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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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計畫的重點為評估、蒐集以建立實證資料庫為建立易致災地區的

風險分析與安全建地劃設的架構。第二期計畫則根據第一期之風險分析架構進行台灣地

區之為土石流、坡地災害與易淹水之高風險村里指認，建立台灣本島的高風險村里分佈

圖並針對其中的 100 個聚落模擬安全建地的劃設機制。本期計畫主要目的在建立安全建

地的虛擬土地儲備制度，將第一、二期全國性的規劃作業和地方政府地區性的行政執行

程序予以銜接的落實。 

研究課題包括：在尺度上有全國相對於地方（Global v.s. Local）、作業特性上有規

劃技術相對於計劃體制的差異，而其間的差異必須透過規劃技術的降尺度化、規劃程序

的細則化，並配合相關法令的檢討方能有效的整合。 

本研究首先探討國內目前的有關災後永久性安置的重建案例，並就其有關安全建地

之變數加以歸納分析，發現安全建地之劃設必須整合考量六個面向的議題：法令、區位

安全性、財務、社會文化結構、經濟產業活動、災民意識與意願。此外，關於分析災後

重建程序之構成，本計畫將高風險村里之安全建地劃設區分為三個階段：1.指認與劃

設、2.田野調查與驗證、3.開發與設計規範。每個階段均完整納入六大議題因素，此三

階段為驗證本計畫研究架構及修正虛擬土地儲備制度可行性，從本計畫第二期指認的高

風險村里及莫拉克風災重建案例中挑選出 5 個村里進行示範操作。 

指認與劃設階段：首先，分別以水利署、水保局和地調所所公布的災害潛勢圖，結

合災害誘發因子與脆弱度圖來製作災害風險地圖，並用以指認土石流、坡地災害、易淹

水的高風險易致災村里。其次，以村里為單位應用土地適宜性分析架構整合致災風險、

環境敏感地以及法令規定不適宜開發的限制性因素，以及聚落可及性、產業可及性、交

通可及性和公共設施可及性等潛力面因素來評估適合做為災後重建安置地的土地範圍。 

由於既有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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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居民訪談、災害型態調查、脆弱度調查、

安全建地現況調查等，並針對自然因素(地質、水文、河道及邊坡)及人為因素(工程、土

地利用)進行記錄，並產生安全建地野外地質調查圖。最後根據安全建地土地範圍及野

外地質調查圖與安全建地設計規範總表進行比對後，製作該地的設計規範檢核表及查核

表。 

本計畫定義虛擬土地儲備制度在其本質上為一土地評估制度，而以決策支援系統的

形式來建立。當災害發生，災後重建程序依法定程序啟動後，其結果可做為地方政府在

各個階段的規劃、分析與決策時的參考。 

關鍵詞：災害潛勢、風險分析、安全建地、虛擬土地儲備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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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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aim of the first year was 
to develop the framework of risk analysis and safety displacement location 
assessment for disaster-prone area. In the second year, the risk assessment 
framework was revised and more specific defined into three steps. The firs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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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work of third year aims at designing a virtual land reservation framework to 
pre-evaluate locations for permanent relocation victims of debris, landslide and 
flooding disasters. The framework acts t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planning 
procedures in the scale of national-wide by central government and 
implementation enforcement procedures in local level by local government.  

In order to have a whole picture of how permanent placement is pinned 
under the current institution, this project surveyed some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 cases and concluded six aspects of factors to make successful 
placement victims of disasters. The placement has to be procedures legal, 
location secure, finance feasible, social and cultural identity, economic supports 
possible for individual and family development, and relocation willingness.  

The framework of land reservation for disaster-victim permanent relocation 
is then designed and divided into three phrases, which are high disaster risk 
village identification and relocation area designation,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verification, and development/design guidelines and regulation. Each phrase is 
required to put into full consideration of the six aspects to make the framework 
the best successful opportunity to find the right land for relocation 
disaster-victims. 

In the identify and designate phrase, disaster risk maps are made to identify 
high debris flow, landslides, flood risk villages by using the susceptible maps 
published by Water Resources Agency,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Bureau and 
The Central Geological Survey to associate with the disaster precipitating factors 
and the vulnerability of population, industry and infrastructure. Then, apply the 
land suitability analysis to find out the area of land as alternatives for relocation 
placement where are less concerns of hazard risk, environment sensitivity, illegal 
by laws or regulations, and positive priority in accessibility assessment of 
settlement residenc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ransport convenience, public 
facilities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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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ason need the phrase of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verification is because 
there is always inconsistency in maps or data when they are heterogeneous, 
various spatial scales, contents and coordinates and not up-to-date frequently 
etc. A field survey SOP was designed to tackle this uncertainty issue to confirm 
the result of the first phase. Finally, the confirmed result has to be turned into 
guidelines and regulation to help the virtual land reservation framework 
practically useful.  

The virtual land reservation framework is considered as a land evaluation system 
and a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as well. It provides information, alternatives, and 
legal regulations related to seek a reliable location for relocation victims when 
debris flows, landslide and flooding disasters strikes. 

 

Keywords ： vulnerability, risk analysis, disaster-prone area, suitable land, 

displacement, virtual land-reserved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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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第一節 計畫緣起 

行政院於民國 95 年通過了「強化災害防救科技研發與落實運作方案」，其中核定「建

立易致災地區安全建地劃設機制與準則」的計畫以推動國土易致災性的評估與規劃。此

重點工作並由內政部營建署負責規劃執行。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為配合該方案之目標及

政策，爰針對土石流、坡地災害與易淹水等三項災害擬定為期三年中綱計畫來推動（民

國 97～民國 99 年）。主要工作重點設定為： 

1. 災害特性與分佈資訊之掌握：界定可能威脅人類生命、財產或環境之災害可能

發生的機率與影響之程度。 

2. 易致災性評估：分析特定地區，在某特定強度、規模、頻率的災害衝擊下，人

類與環境可能的受害程度，以顯示暴露在不同災害風險內的生命、財產與環境

生態的致災特性 

3. 風險分析：針對特定災害，估計其可能引發之傷亡或損害程度，以從全面性的

災害情境角度，提供更完整的災害風險資訊。不同災害對生命、設施財產、社

會經濟、環境生態威脅程度與空間分佈的評估。 

4. 本「就近安置」或「離家不離村」原則，依據「安全建地」之準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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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相關單位對於易致

災地區在評估防災、救災、減災等不同面向策略方案的參考。 

本計畫為防災國家型科技計畫之一環，為延續其架構與精神。本案擬就歷年相關於

災害潛勢的研究、調查與成果的基礎上，由災害風險管理的觀點來發展本計畫有關易致

災地區開發與管制的整體研究架構。三年的中綱計畫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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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挑選一處模擬劃設其周邊安全建地；著重於

實證資料庫之蒐集評估與建立。第二期計畫則根據第一期評估劃設的高易致災地區及風

險分析架構為基礎，套疊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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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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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分佈圖，建立台灣本島的高風險村里分佈圖，模擬易致災地區與周邊安全建地之評選

指標與流程，並針對全台高風險、高密度土地使用的聚落中的 100 個村里進行安全建地

的劃設以及安全建地的田野調查，以瞭解高易致災地區土地使用與地上物的類型與特

質，估算安全建地需求量做為安全建地劃設之參據。 

第三期計畫為建立安全建地的虛擬土地儲備制度，「建立易致災地區安全建地劃設

機制與準則」計畫必須由中央-全國性的規劃落實到地方政府-地區性作業程序的銜接。

第一、二期的研究成果業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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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要落實地區性虛擬土地

儲備的目標，在尺度上有全國相對於地方（Global v.s. Local）、作業特性上有規劃技術

相對於計劃體制的差異，而其間的差異必須透過規劃技術的降尺度化、規劃程序的細則

化，並配合相關法令的檢討方能有效的整合。 

第二節 計畫目的 

本期的計畫重點在於將易致災地區的災害風險管制落實到「虛擬土地儲備」的操作

研究。儲備土地在執行的操作上需依據土地的都市或非都市土地使用條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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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一個建立地方縣市

層級執行程序準則的計畫，以利「安全建地規劃」及「虛擬土地儲備」業務推動及作業

整合。因此，本期計畫的重要工作目標包括： 

1. 建置地區尺度的易致災風險評估與安全建地之評估指標體系 

2. 地區尺度之易致災地區周邊安全建地劃設作業規範 

3. 易致災地區之「虛擬土地儲備」機制規劃 

4. 易致災地區之安全建地劃設作業機制的技術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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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計畫工作項目 

本計畫係三年期之中程綱要計畫的第三年，係一致性的延續第一期計畫所設計之規

劃架構來研擬本年度之執行內容；在研擬安全建地的劃設指標與準則以及制定劃設標準

作業程序時，必須尤其著重可行性、邏輯性與操作性的因素分析。根據邀標書本案之工

作內容計有六項重點，各項內容詳細如下： 

一、更新第一、二期資料與圖資 

鑑於2009年發生莫拉克颱風進而造成重大災害，多處地區之地貌與前兩期分析所

使用之圖資已有極大差異，故需進行圖資更新與資料的分析。 

二、建置地區尺度的易致災風險評估與安全建地之評估指標體系 

以第一、二期的易致災風險評估及安全建地評估的指標體系發展地區尺度的易致災

風險評估及安全建地評估架構。包括：資料需求分析、災害歷史、風險分析與安全

建地的評估等內容。 

三、重建案例分析與研究 

收集並分析回顧921大地震與莫拉克風災之災後重建與安置經驗，並歸結其有關：

(1)區位選擇，(2)土地權屬、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或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類別，(3)土

地使用管制，(4)用地取得及協調，(5)土地開發程序，及(6)重建政策之實施等問題

之解決策略與經驗以供規劃土地儲備制度之參考。 

四、地區尺度之易致災地區周邊安全建地劃設作業規範 

依前述案例分析之結果，確定安全建地的劃設議題，並依前期規劃災害類型分類，

至少擇定4個高風險村里（北部、中部、南部、東部區域各一個），進行安全建地

劃設的示範性操作（含都市土地及非都市土地），以釐清資料收集項目、調查方法、

風險分析、安全建地區位選擇、及基地的土地使用規劃、土地使用管制及開發方式

評估等內容之土地規劃作業規範與程序架構。 

五、易致災地區「虛擬土地儲備」機制規劃 

易致災地區涵蓋都市土地與非都市土地，「虛擬土地儲備」更涉及規劃、審議、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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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與開發的諸多課題，現行相關的土地使用審議程序可能因程序繁複、作業冗長的

效率不彰而影響災害發生時對土地供給的時機與效率。雖然，921地震與莫拉克颱

風所引發的災害，皆有訂定重建特別條例來因應此一課題，然而「虛擬土地儲備」

可否適用仍須加以評估，並研擬本計畫於國家防救災體系架構之定位與功能。因

此，須就相關法規與用地核定及審議程序予以分析，並據以規劃「虛擬土地」的儲

備機制及相關配套措施。 

六、易致災地區安全建地劃設作業機制的技術轉移及相關議題之研討 

規劃北、中、南共3個場次，每場次至少一天的教育訓練課程，提供縣市地方政府

的承辦單位對「易致災地區安全建地」與「虛擬土地儲備」的災害風險管理與治理

的整體認知及規劃上的操作，並針對相關議題進行研討。 

第四節 研究架構設計 

在整體研究架構上，本期的計畫整合第一期、第二期的研究架構及成果，並落實到

地區尺度的操作(如圖 1-1 所示)：第一期計畫中建立易致災地區的風險分析與安全建地

劃設的架構，著重於實證資料庫之蒐集評估與建立，收集相關研究圖資，以南投縣地利

村為案例進行測試圖資的準確性及研究架構的可行性。 

第二期計畫套疊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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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易致災地區與周邊安全建地之評選指標與流程，並建立台灣本島的高風險村

