即可援引並分析應用之。 

（五）莫拉克颱風重建條例草案已發布實施，

請針對草案內容本期內容加以調整。

已納入參考，敬請參見本報告書第五章安全建

地劃設機制與準則。 

三、張教授

寬勇 

（一）利用各機關、部會公佈之災害潛勢請註

明出處及年度。 

已修訂，詳見本報告書第四章易致災地區劃設。

（二）p.29 表 3-3，土石流災害高風險村里未

包括高雄縣甲仙鄉、桃源鄉及 p.33 表

3-5 坡地災害，台北市木柵區坡地災害

潛勢未明列其中，請檢討報告是否有遺

漏或特別需考量之處。 

高雄縣甲仙嫏、桃源鄉在本計畫分析下落於中

高風險地區，在 43 個風險村里中，序位為第 3、

與第 6，在高雄縣地區屬相對較高風險，當發生

極端氣候事件時可能引發大區域型態的災害

（災害分析請參見本報告書第七章）；台北市

木柵地區坡地災害潛勢，目前潛勢資料未涵蓋

該地區，係本架構之研究限制之一。 

（三）p.43 安全建地區位評估，項目應明定標

準判定，而非以優缺點描述，建議將六

項指標與四項可及性整合定義。 

已修訂，詳見本報告書第五章第四節。而優缺

點描述在於綜合描述可能面臨的限制，僅提供

給決策單位做背景參考資訊。 

（四）p.71 安全建地劃設民族 001-003 除圖形

外，建議增加圖例及文字說明。 

已修訂於本報告書第五章安全建地劃設機制與

準則。 

（五）p.53 缺圖 4-2。 已修訂於本報告書第四章易致災地區劃設。 

（六）p.75 可及性分析未以正規化及權重分

析，較難判定安全建地之優先順序。

可及性分析之數量係以 短距離（平方公尺）

為 小單位，不再進行正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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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p.41 安全建地應予以明確定義，建議如

考慮排除現階段天然災害威脅（地震、

土石流、水災、坡地及地質敏感、環境

敏感之區域），可供聚落安置生活之建

築地區。 

已修訂於本報告書中第五章安全建地劃設。 

四、陳組長

聯光 

（一）依計畫工作內容需評估現地勘查，各縣

至少三處，共一百處，其進度如何？比

對分析與現勘結果之情形建議加入報

告書說明之。 

本計畫完成高風險聚落田野調查 100 處，相關

內容敬請參見另冊「現調成果報告書」。 

（二）建議將莫拉克颱風重建遷村選址之相關

資料納入文獻與參考。 

已納入參考，敬請參見本報告書中第五章安全

建地劃設。 

（三）示範點位與災害衝擊以 97 年之廬山與

98 年之相關重大災點之分析，建議評

估之。 

本計畫本期重點在於建立劃設具全國一致性之

易致災地區與安全建地之機制與準則，關於安

全建地示範點位詳細土地儲備操作建議納入後

續研究以模擬並評估之。 

（四）對於第 5 章莫拉克颱風風災災例回顧引

用資料建議以公部門資料為主，媒體資

料之引用宜注意資訊的正確或完整性。

遵照辦理。 

（五）目錄與報告中的相對內容不符並圖號、

表號建議重新核校。 

1. p.16 表 1，於文中未見，建議補充之。

2. p.53 圖 4-2 缺。 

3. p.54 表 5-1 與表 4-3？ 

4. p.64，所述圖 5-5 是否為 65 頁圖 4-6 所

示？ 

5. p.36 表 4-1？ 

6. p.37 表 4-2？ 

7. p.36 圖 4-1？ 

8. p.85 圖名？ 

文字標號排版錯誤已修訂，敬請參見本報告書

各章節。 

五、行政院

公共工程 

（一）當災害的不確定因素存在，如極端降雨

頻率增加、堰塞湖潰堤、地震、崩塌、

土石流等災害發生，如何確保安全建地

劃設的可信度與操作性？ 

「易致災地區之安全建地」係指在易致災地區

周邊尋找安全建地，而非在易致災地區內找安

全建地。以莫拉克風災為例，因地區地質、地

形及降雨所引發土石流、地滑崩塌、堰塞湖等

的錯綜複雜，理論上與實務上在高災害風險的

周邊找尋安全建地的相當高難度與保證絕對安

全的不可行。自然災害不可避免，則要採取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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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減災與環境規劃方法來綜合調適。詳細操