里分佈圖並於其中的 100 個村里進行安全建地的劃設，以及安全建地的田野調查。 

第三期是以落實地區性虛擬土地儲備制度為目標，由於第一、二期的研究成果是全

國性尺度之劃設，因此在地區尺度上的易致災地區與安全建地的圖層資料、圖資內容、

比例尺需重新討論是否有更適當的尺度，圖資內容及評估指標應更具專業性，並更詳細

以明確表達出該地目前狀況。為兼顧制度的可行性及實用性，在研究架構中蒐集現行中

央及地方主管機關承辦人員、專家學者及居民代表等各方意見，利用教育訓練進行相關

技術討論，以降低未來實施制度時所產生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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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研究內容之整合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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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訂易致災地區的「虛擬土地儲備制度」為本期重要工作成果，為了擬訂可落實到

地區尺度的機制，因此本計畫其他工作項目皆以協助制訂「虛擬土地儲備制度」為 高

原則(如圖 1-2 所示)，制度中所包含的流程步驟、負責的組織及成員、所需的文件格式

與項目、制度所依據的法規等，皆為其他工作項目研究後的成果。 

本計畫先行研究台灣重大災害案例的災後重建機制，如 921 震災、莫拉克風災或其

他災例，將所有安置用地分類，找出土地相關屬性，並利用個案研究找出現行災後重建

機制常遇到的課題，藉此做為擬訂「虛擬土地儲備制度」的基礎。根據第二期的研究架

構，進行區位選擇，劃設出高風險村里及安全建地候選方案，再依地區尺度安全建地評

估指標體系進行安全建地候選方案的適宜性分析，並以現勘方式確認安全建地候選方案

的安全性。 
 

 
圖 1-2 工作項目整合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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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示範操作地區 

有關易致災地區周邊安全建地之劃設作業規範與虛擬土地儲備必須透過操作過程

的檢視與調整。因此，在操作地區的選定必須審慎使其具有一定程度的驗證性與代表

性。本案在示範操作地區的選定上主要考量災後重建的安置類型與土地變更審議程序的

類型兩項因素，已使示範操作的建立的案例可以涵蓋不同差易條件的參考需求。 

一、災後重建安置類型 

災後重建的安置可分為短期安置、中期安置、中長期安置與永久安置等四種類型。

其中，短期安置以物資提供、生活輔導為主，中期安置以租金補助為主，而中長期安置

與永久安置則涉及區位選擇、土地開發與管理的問題，詳見表 1-1。 

中長期安置是以提供災戶臨時組合屋並等待永久屋興建的方式來辦理，為 921 震災

主要的安置方式。921 的經驗，許多散置的組合屋位於山坡地，屬於原住民保留地，

使用分區編定多為農牧用地，其他尚有甲、乙、丙、丁種建築用地、林業用地及未編定

用地。因此，土地使用編定與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的問題複雜。 

此外，組合屋的中長期安置在實際實施上產生了下列課題：(1) 興建與配住作業困

難精準銜接，如南投縣埔里鎮興建 1164 戶卻只進住 364 戶，供過於求造成空屋閒置；

(2) 由民間興建之組合屋，部分未經統一分配及管理，造成部分災民同時領取租金及配

住組合屋的重複補助；(3) 組合屋當時設計以一年居住為限，民間地主自願無償(或有償)

提供土地一年，後來組合屋依法延住四年，部分地主約滿不續約，造成後續拆屋還地之

困擾；(4) 組合屋之住戶來自不同的社區居民所臨時組成，造成內部管理問題。 

因此在莫拉克風災時，災民中長期的安置改以政府提供國有土地，運用現有國防部

備用營舍、閒置校舍或其它閒置公有建築物的方式辦理。如此，可以避開土地使用編定、

土地使用分區是否適合以及組合屋的興建、配住與管理問題。因此本專案所探討的安全

建地(安置替選地)劃設機制與準則，以永久安置的災害重建為主。 

莫拉克風災災害重建的永久安置作業是以國有土地設定地上權方式，經由特別條例

及政府緊密作業，大幅縮短用地取得及土地使用項目變更作業時間，以 快的速度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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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屋的興建，使災民一次遷居即可永久居住、使用，房子也可繼承給子女，但災民只

能擁有地上物使用權，而沒有土地所有權。以下為各類型安置敘述，如表 1-1 所示： 

 
表 1-1 災後安置類型說明 

安置類型 特性 

短期安置 主辦單位：縣市政府 

協辦單位：鄉鎮市公所、社福團體、宗教慈善團體、內政部、原民會 

辦理方式：運用學校、廟宇、活動中心等符合安全檢查之公共設施予以

緊急臨時安置，提供民生物資，並予以生活輔導。 

預定期限：二週至一個月 

中期 

( 租 金 補

助) 

主辦單位：縣市政府 

協辦單位：鄉鎮市公所、勞委員、教育部、內政部、原民會 

辦理方式：地方政府成立單一窗口，運用民間捐款發放租金補助，並提

供災民有關就業、就學、就養及心理衛生等相關協助 

預定期限：6 個月至 2 年 

中長期 主辦單位：內政部（社會司、營建署） 

協辦單位：國防部（退輔會）、教育部及地方政府 

辦理方式：興建臨時住宅(組合屋)安置(借住臨時住宅者，不得再領取生

活補助金及租屋補助金)，或運用現有國防部備用營舍、退輔會榮家、

國中小閒置校舍、其它閒置公有建築物等（如經濟部台電宿舍），由內

政部（社會司、營建署）統籌協調及規劃國公有土地作為災民臨時安置

住所，國防部（退輔會）、教育部及地方政府提供轄管土地及地上建築

物作為臨時安置住所資源進行中期安置。 

預定期限：3 年至 5 年 

永久安置 主辦單位：縣市政府 

協辦單位：慈善團體 

慈善團體參與重建之分工，主要在提供長期安置住宅，由認養之慈善團

體負責設計興建，完成後即交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辦理永久住宅配

住與後續維護管理相關事宜。 

預定期限：永久，子女可繼承永久屋。 

 



 

1-9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第一章

二、土地變更審議程序類型 

圖 1-3 顯示 921 震災之重建案例類別，首先就重建區之區位所受土地使用管制

類別而言可以分為都市計畫區及非都市計畫區二大類。再依據原地重建、易地重建、

災害狀況、原住民聚落等特性，分別採取都市更新、新社區開發、農村聚落重建或

原住民聚落重建等的不同解決方案。在圖 1-3 的各項類型中以原住民聚落重建與土

石流遷村安置符合本案討論的易地重建類型。其中原住民聚落重建與土石流遷村有

大部分案例重覆，此乃 921 震災在進行重建案例分類時，雖原住民大都居住在土石

流高潛勢區，但因涉及其特殊的傳統文化，主辦單位以原民會為主，縣市政府進行

協辦，故將原住民聚落獨立成一類。 

 
 

圖 1-3921 震災之重建案例類別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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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兩種類型所選擇之土地區位可能分屬於都市土地或非都市土地。圖 1-4 說

明各類土地開發審議之作業流程，審議程序不同其所依據的相關法定規定也就不

同；因此，在工作項目、規劃內容、文件需求與圖資規定也就不盡相同。 
 

 

 

 

 
 
 
 
 
 
 
 
 
 

圖 1-4 各類土地開發審議流程圖 

三、示範操作地區選擇 

經由上述分析，本案所指之安全建地劃設準則是以提供災害重建之永久性安置

為目的之區位評估準則。所選定之區位可能落於都市土地或非都市土地二類，其審

議過程可能涉及土地使用分區或地目之變更。因此，再示範操作地區的選擇宜涵蓋

各種類型之機制與程序分析。 

為此，本案蒐及莫拉克風災之永久性安置之案例共 11 例，並就整理如表 1-2

所示。為了能更完備擬定「虛擬土地儲備制度」，本案以莫拉克風災永久安置案例

為驗證組，驗證本案劃設安置替選地的架構與實際永久安置地的準確性，並探討其

差異性。與本案指認高風險村里相同的有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其安置地為非都地

區)、台東縣大武鄉大竹村(其安置地為都市地區)，而本案未指認為高風險村里但卻

為莫拉克災例的有南投縣水里鄉新山村(其安置地為都市地區)，屏東縣瑪家鄉瑪家

村(其安置地為非都地區)。 後以本案指認為高風險村里但尚未發生災害的村里進

各
類
土
地
開
發
審
議
流

都市計畫土地 

非都市土地 

開發許可 

用地變更 

內政部 

縣市政府 

平地個案變更審議流程 

山坡地個案變更審議流程

平地變更審議流程 

山坡地變更審議流程 

平地變更審議流程 

山坡地變更審議流程 

平地用地變更審議流程 

山坡地用地變更審議流程

涉及分區變更者 

未涉及分區變更者 

30 公頃以下 

30 公頃以上 

縣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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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虛擬土地儲備制度的演練做為本案的示範操作案例，本案例為桃園縣龜山鄉龍壽

村。 
表 1-2 莫拉克風災永久安置地案例分析表 

編號 1 2 

基地 月眉農場 五里埔 

縣市 高雄縣 高雄縣 

安置災戶 (1) 那瑪夏鄉(民族、民權、民生) 

(2) 甲仙鄉(東安、西安、和安、關

山、小林) 

(3) (3)桃源鄉(勤和村) 

(4) 茂林鄉(多納村) 

(5) 六龜鄉(寶來、新開新發 

甲仙鄉(小林村) 

都市/非都 非都 非都 

安置原則 離鄉 近 離鄉 近 

縣府提報日期 98.08.19會議確認辦理 - 

面積(公頃) 59.29公頃 5.8公頃 

產權 
台糖 

私有5.3219公頃， 

公有0.5528公頃 

規劃戶數 1540戶 90 

現勘日期 98.08.20 

98.09.11 

98.08.20(初勘) 

98.09.11(複勘) 

土地使用規劃單位 98.09.03(委託中興) 

98.09.07(完成規劃) 
98.09.24(委託長豐) 

變更審議類型 聯席審議 聯席審議、個案審查 

土地取得方式 徵收  

土地原始科目   

土地變更登記 98.10.26 99.01.15(預定) 

完工 99.01.31(預定) 

99.02.10（預計、搬遷入住） 

99.07.30(預定) 

99.08.07（預計、搬遷入住）

認養團體 

慈濟 

紅十字會世展會 

佛光山 

法鼓山 

一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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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莫拉克風災永久安置地案例分析表(續) 

編號 3 4 5 

基地 瑪家農場 太麻里鄉德其段 大武鄉舊大武國小 

縣市 屏東縣 臺東縣 臺東縣 

安置災戶 (1)霧台鄉(好茶村177戶) 

(2)三地門鄉(大社174戶) 

(3)瑪家鄉(瑪家132戶、 

北葉非安置對象57戶) 

太麻里鄉(泰和村) 

大武鄉(富山社區) 

都市/非都 非都 都市 都市 

安置原則 離村不離鄉/離鄉 近 離村不離鄉 離村不離鄉 

縣府提報日期    

面積(公頃) 30 0.36 0.74 

產權 台糖 公有 公有 

規劃戶數 540 22 31 

現勘日期 98.08.20、98.09.11 98.08.21 98.08.21 

規劃單位 98.09.23(太乙) 98.08.26(城鄉分署) 98.10.01(城鄉分署) 

變更審議類型 聯席審議 聯席審議 聯席審議 

土地取得方式 徵收 撥用 撥用 

表 1-2 莫拉克風災永久安置地案例分析表(續) 

編號 6 7 

基地 
賓茂國中 

芒果蒸熱場附近 

(556-1、556-2 地號) 

縣市 臺東縣 臺南縣 

安置災戶 
太麻里鄉(金崙、多良) 

南化鄉(玉山村羌黃坑部落)東山鄉(南

勢村五叉溝)部落楠西鄉(密枝村) 

都市/非都 非都 非都 

安置原則 離村不離鄉 離鄉 近 

縣府提報日期   

面積(公頃) 0.9  1.81 

產權 公有 台糖 

規劃戶數 23 45 

現勘日期 98.09.08 98.10.20 

規劃單位 98.12.31(預定) (委託規劃) 98.11.19(委託開新) 

變更審議類型 聯席審議 聯席審議 

土地取得 撥用 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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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莫拉克風災永久安置地案例分析表(續) 

編號 8 9 

基地 番路鄉轆子腳段 梅山鄉太和村樟樹湖基地 

縣市 嘉義縣 嘉義縣 

安置災戶 番路鄉(公田村、公興村、 

草山村、名和村) 
梅山鄉（太和村） 

都市/非都 非都 非都 

安置原則 離村不離鄉  

縣府提報日期   

面積(公頃) 2 3.7 

產權 台糖 公有 

規劃戶數 43 91 

現勘日期 98.08.28、98.09.10 98.09.10、98.10.19 

規劃單位 98.11.17(委託中冠) 98.12.10(委託規劃 

變更審議類型 聯席審議 聯席審議 

土地取得 徵收 徵收 

表 1-2 莫拉克風災永久安置地案例分析表(續) 

編號 10 11 

基地 阿里山鄉樂野村 水里鄉林務局閒置宿舍 

縣市 嘉義縣 南投縣 

安置災戶 阿里山鄉（樂野村） 水里鄉新山村 

都市/非都 非都 都市 

安置原則  離村不離鄉 

縣府提報日期   

面積(公頃) 10.8 0.23 

產權 公有 公有 

規劃戶數 49 10 

現勘日期 98.09.10、98.10.19 98.09.03 

規劃單位 98.12.31(委託規劃) 98.10.23(完成規劃) 

變更審議類型 聯席審議 聯席審議 

土地取得 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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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名詞定義 

為確切表達本計畫內容及描述之一致性，以下定義本計畫重要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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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地震、颱風、水災、

土石流、海嘯等天然災害以及爆炸、毒性氣(液)體外洩等人為災害。上述災害都造

成廣泛的人員、物質、經濟或環境損失。 

二、危害（Hazard） 

上述災害之潛在所可能造成人的傷亡、財產損害、社會經濟混亂或環境退化。災害

會因災害地區特性與災害規模之不同而產生不同之危害程度。例如，某地區相對於

其他地區所受颱風襲擊的頻率越高、颱風的強度越大則該地區受颱風之危害程度就

高。 

三、易致災地區 

因氣候、自然、環境因素與社會、經濟活動之條件，災害之強度、規模與頻率對於

人為環境衝擊影響，而更容易受到危害影響的地區稱之易致災地區。 

四、脆弱度（Vulnerability） 

脆弱度因子為災害造成傷害或破壞的對象，包含人口、建物、產業及公共設施與公

用設備等人為環境之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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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脆弱度指標可再細分成暴露量(explosure)、耐災度(resilience)與調適力(adaption)

三個類別的指標來構成。暴露量指遭受災害威脅區位的脆弱度因子的規模數量，脆

弱度因子的分布與密度高度相關於脆弱度的大小；耐災度指脆弱度因子對災害的容

受能力或抗災能力，不同條件的脆弱度因子其耐災程度的不同。例如，水患時老弱

婦孺因生理因素其耐災程度就較低；調適力是指受災以後因應損失或環境變遷之重

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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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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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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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安全建地/安置替選地 

於易致災地區範圍內，針對高風險村里，本於「離災不離村、離村不離鄉」或「就

近安置」之原則，規劃附近將來可供使用之重建基地，所謂「安全」意指相對於易

致災地區而言，該重建基地有較高的安全性，而非一般的絕對安全，故本計畫以一

律以「安置替選地」稱之。 

八、虛擬土地儲備制度 

本計劃定義「虛擬土地儲備制度」在本質上是一種「土地評估」制度。評估準則考

量包括區位安全性、法令合法性、財務可行性、安置意願、經濟產業之發展性與原

聚落文化社追連結性等關於遷村成敗的六大面向的因子，並以GIS資料庫的型態，

提供安置替選地的區位範圍與指標的規劃決策支援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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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論與文獻回顧 

本案是以”災害管理”的概念處理災後重建的擇地問題，災害管理是整合多部門的

運籌帷幄，包含規劃、計畫實施、預警、緊急應變、救助等措施，以減少天然災害或人

為災害對於社會所造成的影響及衝擊。災害管理可分成災前的減災、整備，災時的應變

（或緊急應變），以及災後的復原四階段，其中災前的減災、整備是災害管理的重點，

即所謂的「備災」工作，可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備災工作是指「為了減少災損而進行

準備的方法」，其中包括災情預測、防災、以及運用有效率的應變方式來減緩災害所造

成的衝擊。本章先研究重大災後重建案例，歸納出災後重建議題，再介紹災害風險管理

概念與本案所涉及的法規。 

第一節 災後重建議題 

綜觀台灣歷年來的重大災害，921 震災可說是救災備災的分界點，這場有史以來

嚴重的災難，讓政府發現原有的救災重建機制的不完備，深切體認到建立一套有效備災

與救災體系及機制的必要性。雖然 921 是地震災害，和本計畫所研究的土石流、坡地災

害、易淹水三種災害不同，但由於 921 震災至今已有 12 年，其重建案例有較完整遷村

後災民生活重建的過程，對於本案有其參考意義。 

而因全球暖化造成氣候變遷，產生極端氣候的頻率也增加，海平面也持續上升，當

全球溫度增加一度，台灣颱風帶來的暴雨雨量就會增加 1.4 倍，莫拉克颱風就是極端氣

候下的典型例子。莫拉克颱風的極端雨量造成引發洪水及土石流，造成大面積坡地崩

塌，在河川下游多處堤防受損、溢堤甚至潰堤。莫拉克風災可檢驗本計畫劃設易致災的

機制，並以實務案例做為本計畫制訂「虛擬土地儲備制度」時的參考依據。 

一、南投縣埔里鎮蜈蚣里 

1999 年 9 月 21 日在台灣中部的集集發生 7.3 地震，主因是「車籠埔」與「大茅埔

-雙冬」二大斷層相互擠壓，造成斷層所經之處受到重創，台北縣市、苗栗縣市、台中

縣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等災情慘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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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 震災後，針對 921 災區提出不同的政策：都市或非都更新地區、開發新社區、

農村聚落或原民聚落重建及土石流遷村。為了防止二次災害發生，中央地調所進行台灣

地質調查，劃設斷層帶位置，並制訂建管規則中「斷層帶」附近 50 公尺不得開發的法

規。當時的水保局做了幾個調查，第一是把土石流危險溪流重新調查，由於 921 大地震

造成地層鬆動，故把集水區的面積降低，清查結果為 722 條，另外請專家學者調查危險

村落及工研院調查崩塌地。將此三者資料整合後，同時有這三項資料屬性，可發現所謂

危險村落，通常會有崩塌或是危險溪流。 

其中埔里鎮蜈蚣里(九芎林、果子林、獅子頭)雖未因地震發生嚴重崩塌，但有危險

溪流，怕因豪雨引發土石流而被水保局劃定的危險區域共有 1.92 公頃，共 56 戶，根據

「水土保持法」與「921 震災重建暫行條例」，建議這 56 戶必須遷村。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與南投縣政府成立遷村專案小組，為了降低遷村土地成本，勘選

合適之公有土地七處供災民選擇。有關遷村地點災民意見紛歧，直到 2000 年 6 月 11

日再度發生 6.7 強烈餘震，加上連日豪雨，行政院要求二星期內提出具體遷村地點。

後由南投縣政府負責開發的埔里北梅新社區 50 戶，同時安置埔里鎮蜈蚣里土石流災民。 

蜈蚣里光徵收 56 戶土地與地上物補償，就花了 5,400 多萬，這尚未包括購置台糖

土地成本及遷村後政府需設置的公共設施。另外蜈蚣里遷村案的困難度在於遷村房子未

拆前都還是住在原地，萬一過程中發生二次災害，政府也必須負責(林照真，2002，戰

慄土石流)。 

二、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 

98 年 8 月 7 日莫拉克風災發生，在阿里山及屏東縣尾寮山降下豪雨，這些超大豪

雨在山區造成了大量的洪水、土石流，引發大規模的崩塌和塊體滑動，甚至形成堰塞湖

後，又補足水量，造成堰塞湖潰堤，形成二次災害；在平原地區，因為雨量超過排水系

統的承載量，又適逢農曆大潮，造成排水不易，加上水庫洩洪、地層下陷等因素，形成

大範圍的淹水。 

 



 

2-3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第二章

小林村三面受到獻肚山山崩、民族村附近堰塞湖潰堤，以及小林野溪堵塞的大量土

石襲擊。由於小林村雨量太大，在 8 月 9 日時，就已累積了 1470.5mm 的雨量，大約

小林村平均年雨量 2018mm 的 3/4，造成深層岩層滑動。且小林村為 v 型山谷地形，

屬於年輕的河谷地形，河流原本就會因水量的多寡在河谷間進行改道，加上小林村位處

二個土石流潛勢溪流(高縣 DF006 和 DF007)下方的沖積扇交會處，屬高風險區。 

由於在日據時期小林村的平埔住民都是因強力捍衛自己的生活方式乃遭集中管

理，集居的結果反而保留了更多的文化底蘊，並在小林國小教室興建了台灣第一處平埔

族文物館舍，即「小林平埔族文物館」，並舉行「小林平埔夜祭」且年年持續，因此小

林村的災民原有高度的文化保存意識，災後更發揮高度的團結意識，積極參與重建，選

定五里埔為小林村重建基地。小林村民希望災後重建應「以災民為主體」，讓災民參與

「重建小林村」。每個聚落都有自己的文化與區隔，並能做到以下 4 點： 1 維持平埔文

化建築的獨特性、2 明顯區隔各部落空間感、3 讓部落參與重建設計與協力造屋、4 保

有「小林村」原有村名。讓「家，應該回到記憶中的樣子」，是小林村災後重建自救會

所提出的口號，希望能回復原有的經濟、社會、文化各面向。 

 

圖 2-1 小林村遷建五里埔初步規劃圖 

資料來源：http://e-info.org.tw/node/47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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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林村的永久屋預定地分為五里埔及月眉，其中五里埔因缺水不易耕種，需重新規

劃，而月眉永久屋因規劃設計時未考量到小林平埔族的文化特色，造成小林村村民不願

遷居到月眉安置地，經過幾次協調後，小林村永久屋分為五里埔的小林一村及杉林的小

林二村。 

921 震災後遷村擇地的政策中，已開始有所謂的「區位」及「成本」的概念，在「新

社區開發」的擇地原則中，其優先順序為：鄉鎮市核心地區周邊之公有土地為 優先，

其次為鄉鎮市核心地區周邊之公營事業土地，再其次為鄉鎮市核心地區周邊之私有住宅

土地，若無鄉鎮市區的都市土地可選，才退而選非都土地，其優先順序為先選非都市土

地現有聚落周邊住宅土地， 後才選非都市土地現有聚落周邊非住宅土地。 

莫拉克風災的災後重建顯示了幾個重要議題，首先是制定出以國土保育為先的區域

重建綱要計畫，以此為上位指導原則，開始注重環境保育，並制定法令規範。在災後重

建的案例中，可以發現此次災民充分表達其意識與意願，希望遷村重建能回復原有的經

濟、社會、文化各面向，而這也成為影響遷村的關鍵因素。 

三、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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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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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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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災後重建遷村六大面向議題 

一、法令與程序因素 

災後遷村重建 重要的問題是避免二次災害發生，必須確定安置地安全無虞，

因此安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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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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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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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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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災後遷村重建在本質上屬於土地開發行為，因此也必須依循土地

開發的相關法令，例如「水土保持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非都市土地使用

管制規則」或「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等。 

 

災後重建
議題

法令程序

區位安全

財務

社會文化
結構

經濟產業

活動

災民意識
與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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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921 的重建經驗，重大災害發生後，常會依當時的災情制定災害特別條

例，例如：「921 震災重建暫行條例」、「莫拉克風災災後重建特別條例」等。根據

保障民眾權益規則，以 優於民眾權益的法規為 優先，若有其他特殊情況，也必

須加以考量。 

二、區位安全性因素 

災後重建的工作中， 令人關注的是如何使災區居民遠離災害，並能永續發

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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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將此概念納入

操作程序，首要以既有資料排除安全有疑慮之地區，易致災地區沒有絕對安全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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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災後重建安置地應由相關單位會勘認定土地為安全無慮，因災害的不可預