作流程內容敬請參見本報告書之第一章、第五

章。 

（二）建議將相關劃設之原則，用評分表權重

方式表現，除可讓民眾清楚了解評定方

法，更可使民眾了解所謂「安全建地」

之定義，是在某些條件下為安全，例如

累積雨量達多少，就可能發生危險，可

有預告與宣導作用。 

表格式之評估準則體系可提供予地方政府第一

線作業人員與民眾易於瞭解，茲納入為第三期

研究重點。 

（三）劃定時間之作業需時多久，是否可依災

害規模來訂定作業時程，以符合政策決

定就重建或遷村之需要。 

詳細時桯規劃與政策時效性討論建議納入為第

三期研究重點。 

（四）未來 GIS 系統要如何展現，是否會有

一整合界面程式，方便機關承辦人將評

分表內容輸入後，由程式自動劃設安全

建地位置及建議優先順序。 

本計畫以 Web-GIS 作業系統之方式整合本計畫

之資料及劃設成果以便檢索查詢，詳見本報告

書第八章易致災地區之安全建地資料庫查詢系

統。 

六、行政院

農委會水

土保持局 

（一）p.28 並未敘明土石流災害風險如何計

算？僅 GIS 套疊或包含保全對象？ 

已修訂於本報告書中第四章易致災地區劃設。

（二）p.29 表 3-2，888 個村裡的來源為何？

與本局 1,503 條土石流潛勢溪流村裡的

不符。 

本計畫所使用為行政邊界圖是國土資訊系統資

料庫中 2001 年版台灣村里邊界圖（內政部資訊

中心 2005），可能與農委會水土保持局所引用

之行政邊界不同所致。 

（三）表 3-3 高風險村裡計算與近年災害發生

村裡似有不符，例如花蓮銅門、鳳義、

大興、新竹五峰、阿里山、桃園復興等。

並說明土石流風險值定義。 

花蓮銅門等地區由於在本計畫分析下落於中高

風險地區，可能由於分級的在 43 個風險村里

中，序位為第 3、與第 6，在高雄縣地區屬相對

較高風險，當發生極端氣候事件時可能引發大

區域型態的災害（災害分析請參見本報告書第

七章）；台北市木柵地區坡地災害潛勢，目前

潛勢資料未涵蓋該 地區，係本架構之研究限

制之一。 

（四）p.41，何謂「相對安全」建議的補充說

明，所謂安全建地若僅以 GIS 套繪，

似有不足，與現場不一定相符。若以地

質的角度來看，長遠來看，山坡地是否

安全無虞，是有疑義的。 

相對安全係以危地不居、避開災害的概念來執

行，而安全建地的是依既有資料所套繪而來，

而資料會受時空變遷而生不確定性，除了透過

機制準則不定時更新圖資，亦需導入田野調查

程序以參酌修正資料的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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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p.11，p.53 排版有誤。 文字標號排版錯誤已修訂，敬請參見本報告書

各章節。 

（六）p.62，可及性分析及可及性參數，是否

考量權重等及 p.64，歐基里德距離，二

者敘述太少看不太懂。 

有關相關名詞已再誰釋說明，敬請參見第五章

安全建地劃設機制與準則。 

（七）GIS 套疊時，圖資比例尺應補充說明，

避免誤會。 

文字標號排版錯誤已修訂，敬請參見本報告書

各章節。 

（八）p.99，林務局似乎不只 13 處堰塞湖。 農委會林務局於莫拉克災後持續清查監測堰塞

湖，且資料持續更新中，應以其 新發佈資料

為主並且註明資料來源。 

（九）p.56，將土石流潛勢溪流與影響範圍擴

大 300 公尺為受害範圍，是否有依據。

 

本計畫之易致災地區劃設機制中透過諮詢委員

會議以商討具體之定義與劃設準則，委員會建

議應將原土石流潛勢溪流與影響範圍擴大 300

公尺為緩衝區域。 

七、經濟部

水利署書

面意見 

（一）p.56 之重現期距 25 年 720 小時延時雨

量設計與致災之真實情況有落差，是否

合理？且與 p.110 的 25 年 12 小時延時

之條件不一，及 p.36 之風險值標準化

分級卻又以重現期距 2 年評估，請問資

料設計選擇依據為何？ 

以莫拉克颱風為例，其帶來超過 250 年（2,686

毫米）的洪峰流量，打破台灣歷年颱風雨量紀

錄，降雨係數設定是一個歷史經驗值，考慮更

長時間尺度的災害歷史紀錄就會設定越高的係

數， 

（二）p.11 之文字編排有誤。 已修訂，敬請參見本報告書各章節。 

（三）p.53 缺流程圖 4-2。 已修訂，敬請參見本報告書各章節。 

（四）建議加註資料來源於圖表下。  已修訂，敬請參見本報告書各章節。 

八、城鄉發

展分署南

區規劃隊 

（一）p.11 第 14 行 L-7 機制：…1、2、3 文

字編排應改進。 

（二）p.17 後一行多一個句號。 

（三）p.48 第 4 點人民意願的數量，編排應改

進。 

（四）p.51 第 7 點小結，編排不一致，應改進。

（五）p.53 頁圖 4-2 缺流程圖。 

 