測性，無法預測災害的範圍、嚴重性及其影響為何，常在災害發生後，造成災源附

近土地在安全性上的重大改變，因此災後重建 重要的一個程序是由縣市政府會同

專家學者、專業技師及災民代表進行安置地現勘，確認安置地的安全性，並由技師

進行簽證。 

現勘的重要項目為確認安置地不會發生二次災害，而造成災害的原因可分為自

然因素及人為因素二項，自然因素包括地質及水文，人為因素主要為土地過度開

發。地質因素中， 主要是判別該地地質是否容易破碎、坡向和坡度，例如順向坡、

側向坡及逆向坡、邊坡穩定度等，並預估其影響範圍。水文除了降雨量外，還有河

道流向，如攻擊角或地下水層狀況等。以南投縣水里鄉新山村為例，莫拉克風災期

間，由於上游阿里山地區單日 大降雨量 1000 多公釐，河流瞬間暴漲，新山村恰

好位於河道轉彎處，受到河水沖刷邊坡，造成 20 多棟房間倒塌。 

近幾年的災害研究發現，不僅是災源地本身的條件所造成災害發生，災源地附

近的土地過度開發，也會造成大規模災害，因此不能只單看災源地或安置地本身條

件，對於其附近土地使用狀況也需一併考量。 



 

2-7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第二章

當安置計畫選擇易地重建，離原有生活圈越遠時，所需考慮的因素，一定比離

原有生活圈較近者來得複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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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近安置」為 高原則，再以「離災不離村」或「離村不離

鄉」為準則，係因行政界線與現實狀況有所落差，因此以「就近安置」原則對聚落

重建工作給予空間範圍上的基本支持。 

三、財務因素 

過去國內遷村經驗中，重建區位選定之後的重建工作未必就順利，造成重建工

作延宕的主要因素，除了行政程序繁冗（如土地的取得、轉用與開發許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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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重建工程停擺，甚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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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的不確定因素會反映在原物料的價格波動，使重建財務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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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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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案的訪談過程中，在屏東縣長治電台安置地個案中，發現民間團體在協助

災後重建的過程中，雖贊助興助永久屋，但因對建案不熟悉，針對非都地區，只評

估建物本身的建築經費，未將公共設施、基盤設施、維生系統等納入成本考量，造

成後續經費不足，無法順利執行重建工作。經和縣政府協調後，由民間團體負責地

上物建築成本，縣政府負擔公共設施、基盤設施等經費，安置地才重新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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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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安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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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重建區位已有居民，也應考量原居民與災民的社會文化是否能相融，若原居

民與災民文化習性相差太多，也易造成衝突事件發生，易造成社會問題。以台東縣

大武鄉大竹村富山部落為例，富山部落屬排灣族，其安置地為舊大武國小，附近居

民多數為平地人，由於文化背景及生活習慣不同，造成遷村後，摩擦不斷發生，造

成當地社會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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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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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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在訪談過程中，小林村村幹事提及小林村災民遷到杉林鄉的月眉永久屋

後，其後續的農保等相關產業活動應歸屬於哪一鄉鎮，造成災民及行政單位的困

擾，因此，遷村後的經濟與產業活動不單指是否可以維持生計，也應考慮其相關行

政及權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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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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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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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莫拉克風災中的瑪家農場同時安置了好茶部落、大社部落及瑪家部落三個

受災部落，但瑪家農場屬於北葉村的傳統領地，為保障北葉村村民的權益，瑪家農

場保留部分土地給北葉村，同時如何在一個基地內，讓不同的部落保有其獨立不互

相干擾的生活範圍，展現其原有傳統文化，也是瑪家農場在規劃設計時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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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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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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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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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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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sk A
nalys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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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sk Assessm
ent

︵
風
險
評
估
︶ 

 
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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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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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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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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度評估（Hazard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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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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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脆弱度評估（Vulnerability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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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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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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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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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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風險等級界定評估方法（methodology of estimates level of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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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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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所示。 

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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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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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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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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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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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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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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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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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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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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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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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節 土地適宜性分析意義及目的 

土地使用適宜性分析是環境規劃的一種工具，可分析自然環境之開發潛力與限制，

進而將資源作 適之空間分配，大多運用在土地使用規劃與資源管理作業上。有關適宜

性分析的方法相當多，且自 1930 年起就陸續發展出來，其中以 Hills，Lewis，以及 Mcharg

具代表性。土地使用適宜性分析係經由自然環境供給面之分析，配合土地使用活動之

需求，分析自然環境潛力與土地使用適宜性程度之空間區位，藉由在規劃過程中對自然

環境因素之考量，以使土地使用規劃更趨合理化，以減少人為活動或資源開發對環境造

成的負面影響。 

1960 年代以後，發展出許多改進土地使用適宜性分析方法之研究，下表 2-6 陳列的

各種方法係依 Hopkins（1977）整理及分類之結果，並簡單就各方法之優缺點加以比較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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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型態法、因素組合法、群落分析法，因是先行劃分同質區，可以解決因素間相

依的問題，但卻無法明顯核定適宜性的等級。而數值組合法中序位法、線性組合法，有

明顯核定適宜性等級，但卻無法解決因素間相依問題，且權重給分之客觀適當性是一問

題。非線性組合法雖沒有上述問題存在，卻因關係式無法完整界定出，所以無法廣泛加

以利用，沒有量化問題有可克服因素間相依的問題之規則性組合法，則在於需有適當準

則依循，方可發揮其功能（謝潮儀，1989） 

 

表 2-6 分析方法比較表 

項目 

方法 

可否解決因 

素相依問題 

有無明顯劃 

分同質區 

有無明顯 

核定等級 

評估

方式

環境因素

處理數量
優  點 缺  點 

完全形態法 可 無 無 定性 少 簡單 依個人經驗判斷，有失

公正性 

數 

學 

組 

合 

法 

序位法 

 

否 有 有 定量 多 簡單 以序位度量，不能做運

算 

線性組

合法 

 

否 有 有 定量 多 可做運算 權數訂定困難，不能克

服因素相依問題 

非線性

組合法 

 

可 有 有 定量 少 可做運算 關係式難以界定 

同

定 

質

法 

區 

界 

因素組

合法 

 

可 有 無 定量 少 明顯地劃分同質

區 

因素量多時，難以處理

龐大的組合分級問題

群落分

析法 

 

可 有 無 定性 少 明顯地劃分同質

區 

缺乏核定定適宜性等

級之方法 

邏

合 

輯

法 

性 

組 

規則組

合法 

 

可 有 有 定性 少 無量化問題、簡化

因素組合法之因

素組合 

因素量多時，規則不易

訂定 

階層性

組合法 

 

可 有 有 定性 多 無量化問題、簡化

規則組合法之因

素組合 

規則須妥善訂定，才能

克服因素相依之問題

資料來源：1、黃書禮，應用生態規劃方法於土地使用計畫之研究，中興大學都市計畫研究所，國科會研究報告，

民國七十六年。 

2、行政院經建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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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田野調查之文獻回顧 

為了解遴選安置替選地之現況，考量各種因素及準則，以期實施外業規劃時有所依

循， 須進行相關文獻之蒐集工作。「田野調查」是一種「直接觀察」的研究法，它可以

幫助親身經歷研究的對象，因此透過田野調查所取的是第一手資料，可拓展研究的視

野，增加研究的深度（林孟輝、鄭明桂，2005）。李薰楓、黃朝恩（1997）認為必須經

由各種方式，開始蒐集不同來源的資料，他們必須閱讀並解釋各種地圖，透過訪談、田

野調查、參考文獻，編輯和利用既有資料及現地調查資料。調查類型可分為短時間調查

及長時間調查，一般來說，短時間調查較適合用於地貌或建物在長時間內不會有太大改

變的情況下；以本計劃來說，則較適用於長時間的田野調查，所為長時間並非指調查時

間的長短，而是指調查時間的持續性，如地質調查。 

常用的田野調查方法，可細分為下列數項，(1)觀察與參與觀察；(2)定點記錄與追

蹤記錄；(3)個別訪談；(4)文件蒐集；(5)錄影與照相等 (王雅萍，2009)。以莫拉克風災

98 年度莫拉克颱風災害部落居住地新勘及複勘作業暨安全評估報告書計畫，透過調查，

進行現居地安全評估，主要評估方式不外乎訪談、現地調查與資料整理。其擬訂作業流

程如下： 

 
 
 
 
 
 
 
 
 
 
 
 
 
 

 

圖 2-4災後安全評估流程圖 

資料蒐集

現地踏勘

分析討論

定稿討論 

報告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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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謝龍生 ( 2007 ) 在水災勘災作業機制與資訊管理系統之開發中更提及現地勘查

作業規範，現地勘察工作流程劃分如下： 

(一)災害勘查點說明：當抵達災害勘查地點時，應首先由地方政府、鄉鎮公所等災害權

責單位相關業務主管人員進行說明受災情況（包含村里路名、排水系統及受災狀況

描述）。 

(二) 訪談：勘查團成員為了解勘查點狀況，可訪談地方政府、鄉鎮公所等災害權責單位

相關業務主管人員、民間團體及當地居民，交叉比對以了解現地狀況。討論後，瞭

解實際致災原因及歷程，並初步研訂可能具體方案，亦可以問卷調查之方式進行調

查。 

(三) 災因分析討論：經訪談後，可現地討論其實際致災原因及歷程，並初步研訂可能具

體方案。 

(四) 定位及拍照：利用 GPS 定位系統進行災害勘查地點座標定位，每個災害勘查點均

需拍 10 張含以上之照片。 

(五) 勘查表格填寫：各組於現地勘查作業中確實填寫相關作業表格，以利後續彙整與分

析作業。 

(六) 地圖點繪：在區域排水系統圖上點繪水利設施損壞位置、淹水範圍、深度及主要洪

水來源。 

(七) 治理規劃資料之蒐集：詢問受災權屬機關是否有相關之治理規劃方案資料。 

除此之外，921 震災所進行現地複勘記錄，將現勘工作劃分為調查、訪談與個案研

究與重建前後比對 ( 梁東海、陳文福、文一智，2009 )，先進行初步的基本調查，而後

至現地進行勘查作業，再進行資料後處理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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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虛擬土地儲備制度 

本計畫重要工作為擬定「虛擬土地儲備制度」。「制度」泛指以規則或運作模式，規

範個體行動的一種社會結構，本計畫定義一個「制度」應包括 4 個面向：依循的法令、

負責的組織或單位、執行的程序、相關的文件及格式。而「虛擬土地儲備制度」主要為

提供地方政府足夠的資訊，可有效解決災後重建的問題，並提高異地重建的成功率，朝

永續經營方向邁進。 

本章整理 921 震災與莫拉克風災的災後重建體制，將就現行災後重建程序及案例進

行探討，找出災後重建所面臨的重要問題，以利本案擬定「虛擬土地儲備制度」。以下

先行討論現行災後重建的組織架構，再探討災後重建家園流程，分析災後重建家園流

程，根據課題提出構想及對策，並進而設計出虛擬土地儲備制度。 

第一節 災後重建體系 

由於重大災害的發生無法預期，重建事務的複雜性與項目與一般事務大不相同，為

早日回復災民日常生活，災後重建時程愈短愈好，因此災後重建工作會通常由行政院臨

時指派主管機關組成的災後重建委員會為主導單位，並視當時災情狀況修訂相關法令以

利災後重建工作進行。由於制度關乎每個程序應負責的執行單位、其所依據的法規及產

生的文件，為釐清其間的關係，因此以下分成組織與計畫體系、相關法令與災後重建流

程三個部分討論。 

一、重建組織與計畫架構 

1999 年 921 震災發生 6 天後，行政院爰於同年 9 月 27 日成立「行政院 921 震災

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如圖 3-1)，並根據重建工作進度進行重建會組織編組修正，迅

速反映重建問題，精實組織人力，加速重建工作，以解決部分負責重建工作之地方政府

因地方生態、人力或其他因素而無法如期完成的狀況。此為開啟台灣重視救災、災後重

建程序，並開始針對環境敏感地、地質等進行大規模的資料收集及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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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 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的成員一開始以中央主管機關為主，經過二次修正

後，增加災區的地方政府首長、災民代表及各界學者，開始讓地方政府與災民可直接參

與重建過程，反映地方災民的情況。 

 

 

圖 3-1921 震災重建會組織 

資料來源：921 震災重建經驗(上) 

2009 年莫拉克風災災後重建會由行政院各部會、災區地方代表及學術界等其他代

表組成，分成重建委員及計畫部門二部分，計畫部門又下分為五個部門，分別為行政管

理處、產業重建處、家園重建處、基礎建設處及綜合規劃處，如圖 3-2 所示。由重建委

員會審查通過重建相關計畫，計畫部門執行相關計畫，並定期召開相關工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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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莫拉克風災災後重建會體系 

資料來源：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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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3-1 和圖 3-2 可以看出，921 震災重建委員會還沒有計畫擬定與計畫執行區分

的概念，而重建會一開始是由各部門分派一位行政人員參加，之後再另外聘請專職人

員。此次莫拉克風災災後重建委員會區分計畫擬定及執行二部分，由重建委員擬定計

畫，而重建委員的組成有行政部門代表、災區地方代表及專家學者和民間 NGO 組織等，

行政部門代表有行政院內政部部長、國防部部長、財政部部長、交通部部長、經濟部部

長、農委會主任委員、經建會主任委員、工程會主任委員、原民會主任委員及政務委員

等；災區地方代表有災區縣市首長及災民代表。由於重建計畫牽涉的範圍及其負責的單

位很廣，常需做跨部會的協調，並且需適時反映當地民情，民間 NGO 也需要了解重建

計畫，才不會造成與政府部門重建不同步調的狀況。 

莫拉克風災災後重建工作依據重建委員會制定的計畫執行，計畫分為四層次：一為

區域重建綱要計畫，二為部門重建計畫，三為地區重建計畫， 後為相關土地使用計畫

之檢討修訂。在實際規劃作業過程，先制定出以國土保育為先的區域重建綱要計畫，以

此為上位指導原則，區域重建與部門重建是同步進行，部門重建亦應與地區重建一起推

動，彼此互相溝通討論，確實提出可執行的的重建計畫，並由行政院莫拉克颱風災後重

建推動委員會為協調機關，如圖 3-3(資料來源：以國土保育為先之區域重建綱要計畫-

核定版)所示。 

1.區域重建綱要計畫 

主要工作項目有：劃定重建規劃分區範圍、擬訂國土保安及復育總體策略、環境敏

感及適宜性分析， 後完成區域重建綱要計畫。 

2.部門重建計畫 

主要工作為針對災損，依據災因分析、國土保安及復育總體策略，及區域重建綱要

計畫政策指導，經建會主導產業重建處負責災區的產業重建計畫，內政部（社會司、營

建署）、文建會等主導家園重建處負責安置災民及生活重建的家園重建計畫(含生活、文

化重建計畫)，以交通部為中央彙辦單位主導基礎建設處負責道路、水利等基礎設施重

建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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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區重建計畫 

組織民間專業團體及人員，分區負責規劃及擬訂各災害重建區之地區重建計畫。以

社區總體營造方式，由重建地區民眾充分參與，確定重建計畫後，加速推動辦理。 

4.相關土地使用計畫之檢討修訂 

依據區域重建綱要計畫、部門重建計畫及地區重建計畫，檢討修訂相關土地使用計

畫，以利後續土地經營管理工作。 

本專案主要探討災後家園重建程序中所遇到的土地問題及土地變更程序，因此著重

在家園重建處所執行的相關計畫、法令與程序及相關土地使用計畫之檢討修訂等。除內

政部擬定整體「家園重建計畫」外，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亦得依據各該轄內受災情

形，擬定「縣（市）家園重建計畫」。中央所擬「家園重建計畫」係以制定政策、編列

預算為主，並負責各部會間之協調；直轄市、縣（市）政府擬定家園重建計畫則應著重

遷居（村）個案之執行計畫，且遷居（村）個案係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負責執行、

控管進度，如表 3-1 所示。 
表 3-1 各級家園重建計畫主辦事項表 

 中央主管部會 縣（市）政府 

主辦事項 1.擬定家園重建計畫 

2.訂定政策及實施策略 

3.編列特別預算 

4.中央部會之協調 

1.擬定縣市之家園重建計畫（擬定個案遷居(村)

重建計畫） 

2.家園重建計畫之個案執行 

3.直轄市、縣（市）政府局處間之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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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莫拉克風災災後重建計畫架構圖 
 

1.劃定重建規劃分區範圍：
依災損、災害類型、規模、範圍資料，劃定後續重建工作的規劃

分析範圍（即重建規劃分區）。 

區域重建綱要計畫
(98.9.6第3次委員會通過) 

主辦機關：經建會

2.擬訂國土保安及復育總體策略：
提出國土保安及復育總體策略，作為各項重建工作之核心理念與

整體性指導原則。 

3.環境敏感及適宜性分析：
依環境的敏感性，如相關法令限制之發展區、土石流或崩塌災害

之潛勢等，進行相關分析。

4.提出區域重建綱要計畫：
依據環境敏感及適宜性分析，及國土保育及復育總體策略，規劃
策略分區及相關重建原則與配合措施後，完成區域重建綱要計畫

。 

地區重建計畫
組織民間專業團體及人員，分區負責規劃及擬訂各災害重建區之地區重建計畫。 〧Ä
以社區總體營造方式，由重建地區民眾充分參與，確定重建計畫後，加速推動辦理。

協調機關：縣市之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 
主辦機關：各災區之縣市政府

相關土地使用計畫之檢討修訂
依據區域重建綱要計畫、部門重建計畫及地區重建計畫，檢討修訂相關土地使
用計畫，以利後續土地經營管理工作。

主辦機關：內政部、縣市政府

部門重建規劃
針對災損，依據災因分析、國土保安及復育總體策略，及區域重建綱要計畫政策指導，提出部門重建計畫。

基礎設施重建計畫
(98.11.25第8次委員會)

協調機關：重建會 
主辦機關：

交通部、內政部、經
濟部、農委會等 

家園重建計畫 
(含生活及文化重建)

(98.12.30第9次委員會)

協調機關：重建會
主辦機關：

內政部、教育部、農
委會、文建會、原民
會、勞委會等

產業重建計畫
(98.12.30第9次委員會)

協調機關：重建會 
主辦機關：

經濟部、交通部、農
委會、原民會、文建
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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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法令 

自 921 震災後，關於災後重建政府已有一套標準行政模式，在重大災害發生後，

盡速組成災後重建委員會，並依據當時災情，制訂重建特別條例，簡化行政程序，並

編列特別預算，以利執行災後重建工作。 

以莫拉克風災為例，制訂了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及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

法規，其中和災後重建土地有關的法令為下列： 

 安置措施部分 
表 3-2 安置措施法令 

項目 內容 

購屋修繕 協助建購、修繕優惠貸款： 

1.貸款額度：建購住宅 高 350 萬元、修繕住宅 高 150 萬元。 

2.優惠利率：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

減 0.533%」機動調整，目前為 0.592%。 

3.償還年限：建購住宅 長 20 年，寬限期（繳息不還本） 長 5

年；修繕住宅 長 15 年，寬限期 3 年。 

4.申請方式：自公告受理申請之日起一年內向承辦金融機構提出申

請。 

國宅租售 待售國宅餘屋（分佈於台南市、嘉義縣、台中縣、台中市、桃園

縣等地）承租者給予七折，承購者給予八折優惠。 

興 建 臨 時 住 宅

（組合屋）安置 

1.由營建署擬具用地區位選址原則函送各縣市政府據以辦理，依用

地評估及意願辦理，並優先配合國內外提供組合屋規劃興建。 

2.目前已選定在高雄縣、屏東縣、台東縣、南投縣、嘉義縣等地興

建 1842 戶，後續將依縣市政府提報災民需求戶數予以調整。預定

完工日期，因個案情形不同，惟將於 98 年 9 月中旬至 9 月底陸續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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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部會相關法規 

表 3-3 各部會相關法規表 

部會 法規 

農委會 

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水土保持法施行細則、水土保持計

畫審核監督辦法、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查定工作要點、

水土保持法、特定水土保持區劃定與廢止準則、山坡地土

地可利用限度分類標準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環境影響評估法 

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

重建推動委員會 

災區劃定特定區域專案小組作業要點、重建特別條例、莫

拉克颱風災區劃定特定區說明書 

 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法規 

莫拉克颱風災民安置用地變更及開發辦法、莫拉克颱風災民安置用地變更非都市

土地使用分區或使用地書圖文件須知、災區劃定特定區域專案小組作業要點、莫拉克

颱風災區劃定特定區說明書、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優先承租公有

或公營事業機構所有農業用地作業要點。 

三、災後家園重建流程 

根據莫拉克風災的災後家園重建計畫核定本指出，目前的災後家園重建流程分為四

個部分，依序為安置調查評估、重建前協調、重建與配住、 後到永續經營(如圖 3-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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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敏感調查分析
(營建署)

特定區域劃設
(限居、遷村)

營建署

居民意願調查
(縣市政府)

確認遷村地點規模
(縣市政府)

慈善團體、企業認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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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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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置
地
安
全
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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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政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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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市
政
府

住宅社區
規劃設計

(慈善團體)

住宅社區
土地變更

(內政部或縣市政府)

用地徵收撥用
(縣市政府)

住宅社區、公共設施興建
(慈善團體、縣市政府)

分配、進住新家園
(縣市政府、社區組織)

社區總體營造設施經營管理
(縣市政府、鄉鎮公所、社區組織)

安
置
評
估
調
查

重
建
前
協
調

重
建
及
配
住

永
續

莫拉克災後住宅社區重建計畫

 

圖 3-4 莫拉克災後住宅社區重建流程圖 

資料來源：莫拉克颱風災後家園重建計畫，本計畫重新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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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置調查評估 

主要工作事項為原居住地的安全性評估及遷村重建地的安全性評估。災害發生

後，重建委員會制訂區域重建綱要計畫，由營建署進行環境敏感調查分析，並劃定特

定區域，提出需限制居住或可以遷村重建區域。同時由原民會及內政部進行原居地安

全性評估，若原居地不安全需遷村重建時，則由營建署提供可遷村重建區域名單中，

經由專業技師及相關中央主管單位、地方主管單位進行勘查及安全性評估後，再進入

第 2 階段的重建前協調。 

2.重建前協調 

主要工作事項為確認居民意願及遷村規模，並結合政府、慈善團體及企業的力量

進行重建工作。由於本階段的事項均需災害發生後才能進行確認，其中只有遷村規模

與重建土地面積有關外，其餘均非本專案要探討的土地相關問題或程序，故不予討論。

確定遷村規模及遷村地點後，即可進入下一階段。 

3.重建及配住 

主要工作事項為重建土地的取得與變更、重建住宅社區與公共設施的設計與興

建，到 後的分配居民入住程序。本階段包括都市計畫區及非都市計畫區的土地變更

審議程序，以及審議通過後取得土地的徵收、撥用等程序。 

4.永續經營 

主要工作事項為重建社區的總體營造及經營管理。921 震災後成功的案例，多數

是以成功經營當地文化特色，凝聚當地居民意識，重新塑造社區特色，例如桃米村。 

由於目前災後家園重建流程多是災後啟動，往往因為時程緊迫，在安置調查評估

階段無法有足夠的時間進行完整的資料搜集與環境評估，挑選出適合的重建候選地，

在重建及配住與永續經營階段的審議程序中，也常因沒有明訂出應有的文件項目等，

導致開發計畫無法面面俱到，未來開發受限。本案將部分流程提前在平時整備，可減

少問題發生，因此在圖 3-5 中粗虛框部分為本案擬定「虛擬土地儲備制度」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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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災後家園重建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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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安置調查評估、重建前協調、重建與配住、永續經營此四個階段依工作順序、