已修訂，敬請參見本報告書各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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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審查會議記錄及回應】 

時間：98 年 12 月 25 日(星期五)上午 09 時 00 分 

地點：營建署 5 樓會議室 

出席人員：略 

與會意見及回應： 

委員 審查意見 修正回應 

一、洪主任

啟東 

（一）期末報告書 P.6-5 中，有關土地財務方

面的議題，為後續實務上的重點項目之

一，應有進一步的分析與討論。 

本計畫本期重點在於建立劃設具全國一致性之

易致災地區與安全建地之機制與準則，關於安

全建地土地儲備之土地取得與財務分析建議納

入後續研究以個案模擬並評估之。 

（二）期末報告書 P.2-15 中，低窪地區不遷

移，改採就地升高之構想，應就其理論

學說與實際經驗回顧，深入探討。 

低窪地區的建築要求一樓挑空， 以因應洪水入

侵，上述皆說明災害治理已由工程防治走向與

環境規劃並重的國際趨勢。 

（三）整合查詢系統應提供不確定性因子之詳

細說明及操作的應用普及性；另查詢系

統涉及較特殊之技術層面，建議規劃團

隊可及早考量技術專利的取得。 

有關提供不確定性之詳細說明，遵照辦理之；

查詢系統之技術專利的取得將與委託單位協

商。 

（四）期末報告書 P.4-10 中，在地文化的劃

設指標建議宜再精進。 

本計畫所考量之質化因子如土地取得、在地文

化、習性等欲將其量化有其之操作困難度，而

本計畫旨在區位劃設，因此透過區位與社會網

絡關係的連結來建立可及性指標。 

（五）關於風險村里的分析，針對三種災害應

再詳細說明。 

已修訂，請參見本報告書第四章易致災地區劃

設。 

（六）期末報告書第三章名詞解釋，脆弱度應

用在本案之定義，建議應詳細規範之。

已修訂，請參見本報告第二章、第四章之定義

與應用情形。 

二、陳委員

建忠 

（一）有關脆弱度評估，可參考本所 97、98

年都市防災之脆弱度、回復力及山坡地

有關 GIS/RS 建置案之相關成果。 

納入本研究機制後續資料更新之參考來源。 

（二）在颱風豪雨與全球氣候變遷有關的災

例，建議加入 86 年台北縣汐止林肯大

郡及三峽白雞山莊、淡水米蘭山莊、坡

地崩塌案例。 

有關颱風豪雨與全球氣候變遷有關的災例，已

納入荷蘭、英國、日本等地，著重在氣候變遷

下之防災調適案例簡述。 

（三）參考易淹水災害潛勢圖集，請注意其深

度分級是否有效。 

淹水潛勢圖集之深度係依淹水深度（公尺）分

級，而非一常數值。 



 附錄四-15  
 

委員 審查意見 修正回應 

（四）安全建地劃設及高風險聚落田野調查

中，有關「地方意見」訪談，請考量所

提供意見的背景，以及其涵蓋面與時效

性。（如 921 集集地震對於建物安全鑑

定，衍生出判定結果不同之情形可參。）

民眾意見僅列為進行調查背景資料，會於現調

時確認之。 

三、張教授

寬勇 

（一）期末報告書 P.6-10 中，安全建地劃設

流程中，「災害潛勢」需定義清楚（如

土石流、水災、安全建地之等級），及

其對「相對安全」之影響。 

已補充修訂之，敬請參見本報告書第五章安全

建地劃設機制與準則第三節。 

（二）期末報告書 P.6-10 中，第三節建議將

小林村列為操作案例。 

由於現調成果已完成，案例說明請詳另冊「現

調成果報告書」。 

（三）現場調查作業，建議於報告書中加入調

查程序及調查表，以茲參考。 

已補充修訂之，敬請參見本報告書附錄五「現

勘作業手冊」之附表。 

（四）期末報告書 P.5-59 中，請說明風險值

之正規化程序，及其分級說明。 

已補充修訂之，敬請參見本報告書第 4-24 頁。

四、陳組長

聯光 

（一）期末報告書中所使用之相關圖示、圖

形，均應加註圖例、代表意義等，增加

可讀性。 

遵照辦理。 