工作項目及目前辦理單位細分，如表 3-4 所示。 
 

表 3-4 災後家園重建工作項目及辦理單位對照表 

工作項目 分工事項 目前辦理單位 

1.遷建安

置用地安

全評估 

提報可能遷建安置用地 行政院原民會縣(市)政府受

災部(聚)落 

優先選用安全無虞之公有或公營事業未利

用土地 

內政部營建署 

可能遷居(村)安置用地環境敏感適宜性分

析、邀集專家學者現場勘查初步評估 

內政部營建署 

1-4 遷建安置用地之安全審查認定 縣(市)政府 

2.協助辦

理土地使

用變更作

業 

都市計

畫土地 

擬訂都市計畫變更計畫 內政部營建署協助縣(市)政府

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與縣都市計

畫委員會採聯席審查 

內政部營建署協助縣(市)政府

辦理 

非

都

市

土

地 

1

公

頃

以

下

擬具「興辦事業計畫書」（視需要製

作「水土保持計畫書」） 

縣府委託專業單位規劃 

編列補助經費 原住民地區由原民會補助、餘

由內政部營建署補助 

1

公

頃

以

上

委託專業單位製作「興辦事業計畫

書」、「分區變更開發計畫書」與所需

之「水土保持計畫書」 

營建署委託專業單位協助縣

(市)政府辦理 

編列補助經費 原住民地區由原民會補助、餘

由內政部營建署補助 

3.遷居(村)重建之需

求彙整及確認 

訂定資格認定及相關規定 重建會內政部 

調查整合各項重建需求 縣(市)政府 

4.用地取

得 

公有地申請撥用(登記為國有，管理機關為縣

(市)政府) 

縣(市)政府 

私有地徵收、協議價購(登記

為國有，管理機關為縣(市)

政府) 

辦理徵收等作業 縣(市)政府辦理 

用地機關 內政部營建署與縣政府並列

需地機關 

經費編列 內政部營建署原住民地區由

原民會編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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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災後家園重建工作項目及辦理單位對照表 

工作項目 分工事項 目前辦理單位 

5.公共設

施興建 

基地外 規畫設計興建 縣(市)政府 

經費編列 縣(市)政府（必要時，由營

建署協助） 

基地內 規畫設計興建 民間團體 

經費編列 民間團體 

6.興建長

期安置住

宅 

政府興建 基地內建築物及公共設

施規劃、設計與興建 

內政部營建署 

永久住宅配住與後續維

護管理 

縣(市)政府 

民間慈善及社會

團體興建 

基地內建築物及公共設

施規劃、設計與興建 

民間團體 

長期安置住宅配住與後

續維護管理 

縣(市)政府 

當發生重大災害啟動災後重建程序時，首先由中央部會的營建署利用既有資料進

行環境敏感分析，快速且大範圍評估受災縣市土地狀況，將土地分成三類型策略分區，

第一類為限制發展區，重建原則：本區原則禁止開發，並應強化環境保育及生態防護；

第二類依發生災害潛勢分為 A、B 區，其策略原則為依現行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法令

或行政院核定之計畫、方案限制發展之地區，2A 區重建原則：本區應降低土地使用強

度，原則禁止新的開發行為，並依發展總量負成長的目標進行管理。2B 區重建原則：

本區在不違反土地使用管制規定前提下，可維持原有使用，並進行重建；但新開發行

為均需辦理環境安全評估，如有安全之虞者，不予許可開發。第三類則為一般發展區

域，重建原則：依現行法令規定辦理重建。 

營建署將環境敏感分析結果提供給縣市政府做為重建遷村時的擇地依據，由於災

後重建事務繁多，有時縣市政府會先提供已列出的安置地名單，交由營建署進行環境

敏感分析，此項步驟重點在於安置地應避開法令規定不應開發之處。 

為了確保安置地安全無虞，縣市承辦會同居民代表、專家學者、專業技師及規劃

公司等一同進行現勘，並由專業技師針對該地進行評估及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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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安置地無抵觸法令之疑慮後，縣市政府會就該安置地進行土地適宜性分析，

重點在於評估開發成本，例如交通道路設施、水電等維生系統、其他公共設施或基盤

設施、土地取得成本等。 

若安置地為都市計畫土地，由縣市政府承辦提出該地變更書圖報告書，依據都市

計畫審核摘要表撰寫內容，交由都市計畫委員審核。若安置地為非都土地，由縣市政

府委託規劃公司辦理，由規劃公司提出該地規劃報告書，依據非都土地開發審議作業

規範撰寫內容，交由區域委員審核。一旦審核通過，進入社區開發設計及興建程序，

後配住，完成災後住宅重建程序。由於土地類型分為都市計畫土地及非都土地，其

所依循的法令與程序不同，因此下面將用地變更程序分為都市土地與非都土地。 

 都市土地變更程序 

由縣府城鄉發展處承辦，鄉公所提交變更書圖計畫或由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

署代擬。公開展覽十五日並辦理說明會後，將結果逕送內政部，由內政部都委會召開

三級聯席審議。依據的法令有都市計畫法、災害防救法。 

計畫書圖文件內容需敘述計畫緣起、變更都市計畫審核摘要表、法令依據，並載

明實施進度與經費、環境地質資料等。變更都市計畫審核摘要表：包括都市計畫名稱、

變更都市計畫法令依據、變更都市計畫機關、本案公開展覽之起迄日期（公開展覽及

說明會）、人民團體對本案之反映意見、本案經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聯席審議結果。法

令依據有都市計畫概要、變更理由及位置、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等。 

 非都土地變更程序 

由縣府原民處承辦，委託規劃公司提交變更書圖計畫。由縣政府負責單位收到規

劃公司的規劃報告書後，提出土地變更，且由縣政府受理，進入審查階段時。 

規劃報告書圖內容應具備申請書、災民安置計畫、開發計畫書圖與環境保育對策

等四部份內容供審查，且需經土地使用、地質、環境影響評估、水土保持及水利等機

關會勘認定安全無虞者後，由內政部區委員進行審核。為使委員能瞭解基地現況，審

查流程分為現地會勘程─由規劃公司進行解說，與縣府內審議，縣政府組成專責審議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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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與相關單位，包含營建署、土地權屬相關權利人、協辦單位(NGO)、規劃公司、台

電、自來水、中華電信、府內相關處室等。開發許可報告書依非都土地開發審議作業

規範之總編與住宅專編、災後特別條例或相關法規進行審查；水土保持計畫書依水土

保持法進行審查其審核內容通過後，需將開發許可內容於各該直轄市、縣(市)、政府或

鄉(鎮、市、區)公所公告 30 天。 

第二節 課題與對策 

根據莫拉克風災的案例研究與分析後，在目前災後家園重建程序中，可歸納出下列

幾個課題： 

一、 完整考量災後遷村重建六大面向： 

在災後住宅重建的四個階段：安置調查評估、重建前協調、重建與配住、永續

經營中，重建會及縣市政府特別注重安置地的安全性及法令，在這二個面向進行慎

密評估。但對於財務評估部分，若安置地隸屬都市計畫土地，財務評估只需考量土

地取得成本、地上物拆遷及建築費用；若安置地屬於非都土地，常會忽略交通設施、

維生系統等基盤設施成本。而影響災民意識與意願 重要的二個因素—社會文化結

構與經濟產業活動，目前尚無評估標準及良好配套措施，因而造成遷村重建效果不

彰。其中在重建與配住階段中的遷居安置地規劃設計報告書可針對社會文化結構、

經濟產業活動、區位安全性多加考量與著墨，並落實到 後的建築開發，可惜目前

此階段未完整考量遷村六大面向因素。 

二、 區位選擇： 

當災後需要進行遷村重建時，必須能在 短時間內找出適合的區位，此因素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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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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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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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安全性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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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後重建的土地需有一定的安全性，但由於 初選擇土地區位時，是以全台灣

為範圍的圖資，在易致災地區之劃設和風險地圖的製作上，限於各機關圖資料項目

及內容精度等問題，僅作規劃參考，無法提供該地精確的安全性。 

由於風險地圖的參考圖資和現況除有圖資精度問題外，尚有時間間隔問題，由

於既有圖資所提供的是 5、6 年前的資訊，無法即時且有效反應目前安置替選地的

現況。 

四、 時間緊迫性： 

由於發生重大災害後，需要盡早回復災民的生活，往往因時間的緊迫性，無法

蒐集較完整的資料，進行全面性評估，但主事者卻需要下重大的決定。 

五、 人力需求： 

重大災害常包括範圍廣大、災情嚴重且複雜，因此受災嚴重的地方政府短時間

內需要處理大量救災及災後重建工作，某些特定工作或程序需有符合特定資格者才

能執行，另外由於發生重大災難時，地方政府沒有相關經驗，常因承辦人員經驗不

足造成執行效果不彰。 

六、 經濟效益 

災前的預防隱含著是否發生災害的不確定性，不確性災害何時發生、在何處發

生、影響範圍多大、需安置多少人等，為了預防，需動用多少時間、金錢與人力成

本，資料的完整度應到多詳細， 後是否能達到其應有的效益，是災前整備時應考

量的課題之一。 

針對以上課題，本案依現行災後住宅重建程序分成三個階段，讓縣市政府可在

平時依此三階段進行備災動作，準備資料。此三階段構想(如圖 3-6 所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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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虛擬土地儲備制度流程圖 

一、 利用既有資料快速評估土地狀況： 

本階段主要工作項目有二：一是指認出容易發生災害，可能造成遷村的高風險

村里。二針對此高風險村里依「就近安置」或「離災不離村、離村不離鄉」之原則，

劃設出適合為作安置替選地的土地。 

二、 確認引用資料的正確性： 

本階段主要工作項目：利用田野調查方式確認安置替選地的安全性評估，同時

確認既有資料的正確性，也取得第一手資料。 

三、 落實於規劃設計： 

本階段主要工作項目：利用綜理表的概念，將第一階段中所考量的法令與第二

階段田野調查成果整理比對，以表格及書圖方式呈現，成為針對該安置替選地的設

計規範。 

針對以上構想，本計畫提出「虛擬土地儲備制度」為對策，「虛擬土地儲備制度」

主要為災前的備災機制，在平時進行災後重建家園安置替選地劃設程序演練，蒐集相關

資料，可縮短災害發生後資料準備的時間緊迫性問題，並撰寫現地田野調查的操作手

冊，讓一般人可自行操作，減少人力資源問題。下一節針對「虛擬土地儲備制度」進行

介紹。 

階段一：

利用即有資料快速評
估土地狀況

階段二：

確認引用資料的正確
性

階段三

落實於規劃設計

高風險村里指認 安置替選地劃設
安置替選地安全性評

估
安置替選地設計規範

構想 構想 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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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虛擬土地儲備制度 

本計畫擬訂「虛擬土地儲備制度」來因應上述課題，「虛擬土地儲備制度」是在平

時或災前演練時就應執行，意指在災害發生前，進行易致災地區風險評估，指認出高風

險村里，再以「離災不離村，離村不離鄉」的概念找出高風險村里附近可當為災後遷村

時的安置替選地，輔以進行現地的田野調查方式收集該地現況資料，製作未來災後重建

時土地相關流程所需文件，減少災後重建收集資料的難度與時程，提高遷村的成功率及

其未來的永續經營。 

本「虛擬土地儲備制度」在流程上分為四個部分(如圖 3-7 所示)：易致災地區劃設、

地區性安置替選地劃設、安置替選地調查作業、安置替選地設計規範，每一個部分皆以

協助災害發生時災後重建家園時的土地問題為主要目的(如圖 3-8 所示)。 

一旦啟動災後重建程序，若災源地為已指認的高風險村里，縣市政府可立即掌握針

對該村里合適的安置替選地清單，且此清單已排除法令規定不適合發展地區，故沒有抵

觸法令之疑慮。此清單顯示出該地的土地適宜性指標，例如與原聚落的可及性、產業可

及性等，可做為縣市政府決策或與災民談判時的依據。 

災後縣市政府會同居民代表、專家學者、專業技師、規劃公司等進行現勘時，專業

技師雖有豐富專業知識，但由於專業技師對該地未必充分瞭解當地地形地貌，易造成判

斷誤差。若能藉由平時的田野調查結果，提供災前該地地質描述與土地利用狀況，並和

災後狀況進行比對，提供專家學者與專業技師決策時的參考依據。 

由於規劃公司、縣市政府承辦、審查委員對於安置地未必能馬上掌握所有資訊，因

此針對該安置地的設計規範，可提供規劃公司撰寫報告書內容及方向，也可讓承辦及審

查委員依據設計規範審查報告書內容，避免因對安置替選地不熟悉，造成後續與災民協

調或永續經營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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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虛擬土地儲備制度流程圖 