（二）對於 100 處高風險隆落調查之評估，建

議製表綜合評估其調查與評估結果。

已補充修訂之，敬請參見本報告書第四章第十

節。 

（三）依計畫中所劃設之結果與莫拉克風災後

之災區比對，低風險比例仍屬多數，如

何改善修訂評估流程與方法，建議加強

說明之。 

經與莫拉克風災與本計畫成果比對後發現由於

災害潛勢資料未即時更新，缺乏極端氣候的水

文特性資料、地質資料以及災害動態過程累積

能量與不確定性等係本計畫機制面臨之研究限

制。詳細說明請參見本報告書第七章易致災風

險評估架構與莫拉克災害情形比對分析。 

（四）期末報告書中，有關「結論與建議」，

建議加強說明本計畫之成果與如何使

用本計畫應用面向。 

 期末報告書 P.4-16、P.4-17 中調查與資

料庫建置中，建議補充說明所提及之社

經資料、防救災及安全建地與可容納人

口等項目。 

結論與建議篇章已修訂之，請參見本報告第九

章內容。 

（五）期末報告書表 5-27 中，表中大多以村

里為單元，然部份列鄉、市為單元，是

否表全市、全鄉均屬高風險區域，建議

本計畫高風險之呈現以村里為 小劃設單元，

原表中只列出鄉／市單元者由於行政邊界基本

圖可能因村里邊界異動而缺乏該村里名稱，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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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審查意見 修正回應 

補充說明。 修訂並已行政邊界代碼表示，詳細地理位置請

參見本資料庫圖集。 

（六）現地調查報告 P.7-53 中之圖示說明與

P.7-69 屬同一區域地圖，建議修訂之。

遵照辦理。  

（七）期末報告書 P.7-7 與表 7-1 內容環域 50m

及 300m 分析示意，是否有誤，請再檢

視之。 

50m 與 300m 環域分析標示錯置，已補充修訂

之。 

五、邱主任

景升 

（一）建議加強說明，如何界定「就近安置」、

「離災不離村」或「離村不離鄉」之細

部準則。安全建地是否均為公有地，若

不是公私有比例多少?（前述準則是先

看標準？還是以公有地為優先?） 

關於就近安置之操作準則請參見第 5-21 頁空間

範圍選定之規範；另安全建地區位方案中僅提

供公私有權屬之比例，公部門可視實地土地取

得之難易程度，盡量以公有地為優先考量。 

（二）建議補充說明高風險村落過去已發生的

災例情形。 

高風險聚落之災例資料說明請參見本計畫現調

成果報告書。 

（三）易淹水的情境若不使用 200 年降雨重現

期，是否有超過 1000 ㎜雨量的潛勢

圖，可供分析？ 

本計畫目前援引易淹水潛勢圖資來源為國家災

害防救科技中心（2001 年完成）、降雨情境為

25 年重現雨量，後續建議可利用水利署 新完

成之潛勢圖資（2010 年完成）加以分析應用。

（四）高風險中沒有花蓮，是因為災害誘因是

隨機的，因此很難預測在哪？或潛勢未

涵蓋到此，請補充說明。 

資料誤植已修訂之：花蓮縣高風險村里為秀林

鄉富世村，萬榮鄉紅葉村，玉里鎮大禹里、源

城里、樂合里等。 

（五）高風險地區是否後續要進行遷村？ 本計晝重點在於建立劃設具全國一致性之易致

災地區與安全建地之機制與準則，著重在區位

評估，遷村等相關議題已由其他相關主管機關

著手探討與規劃。 

（六）安全建地的避災方式 buffer 範圍是否應

擴大(因為原始資料比例尺太小，buffer

太小恐不精確)？ 

本計畫之劃設避災之緩衝範圍已在本報告書中

討論且依原圖擴大劃設過，關於資料產生之不

確定性由現勘作業中進行參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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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審查意見 修正回應 

六、行政院

原住民族

委員會書

面意見 

有關「易致災風險評架構與莫拉克致災狀況

比對分析」部分，以原鄉聚落目前推動重建

工作之經驗，原鄉內原住民對於離鄉安置大

多無法接受；檢視報告書內容，安全建地劃

設機制及各項條件套疊後，原鄉內安全建地

並不多，勢必須離鄉另覓建地。建議針對原

鄉地區目前成果報告已有之儲備（虛擬）土

地分析，可否增加於「原聚落內提高安全性」

之方法提出建議或說明。 

本計晝重點在於建立劃設具全國一致性之易致

災地區與安全建地之機制與準則，其中危地不

居、以避災建立相對安全性係安全建地之基本

原則，針對原鄉地區特殊情況並在原聚落內提

高安全性應另行考量不同的參數條件以進一步

探討之，非本計畫所能執行。 

七、經濟部

水利署書

面意見 

（一）歷史災害資料可參考各縣市之保全計

畫，以水災保全計畫為例，各保全點即

為易發生水災之重點地區。 

納入本研究機制後續資料更新之參考來源。 

（二）水利署 96 年起逐年更新淹水潛勢圖，

預計 99 年 3 月完成台南縣市、嘉義縣

市，99 年 6 月完成台北縣市、桃園縣、

基隆市，其他地區均已完成更新。 

納入本研究機制後續資料更新之參考來源。 

（三）前項全台淹水潛勢圖完成後，將辦理審

議作業，以完成公開作業，審議前之圖

資可至水利署民眾版防汛網頁查詢下

載。 

納入本研究機制後續資料更新之參考來源。 

（四）易淹水風險地圖中，台中縣高風險面積

（紅色區域）甚大，文字敘述彰化縣村

里數 多，惟不論是台中縣或彰化縣，

此結果與近實際淹水災害與損失是否

相符，建議再確認。 

台中縣明顯的大面積紅色圖塊，其為和平鄉自

由村、博愛村、達觀村與國姓鄉長流村等相鄰

的四個村里組成，這些村里位於大安溪流域，

由於圖面 小單元為村里，因此在視覺上會有

面積甚大之觀感，而大安溪流域常年有堤防決

口成災之患，本計畫架構下為高風險地區。 

（五）建議參酌荷蘭之脆弱度與風險地圖製作

方式。 

納入本研究機制後續資料更新之參考來源。 

八、城鄉發

展分署南

區規劃隊 

 期末報告書之文敘述（包含語法、贅

字、標點符號、段落等），有諸多拗口

及不通順之處，請重新檢視。 

遵照辦理，已修訂部份敬請參見本報告書各章

節。 

九、城鄉發

展分署區

域發展課 

 期末報告書中，有諸多缺漏（如目錄中

第十章結論與建議中，缺漏第四節）及

諸多語句不通之處，請規劃團隊務必仔

細檢視並修正之。 

遵照辦理，已修訂部份敬請參見本報告書各章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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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現勘操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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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調查建檔流程 

空間規劃除了二手資料的運用分析外，亦重視於現地取得現地資料的取得，以排除

資料的不確定性，呈現最貼近實際情況之資料。對於空間資料取得透過田野調查幾項步

驟： 

（一）採訪記錄：藉由受訪者的口述、操作或表演者示範的錄製，所蒐集到最直接

的影音記錄，若再摘錄寫成為文字稿，並且再經過考證之後定稿，此份文稿

即是最忠實的田野採訪紀實。 

（二）拍攝記錄：針對現地場景重現與重要人物的拍攝記錄，其蒐集到第一手的影

像圖照資料，是田野紀實專文中不可缺少的佐證圖像來源。 

（三）翻製記錄：田野調查過程中取得主管機關的同意翻印相關資料做為基本材料

記錄。 

（四）測繪記錄：有關災害影響範圍現場的實地測量以及模擬方式的簡圖或描圖等。 

 

現況調查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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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調查照片拍攝規範 

調查工具以拍照、攝錄記錄為主，注意事項如下： 

1. 調查內容：災害潛勢範圍內災害現象，建物現況、地面層使用、家戶數。 

2. 調查範圍：針對選定的調查範圍中，災害潛勢所涵蓋的聚落範圍，以有道路可及

為條件進行調查。 

3. 拍攝及儘可能取得沿街建物二樓正面全景（門牌清楚，或可清楚看出建物使用類

別、類型為主）。站立於道路對面側，儘量與建物立面保持固定距離與水平高度。 

4. 於調查底圖註記點號和拍攝方向，填寫紀錄表（編號、照片編碼、明顯地上物狀

況、災害影響情形和備註等） 

5. 其他：建物範圍較難拍攝、過高、過窄….等情況，可多拍不同角度照片，以接圖

方式呈現。 

 

單張連續拍攝照片 

 
圖 1 內業處理接合後照片 

間隔約 5 棟建物，拍攝建物約斜 45 度正側面全景及周邊景物正側寬度及側深度以

實際可拍入情況而定，若實際建物高度太高或道路寬度太窄，而無法拍攝時則以多張拍

攝，如下表列出不同情況為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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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側面及周邊景物拍攝標準 