虛擬土地儲備制度

安置替選地設計規範
一、分析安置替選地調查結果
二、擬訂安置替選地規範規劃
三、製作設計規範報告

區
位
選
擇

地
區
尺
度
區
位
評
估

替
選
地
安
全
性
評
估

替
選
地
設
計
規
範

安置替選地調查作業

一、訪談居民蒐集災歷
二、確認災源現況
三、確認聚落現況(脆弱度)
四、確認安置替選地安全性
五、製作安置替選地資料報告

地區性安置替選地劃設

一、地區性安罝替選地劃設
二、土地適宜性分析

易致災地區劃設

一、危害地圖劃設
二、風險地圖劃設
三、高風險村里指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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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災後重建家園程序與虛擬土地儲備制度對照圖 

 
 

提供方案
與指標

易致災地區劃設
一、危害地圖劃設
二、風險地圖劃設
三、高風險村里指認

提
供
指
標

地區性安置替選地劃設
一、地區性安罝替選地劃設
二、土地適宜性分析

提供資料

安置替選地調查作業

一、訪談居民蒐集災歷
二、確認災源現況
三、確認聚落現況(脆弱度)
四、確認安置替選地安全性
五、製作安置替選地資料報告

提供設計規範

安置替選地設計規範

一、分析安置替選地調查結果
二、擬訂安置替選地規範規劃
三、製作設計規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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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易致災地區劃設 

設計構想及目的： 

現行災後重建體制中，當災害發生後，為了盡速掌握災情及當地災後重建

需求，營建署綜合計畫組會利用既有圖資進行災後重建區劃設，並從生態資源

保育、景觀資源保育、水土資源保育及災害潛勢四大面向，就有現有相關法規

規定及相關機關規劃研究結果進行環境敏感適宜性分析，劃設 3 類策略分區。 

就地方政府角度而言，平時制訂土地相關政策必須瞭解當地整體土地條

件，避開危險之處，進行整體規劃及開發，才不會造成開發不當或是過度開發

等問題，並針對易致災地區提出整體的減災、備災、救災等計畫。 

考慮地方政府的需求，本計畫定位「虛擬土地儲備制度」為決策支援系統，

其資料庫可提供地方政府制訂整體規劃或相關政策時土地資訊。考量「虛擬土

地儲備制度」若成為行政程序時，需具備一定的公信度，故資料來源以各災害

的主管機關所公布的資料為主，如以經濟部水利署的淹水潛勢圖繪製易淹水相

關圖資，中央地調所的都會區及周緣坡地整合性環境地質資料庫為坡地災害的

資料來源，農委會水土保持局所發佈的土石流及其潛勢溪流影響範圍為本計畫

土石流相關資料的主要來源。繪製危害地圖、風險地圖，指認出易致災地區及

高風險村里。本階段目的在找出台灣本島各縣市範圍中的高風險村里，計算出

其災害類型與災害危害度、受危害的脆弱度指標等。本計畫第二期已繪製土石

流、坡地災害、易淹水等三種災害的危害度地圖及風險度地圖，完成高風險村

里指認，提出安置替選地方案，完成現地田野調查，第三期計畫以此為資料基

礎，進行危害度地圖及風險地圖資料更新。 

執行單位：考慮到計算災害危害度及風險度所需的專業性、複雜性及準確

性，目前危害度及風險度的計算尚需人為操作，因此建議由營建署製作危害度

地圖及風險地圖，提供地方政府做為參考資料。表 3-5 為易致災地區劃設資料

輸入與輸出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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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易致災地區劃設資料流程表 

資料來源(input) 工 作 項 目

(process) 

工 作 成 果

(output) 

1. 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土石流 1552 條土石

潛勢溪流影響範圍 

2. 中央地調所都會區及周緣坡地整合性環境地質

資料庫建置計畫  

3. 行政院經濟部水利署淡水河流域及臺北市、臺

北縣、桃園縣與基隆市計畫、頭前溪、後龍溪、

中港溪流域及新竹縣、新竹市與苗栗縣淹水潛

勢圖更新計畫、烏溪流域及台中縣、台中市與

南投縣淹水潛勢圖更新計畫、曾文溪、北港溪、

八掌溪、朴子溪、急水溪流域與台南市、嘉義

市、台南縣與嘉義縣計畫、高屏溪流域及高雄

縣、高雄市與屏東縣淹水潛勢圖更新計畫 

1. 劃設危害度

地圖 

2. 劃設風險度

地圖 

3. 指認高風險

村里 

1. 易致災風

險分佈圖

2. 高風險村

里分佈圖

遷村六大面向： 

區位安全性─此步驟以本計畫劃設的風險地圖為主，指認出三種災害的高

風險村里，因此屬於區位安全性指標。 

效益： 

 平時可做為地方政府進行規劃時的參考依據 

透過危害度地圖、風險地圖與高風險村里指認，地方政府可以事先掌握管

轄範圍內的安全狀態，進行都市發展時可以有較完整的規劃，針對易致災地區

的高風險村里能有完整配套的政策。 

 災害發生後，可做為地方政府評估安置替選地依據 

災害發生後，營建署與地方政府可透過本階段的成果，迅速提出已經過較

嚴密評估的災後重建家園安置替選地方案，與災民進行協調。若由災民提出其

他安置替選地，也可經由對照危害度地圖及風險地圖，找出該地的危害度及風

險度，將其列入該地的安全性評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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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地區性安置替選地劃設 

設計構想及目的： 

上一階段指認出高風險村里，雖無法精準預知災害何時、何處、規模多大，

但「雖不中亦不遠矣」，至少對於易致災地區及受災對象的推測有一定的準確

性，解決了「災害在哪發生」的問題，接下來應處理「要遷往哪裡」的安置替

選地區位問題。本階段目的在利用圖資，先行排除區域計畫中限制開發的地

區、本計畫劃設的三種災害高風險地區及未來進行住宅開發時建管規則不允許

的地區，如活動斷層帶等，再針對該高風險村里找出附近可用的安置替選地方

案後，以地區尺度的可及性指標進行該地未來發展可行性評估，評估其評估安

置替選地的安全性、開發/維護成本、未來經濟發展狀況和可及性、土地適宜

性進行分析其區位的適宜性。 

執行單位：本階段適合由地方政府進行安置替選地的區位評估。表 3-6 為地區

性安置替選地劃設資料輸入與輸出之關係。 
 

表 3-6 地區性安置替選地劃設資料流程表 

資料來源(input) 工作項目(process) 工作成果(output) 

1. 易致災風險分佈圖 

2. 高風險村里分佈圖 

1. 排除土地開發管制區位及相

關法令探討，找出符合法規可

開發的土地 

2. 土地適宜性分析及發展潛力

分析 

1. 安置替選地開發管

制圖 

遷村六大面向： 

法令與區位安全性─透過排除區域計畫中的限制發展區、建管規定禁限建

地區的動作，剩下可用的土地已符合法律規定，且有一定程度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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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社會文化結構、經濟產業活動、災民意識與意願─本計畫以 4 種可

及性指標評估此 4 面向適宜開發的程度。聚落可及性可表示安置替選地與原聚

落的距離，也間接顯示與原社會文化結構的凝聚關係。產業可及性直接表示災

民遷至安置替選地後，能否以原經濟產業延續生存。當原社會文化結構與經濟

產業活動這二者災民 重視的因素皆可維持原樣，則災民意識與意願也會大幅

提高。若以政府部門或 NGO 組織來說，財務是重要考量因素，公共設施可及

性及交通可及性代表開發安置替選地時，除了住宅建物的費用外，是否需考量

基盤設施、公共設施等經費。 

效益： 

 提高災後重建的成功率 

第一階段的區位選擇是以全台灣為範圍的小比例尺圖資進行評估， 後在

災後重建時需落實在地區尺度的土地開發，因此有尺度落差的問題。而災後重

建時需考慮的社會經濟層面，可透過本階段一併納入考量，提高災民遷村意

願。本階段也納入土地開發的規劃階段所需考量的因素，提供規劃階段基本資

料，可減低土地開發的失敗，避免重新擇地。 

三、 安置替選地調查作業 

設計構想及目的： 

由於前二個階段主要以既有資料”快速”評估土地狀況，以篩選出可用土

地，但因既有資料的不確定性，如原始資料的尺度及目的不同，無法詳細敘述

小尺度的地區特質，或由於原始資料產生的年份很久及年份不同，跟土地現況

會有所出入，為減少既有資料產生的誤差，造成決策判斷錯誤，本階段目的在

以現地田野調查方式，主要確認安置替選地的安全性與現況，並收集災源地與

安置替選地關於遷村重建六大面向的資料，減少既有資料的不確定性，又可增

加 新的一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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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階段的重點在以田野調查方式，利用訪談、攝影、錄影等方式，確認既

有資料的正確性，如災害潛勢圖、地質圖等，並取得該土地 新的一手資料。

本計畫將田野調查方向分成四項，地方居民訪談、災害型態調查、脆弱度現況

調查及安置替選地現況調查。 

訪談地方居民是本階段重要的資料來源方式，由於該地很多資料與狀況，

是調查人員進行調查時，無法利用觀察法得知，需透過訪談政府機關、當地鄉、

里、村長或居民了解當地概況，包含人文歷史、災歷等。由於進行現地調查時，

無法得知災源地之前發生災害的實況，經由訪談過程，能得知災害發生的動態

情況，例如水的流向、崩塌方向及順序、特殊地質情況、社會文化結構、當地

經濟產業活動、災民意願等，收集關於遷村六大面向的第一手資料。 

為確認高風險村里可能發生災害的範圍，需進行災源地現況確認，例如災

源地近期是否有發生過災害， 近一次發生的時間及影響範圍，若近期曾發生

過災害，災源地通常會遺留下災害發生過的微跡證，例如：河道有特殊形狀的

石塊或漂流木、坡地沒有植被，可利用觀察微跡證來確認災害當時的狀況及範

圍。 

脆弱度調查即為調查災源地或安置替選地附近土地利用現況，及公共設

施、交通設施狀況。由於災源地發生災害的時間可能已經過 1、2 年以上，居

民為了生計多存以僥倖心理，認為已做好預防可減少災害發生，因而重新開發

受災地區，因此，需確認災源地附近的產業、公共設施、交通設施，未來才可

進行災損預估。而安置替選地附近的產業、公共設施、交通與災後重建的財務

成本、災民遷村重建後的經濟產業有關，因此不論是災源地或安置替選地都需

進行脆弱度調查。 

安置替選地現況調查重點在於安置替選地的安全性，由於安置替選地的安

全性關乎災民的生命，是 重要的基本條件，本計畫針對此項目單獨一個工作

項目進行分析，現地分析類別分為地質狀況與自然環境，利用微跡證，例如柏

油路面凸起或裂縫，判斷是否有災害發生的前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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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單位：本階段適合由地方政府進行安置替選地的安全性評估。表 3-7 為安

置替選地調查作業資料輸入與輸出之關係。 
表 3-7 安置替選地調查作業資料流程表 

資料來源(input) 工作項目(process) 工作成果(output) 

安置替選地開發管制圖 1. 地方居民訪談 

2. 災害型態調查 

3. 脆弱度現況調查 

4. 安置替選地現況調查 

安置替選地野外地質調查

圖。 

遷村六大面向： 

法令─由於前一階段已進行排除法令不許可的土地，本階段為確認資料正

確性，因此較少牽涉到法規，但在訪談過程中，若受訪者為基層行政人員，如

小林村村幹事劉先生，提到小林村村民遷村後農保歸屬問題，或北葉村社區發

展協會成員，曾提及瑪家村安置替選地屬北葉村傳統領地等關於原住民的問

題。因此，若能訪談到對地方行政或是致力於環保、發展的地方人士，可以得

到相關的法令問題。 

區位安全性─本階段針對災源地與安置替選地用訪談、拍照、錄影等方式，

由於附近土地開發情形也有可能會影響安置替選地的安全性，因此本計畫不僅

單就安置替選地的安全性進行確認，也將附近土地利用狀況一併進行記錄。 

財務─公共設施、交通設施、基盤設施等成本可透過訪談及拍照進行初步

確認外，當安置替選地有地上物時，其拆遷費用或有租借契約等賠償費用，均

需列入考量。 

社會文化結構、經濟產業活動、災民意識與意願─在訪談過程中，發現有

時因為該地的歷史特殊意義或是特殊祭典，使災民不願遷村，例如小林村的夜

祭，或大社部落屬排灣族拉瓦分支的原始部落，具有其歷史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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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安置替選地調查作業工作項目與遷村六大議題關係圖 