項目 標準說明 圖示 

方式一 有正側面時（位於三角窗或獨棟），於建物正面左或右方約 45 拍攝。 圖示一 

方式二 
無正側面 （位於一排建物）、道路太窄時， 於建物正面左或右方約 45

拍攝。 
圖示二 

方式三 僅有正面時（左右兩側皆有建物），於建物正前方拍攝 圖示三 

方式四 建物太窄，以實況可拍攝情形而定或以多張方式拍攝。 圖示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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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一 正側面時 

 

圖示二 無正側面 （位於一排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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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三 僅有正面時（左右兩側皆有建物） 

 

 

圖示四 建物太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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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五 建物太高，以多張方式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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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外業調查項目 

一、災害影響範圍及地點確認 

經由訪談和踏勘，指認出災害曾發生的地點，拍攝並記錄現地狀況，及災害發

生地點與該聚落的關係情形。 

災害調查須確認以下事項： 

1. 災害類別：（1）坡地災害（山崩、落石）、（2）土石流、（3）淹水 

2. 災害範圍確認及拍照： 

(1). 直接影響（住戶直接受災害破壞，有生命威脅） 

(2). 間接影響（交通、作物等因災害損毀，間接造成生命財產損失） 

3. 災害確認記錄表 （範例）  

          災害確認紀錄表 災害類型:易淹水 製表日期:2009/09/02 

調查員: 曾健瑋   調查地點: 嘉義縣鹿草鄉三角村   影響程度 

ID 照片編號 災害類型 說明 （直接/間接） 

1 1051-1055 淹水 排水溝積水 間接 

2 1058-1059 淹水 馬路仍有水患時泥沙淤積殘留 間接 

 

 

 

 

 

 

 

 

 

 
ID 1. 

 
I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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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居民訪談 

透過聚落居民進行訪談，以取得災害發生地點資訊及該調查聚落的社經人文環

境概況，訪談對象優先詢問當地重要人士，如鄰、村、里長、公務人員，取得該地

區聚落社經環境資訊、災例地點和災害規模等，並進行紀錄。其中訪談項目中第2、

3項應以村里長或地區公務人員為主，並對聚落居民訪問進行其他項目。 

訪談項目： 

1. 災害發生地點、型態、頻率、大約範圍。 

2. 該地區的產業經濟模式。（如務農、採礦、觀光、零工等） 

3. 該地區人口數量、村戶數、年齡分布。 

4. 對於周邊安全建地意見詢問。（如居民所認定當地可作為搬遷地點的意見） 

5. 對政府在處理該地區災害發生的意見。 

6. 其他。 

7. 訪談記錄表  （範例）                        

調查員：方大中 調查地點：XXX 製表日期：2009/9/7 

訪談對象 村長 

地點 ID 01 

（1） 災害發生地點、型

態、頻率、大約範圍 

發生在 xx 橋旁，每年 7,8 月做颱風都會有土石流，也會有淹水，淹水量大約 30

公分以上。影響的是 xx 戶人家還有旁邊的田…. 

（2） 產業經濟模式 這個地方都是靠種芒果維生，村裡面有些零售店，還有網咖，小孩子都喜歡去

那個地方，其他人都是打零工或去外地做粗工賺錢。 

（3） 人口數量、村戶數、

年齡分布情形 

大概 3~40 戶左右，村裡老人 小孩 和成年人比例沒有差很多。 

（4） 周邊安全地點意見 村的左邊靠近河岸有空地，災害發生時，可以臨時搬遷去那邊住 

如果要長期搬家的話，這邊感覺都不安全。 

圖上面畫的地方，如果安全的話也可以考慮。 

（5） 政府的意見 無 

（6） 其他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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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脆弱度調查 

 脆弱度調查，需與災害調查組員同時進行訪談，共同取得該聚落脆弱度資訊；

並就取得資訊於該聚落進行可能受災影響對象的拍攝紀錄。 

脆弱度調查項目： 

1. 調查範圍內，在現地調查中，可確認曾發生過災害的住戶、地點。 

2. 調查範圍內，曾經受災地區內的產業行為（商、農）、經濟作物田園。 

3. 調查範圍內，可能受災地區內的建物、產業及田園。 

4. 於調查範圍內，在現場進行直接受災或間接受災的判斷。 

5. 影像範圍內建物類型、其他建物設施 

6. 調查記錄表（範本） 

調查員：曾健瑋 調查地點:嘉義縣民雄鄉大崎村 製表日期:2009/09 

ID 照片編號 明顯地上物 說明（含土地使用現況） 備註 

2 1341_1344 住宅 鳳梨田及連棟民宅 - 

3 1345_1348 民宅 連棟透天民宅 - 

4 1349_1452 鐵皮屋 民營駕訓班 

 

 
                    ID 2         ID 3 

 
         I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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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全建地調查 

田野調查時進行安全建地各方案的現地勘查，進行記錄及拍照，描述該安全建

地方案於現況的適宜性。因此安全建地的主要調查項目如下： 

1. 安全建地的地點確認和現況環景拍攝。 

2. 方案地點地面使用現況調查。 

3. 安全建地周邊環境、地形地貌。 

4. 安全建地地面層土質現況。 

5. 安全建地及重要設施拍照記錄表格（範例） 

調查員：呂郡陵 調查地點：南投縣水里鎮上安村 製表日期：2009/8/21

ID 照片編號 明顯地上物 照片主旨 備註 

3 2134_2136 空地 派出所旁側坡空地  

4 2151_2159 棚架 現為香菇養殖場  

5 2140_2141 檳榔樹 現地為居民種植檳榔處  

 而安全建地調查成果，將視現地拍攝狀況，以環景接圖方式、或以能呈現該地

全貌的拍攝角度進行呈現。拍攝方向須直接在圖面上標示。備註可放入同一拍攝對

象、不同角度的照片，以加強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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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地區區位示意圖 

     

 

ID3 南投縣溪頭派出所竹山分局，左側為山坡林地 

 

ID4 香菇養殖場（拍攝方向↙←↖） 

 

ID 5 檳榔園（拍攝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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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聚落現況攝影調查 

1. 拍攝範圍：調查範圍內，道路可及地區  

2. 拍攝方式說明： 

（1）工具：DV 攝錄影機、數位相機 

（2）拍攝方式：調查員於坐車上，一人駕車一人手持 DV 攝影。 

 依照調查底圖找到該指認出風險區內建物群座落處，並在圖上註記： 

I.  起點處標註。 

II. 設計拍攝路線。 

III. 迄點處標註。 

3. 拍攝重點：地面層的土地使用。 

（1）於坐車上，一人駕車時速不得大於 20 公里／時，另副駕駛座者手持 DV

攝影。 

（2）拍攝及儘可能取得沿街建物正面全景（門牌清楚，或可清楚看出建物使

用類別、類型為主。 

（3）若道路有街道名稱則以街道名命名，例如地利街 

（4）若街道為東西向，由東往西拍（編號 EW），由西往東拍（WE）。 

（5）若街道為南北向，由南往北拍（編號 SN），由南往北拍（NS）。 

（6）分段拍攝並記錄攝影機時間讀數。 

4. 拍攝記錄表（範例） 

調查員： SONY 天氣：陽 調查地點：東安村 製表日期：2009 7/7 

路名 路段 ID 拍攝段別編號 開始_結束時間 說明 

高 132 01 01  11:49 ~ 11:51 DV 故障 , 換相機拍 

重要地標如 國小 教堂 

-- -- （同上） 02 11:52~11:55 單邊拍攝 

-- -- （同上） 03 12:00~12:09 拍攝方向為車行進方向左側 

無 02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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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全建地調查 

於安全建地之外業調查時，藉由對安全建地各方案的現地勘查，一方面

進行現況記錄及拍照，另一方面則調查該安全建地方案之安全性現況。詳細

安全建地調查項目及安全建地調查記錄表如下所示： 

1. 記錄方式 

（1）拍攝方式，將視現地拍攝狀況，以環景接圖或以能呈現該地全貌之拍攝

角度為原則。 

（2）標註拍攝點位於調查底圖上，並註明照片編號。 

（3）拍攝方向須直接標示於調查底圖上。 

2. 記錄重點 

（1）安全建地方案地點地確認和現況環景拍攝。 

（2）安全建地方案的交通區位現況調查。 

（3）安全建地方案周邊環境現況調查，包括地形、山地及水系。 

（2）安全建地方案地點的地面層使用現況調查。 

（4）安全建地方案地面層土質現況調查。 

（6）安全建地方案內之安全性現況調查。 

上述記錄重點的第六項，將依據「安全建地之安全性項次調查表」，對

各項檢查項次進行調查，若潛在或明顯的災害跡象，將予以拍照記錄並標註

點位於調查底圖上。 

3. 安全建地調查記錄表範例表 

安全建地調查記錄表格 

調查員:曾健瑋 調查地點: 台東縣大武鄉大鳥村_大鳥村 001 製表日期：2009/11/01

ID 照片編號 項次 現勘說明 備註 

1 0238_0245 17 連接台 9 線道路旁南溪流出海口現況   

2 0246_0248 17 大竹高 2 號橋，因位處出海口轉彎處，已遭沖斷   

3 RIMG0251 17 岩層露頭，可能為道路開闢使該處岩層裸露   

4 RIMG0258 17 可能曾受暴漲溪水沖擊或雨水沖刷，有輕微崩落現象   

5 RIMG0260 17 遭沖毀的大竹高 2 號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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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安全建地之安全性項次調查表 

項次 檢查內容 說明 

1 山坡地的坡度要平緩 山坡和谷地起伏較小的地形，不宜坡度太徒或有陡坡峭壁者 

2 基地為順向坡 

當岩層傾斜方向，與地形表面的傾斜方向相同時，就稱為「順向坡」。

順向坡坡址被破壞，則可能發生順向坡滑動。順向坡坡腳支撐力不足時，

容易發生岩滑 

3 河岸陡峭   

4 河道轉彎攻擊岸侵蝕區 
水流力量容易使住戶下方的河道護岸受損並且掏空房屋基礎。河道狹

窄，豪雨時河水可能溢流。 

5 谷口不居 山谷出口附近容易發生洪水及土石流災害 

6 崖下退讓 懸崖及陡坡容易受崩塌及落石危害。 

7 斷層迴避 
活斷層有受地震及地盤崩壞之危險斷層帶兩側地質條件如果不同，則會

有表面色彩不同。 

8 溼地危險 濕潤的山坡，地下水位高，容易發生山崩。 

9 河沖犯忌 不宜選擇河灣外側。 

10 位於山谷邊緣凸崖之上 
座落於山谷邊緣或大填土崖邊的房屋，最大特色是基地附近通常有石壁

或較高陡的填土擋土牆。 

11 直接在崩積層之上 
崩積層通常含較多孔隙且排水不佳，易發生沈陷及坍滑，故其上方並不

適合居住。 

12 在很陡坡度之下或之上 
坡度越大，代表越接近土石本身之安息角，坡地之穩定性因而降低，而

其崩塌潛能自然提高，此處指坡度大於 40%為陡坡 

13 路面出現裂縫或局部陷落 
當坡面出現同方向且成群成組的裂縫或局部陷落時，或路面出現方向一

致之長裂縫或陷落時，表示地層可能產生滑動。 

14 

若現地有建物，房屋周圍

排水溝渠有裂縫、變形或

排水異常現象 

排水溝一般比主結構體敏感，其變形常為山坡地災變之前兆。排水溝渠

若有長期排水異常現象，可能造成滔空或軟化地盤強度。 

15 
若現地有公共排水溝，有

否龜裂或淤塞現象 

排水溝發生溢水或失水現象均為邊坡不穩定之前兆；溝內外龜裂則可能

帶來長期滲水，造成土壤淘空或軟化 。 

16 土地利用現況 地面層土地使用現況描述 

17 其他 其他類災害潛勢，或無可歸類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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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災害確認記錄表                災害類型：土石流／坡地災害／淹水 

調查員： 調查地點： 製表日期： 

ID 照片編號 災害類型 說明 
影響程度 

直接/間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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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訪談記錄表 

調查員： 調查地點： 製表日期： 

訪談對象   

住所 ID   

（1）災害發生地點、型態、

頻率、大約範圍 

  

（2）產業經濟模式   

（3）人口數量、村戶數、年

齡分布情形 

  

（4）周邊安全地點意見   

（5）政府的意見反映   

（6）其他   

訪談對象   

住所 ID   

（1）災害發生地點、型態、

頻率、大約範圍 

  

（2）產業經濟模式   

（3）人口數量、村戶數、年

齡分布情形 

  

（4）周邊安全地點意見   

（5）政府的意見反映   

（6）其他   

訪談對象   

住所 ID   

（1）災害發生地點、型態、

頻率、大約範圍 

  

（2）產業經濟模式   

（3）人口數量、村戶數、年

齡分布情形 

  

（4）周邊安全地點意見   

（5）政府的意見反映   

（6）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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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脆弱度調查記錄表格 

調查員： 調查地點： 製表日期： 

ID 照片編號 明顯地上物 說明（含土地使用類別） 備註（含大約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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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聚落現況調查攝影記錄表格（DV） 

調查員：  天氣： 調查地點： 製表日期： 

路名 路段 ID 拍攝段編號 開始_結束時間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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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安全建地及重要設施拍照記錄表格 

調查員： 調查地點： 製表日期： 

ID 照片編號 明顯地上物 說明（含土地使用類別）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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