效益： 

 災害發生後，提供地方政府現勘時的基礎資料 

雖災害本身充滿不確定性，可能因災害範圍影響安置替選地本身的危害

度，但不可否認的，本階段在災前已調查並蒐集該地資料，可在 短時間內提

供地方政府、專家學者等對該地現況的掌握，有足夠的資訊輔助，以專業知識

進行判斷與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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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安置替選地的設計規範 

設計構想及目的： 

本計畫訪談了地方政府承辦人員、規劃公司、審議委員、村長等相關人士，發

現由於災後重建程序中，中央及地方政府進行現地勘察後，委託規劃公司進行規

劃，通過審議後，再交由 NGO 組織主導，委託建築師設計，中間容易產生資訊銜

接與技術整合問題。例如建築師只設計建築物本體，基盤設施是由政府或規劃公司

處理，由於遷村重建時，二者同時並行，其間的管線等整合需雙方配合，否則易發

生建物完成後，管線無法使用的問題。又受訪的區域委員曾提出因遷村重建時，規

劃公司只考量該地如何安置災民，未思考未來安置地銜接附近都市計畫開發的問

題，造成設計不當，無法永續經營。地方政府承辦指出，由於 NGO 建築師在設計

永久屋社區時，未與災民充份溝通協調，如瑪家鄉安置地未注重不同村落的獨立

性，社區配置造成互相干擾、未能表現出原住民的文化特性等，造成設計圖重製，

延誤建期。若能在安置地替選地進行開發時，將其需規劃設計或開發時需注意的特

殊事項列表，讓地方政府承辦人員、規劃公司、審議委員、NGO 組織、建築設計

師等可事先掌握設計要點，能減少反覆修改計設的次數。 

本階段目的在根據安置替選地劃設與現地田野調查結果，制訂該地未來在進行

土地變更時的規劃報告書內容項目與書圖格式。表 3-8 為安置替選地設計規範資料

輸入與輸出之關係。 

表 3-8 安置替選地設計規範資料流程表 

資料來源(input) 工作項目(process) 工作成果(output) 

1. 安置替選地開發

管制圖 

2. 安置替選地野外

地質調查圖 

依 據 田 野 調 查 結

果，比對安置替選地

規劃總表，整理相關

災後重建法令及一

般現行法規。 

1. 安置替選地規劃檢核表。 

2. 安置替選地規劃書圖 

水土保持計畫圖、技師認定安全圖、

堆積物安全評估圖、環境安全評估

圖、環境與基地地質調查圖、環境影

響評估圖、邊坡穩定性分析圖。 



 

3-29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第三章

遷村六大面向： 

法令、區位安全性─本階段整理相關的法令，如區域計畫、建築技術管理

規則、歸納出設計規範總表，並且列出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所計算出來的易致

災地區、安置替選地地區及上階段安置替選地調查作業中，關於安置替選地區

位安全性的調查項目如地勢、地質、邊坡及邊坡防護、水文等，將區位安全性

表格化。 

財務、社會文化結構、經濟產業活動、災民意識與意願─本階段以土地權

屬及發展潛力作為財務、社會文化結構、經濟產業活動、災民意識與意願評估

指標。 

效益： 

 災害發生後，提高安置替選地的規劃內容有效性 

災害發生後，確定安置替選地的位置後，進行土地變更前需針對該地提出

整體規劃，經審議通過後，方可進行土地變更，並根據此規劃報告進行土地開

發。而根據前一階段的現地田野調查結果，可以歸納出該地的優缺點，讓規劃

公司或地方政府單位提出合適的規劃方案，也可讓審議委員能掌握規劃方向及

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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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安置替選地之區位選擇 

「遷村」往往是受災害威脅、破壞後，才面臨之不得已的作為，故並非全台各地皆

有遷村之議題。然台灣為島嶼地形，山地遍佈、四周環海，易致災地區（包含山坡地災

害、土石流災害、易淹水地區）尤廣，座落其中的聚落亦多，若欲進入安置替選地劃設

作業，也必需有優先操作對象。故本計畫在進行安置替選地之區位選擇之前，先對全島

作災害風險分析，再以「高災害風險」村里為安置替選地區位選擇之對象。故以「地區

尺度」來與過去之全域型分析有所區隔。 

安置替選地之區位選擇除考量區位安全因素、法令與程序因素及財務因素外，延續

災區居民之社會與文化結構、經濟與產業活動，藉以增加居民意識與意願，同具重要性。

本計畫以土地適宜性分析之原理，挑選符合、排除不符六項要素之區位來作為安置替選

地之方案，再輔以網絡分析來了解安置替選地方案與原有聚落、鄰近聚落之連結性。故

本章主要說明如何將此六大要素內化於區位選擇之劃設流程中，並闡明六大要素各以哪

些評估項目表示。 

第一節 危害地圖及高風險村里指認 

本計畫的風險地圖是將危害度地圖疊合脆弱度地圖而產生，其中危害度地圖是由土

石流、坡地災害、易淹水三種災害潛勢圖，疊合誘發因子，如雨量因子、地表加速度

(PGA)，所劃設而成。脆弱度地圖是以利用國土利用現況調查土地使用分類系統及建置

圖資，計算出四種脆弱度，分別為集居類脆弱度、產業類脆弱度、基盤設施類脆弱度、

公共設施類脆弱度，由於國土利用現況調查十年調查一次，本案已取得 新圖資，故脆

弱度地圖無需更新。本計畫第二期劃設土石流、坡地災害、易淹水三種危害度地圖，所

使用的災害潛勢圖與劃設準則如表 4-1，本計畫第三期除了土石流災害潛勢圖資維持不

變，坡地災害方面因地質資料複雜，本計畫以中央地調所圖資為主，易淹水災害由於水

利署進行淹水潛勢圖更新計畫以各流域為主要研究對象，繪製各縣市易淹水地區。各項

潛勢資料 新取得概況如表 4-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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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第二期危害度地圖基本圖資 

災害類型 災害潛勢基本圖資 劃設準則 

土石流 

■土石流潛勢溪流1503條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土石流沖積範圍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1. 土石流溪流左右buffer 50公尺，合併土石流沖積範

圍圖 

2. 直接套疊誘發因子運算危害度地圖，設算公式： 

H =S × Tp（潛勢等級 × 25年重現期距降雨強度）  

3. 土石流危害度地圖buffer 300公尺 

土石流風險值(R)=危害度(H)× 脆弱度(V) 

坡地災害 

■坡地環境災害敏感區 

(中央地質調查所) 

1.潛勢資料直接套疊誘發因子運算危害度地圖設算公

式：H坡地災害 =S ×Ts （潛勢等級×地表 大加速

度） 

2. 坡地風險值(R)=危害度(H)× 脆弱度(V) 

易淹水 
■淹水潛勢圖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表 4-2 第三期危害度地圖基本圖資 

災害
類型 

計畫名稱 縣市 
更新
年度 

取得
狀況

土石
流 

1552條土石潛勢溪流 全台灣 99年 ○ 
1552條土石潛勢溪流影響範
圍 

全台灣 99年 ○ 

坡地
災害 

都會區及周緣坡地整合性環境
地質資料庫建置計畫 

台北縣市、基隆市、宜蘭縣、桃園縣、
苗栗縣、台中縣市、南投縣、彰化縣、
雲林縣、嘉義縣、台南縣、高雄縣市、
屏東縣、花蓮縣、台東縣 

91-95 ○ 

易淹
水 

淡水河流域及臺北市、臺北
縣、桃園縣與基隆市 

台北縣、台北市、桃園縣、基隆市 
(流域範圍：淡水河) 

98年 ○ 

頭前溪、後龍溪、中港溪流域
及新竹縣、新竹市與苗栗縣淹
水潛勢圖更新計畫 

新竹縣、新竹市、苗栗縣(流域範圍：
頭前溪、後龍溪、中港溪) 

98年 ○ 

烏溪流域及台中縣、台中市與
南投縣淹水潛勢圖更新計畫 

台中縣、台中市、南投縣(流域範圍：
烏溪) 

97年 ○ 

曾文溪、北港溪、八掌溪、朴
子溪、急水溪流域與台南市、
嘉義市、台南縣與嘉義縣  

台南市、嘉義市、台南縣、嘉義縣(流
域範圍：曾文溪、北港溪、八掌溪、
朴子溪、急水溪) 

98年 ○ 

高屏溪流域及高雄縣、高雄市
與屏東縣淹水潛勢圖更新計畫

高雄縣、高雄市、屏東縣(流域範圍：
高屏溪) 

97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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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土石流危害度地圖及高風險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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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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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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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擴展角度（105 度向下游

劃出一扇狀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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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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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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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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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潛勢等級 
表 4-3 土石流基本圖資彙整表 

圖資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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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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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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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3 月 空間範圍 台灣地區 

本計畫將分級過之潛勢等級換算成分數（表 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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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土石流災害潛勢因子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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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潛勢等級（S） 

持續觀察 1 

低 2 

中 3 

高 4 



 

4-5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第四章

 
圖 4-2 1552 條土石流潛勢溪流分布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2010 年 

155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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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害度估計_25 年重現期距降雨強度 
表 4-5 土石流危害度分級表_25 年重現期 

危害等級 級距 危害度 
面積（平方公

里） 
百分比 

1 （M-δ）以下 60.02 以下 低危害 117.036 10.65% 

2 （M-δ）~M 60.02-106.8 中危害 431.107 39.24% 

3 M~（M+δ） 106.8-153.58 中高危害 332.071 30.23% 

4 （M+δ）以上 153.58 以上 高危害 218.431 19.88% 

 

表 4-6 縣市土石流危害度地區面積_25 年重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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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66 1.444 0.837 0 2.748 

2 台中縣 15.807 29.902 38.773 4.767 89.25 

3 台北市 5.435 6.458 1.549 3.625 17.066 

4 台北縣 18.495 50.449 24.938 2.511 96.393 

5 台東縣 15.548 49.619 53.661 3.45 122.278 

6 台南縣 4.173 7.07 6.589 11.538 29.371 

7 宜蘭縣 10.253 54.107 8.783 10.057 83.199 

8 花蓮縣 15.301 33.097 36.749 27.825 112.972 

9 南投縣 11.271 83.386 70.562 45.027 210.246 

10 屏東縣 3.469 14.445 12.354 10.571 40.839 

11 苗栗縣 2.384 41.644 13.372 8.004 65.404 

12 桃園縣 1.939 8.892 3.712 10.312 24.854 

13 高雄市 0.097 0.451 0 0 0.547 

14 高雄縣 4.42 26.335 24.58 10.242 65.577 

15 基隆市 3.341 3.05 2.148 0 8.539 

16 雲林縣 0 2.971 3.779 2.061 8.812 

17 新竹市 0.023 0 0 0 0.023 

18 新竹縣 2.012 7.779 15.291 28.969 54.052 

19 嘉義縣 0.829 5.006 14.394 39.471 59.701 

20 彰化縣 1.773 5.003 0 0 6.776 

21 總計 117.036 431.107 332.071 218.431 1098.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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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土石流村里風險分佈圖_25 年重現期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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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土石流危害度分級表_50 年重現期 

危害等級 級距 危害度 
面積（平方公

里） 
百分比 

1 （M-δ）以下 66.69 以下 低危害 119.636  10.89% 

2 （M-δ）~M 66.69-121.9 中危害 443.358 40.35% 

3 M~（M+δ） 121.9-177.11 中高危害 332.461 30.26% 

4 （M+δ）以上 177.11 以上 高危害 203.19 18.49% 

 

 
表 4-8 縣市土石流危害度地區面積_50 年重現期 

項次 縣市 低危害 中危害 中高危害 高危害 總計 

1 台中市 0.466 1.387 0.895 0 2.748 

2 台中縣 15.807 29.524 40.894 3.025 89.25 

3 台北市 5.435 6.458 1.537 3.637 17.066 

4 台北縣 18.495 50.449 24.938 2.511 96.393 

5 台東縣 15.548 59.745 46.985 0 122.278 

6 台南縣 4.173 7.07 6.589 11.538 29.371 

7 宜蘭縣 11.995 52.366 9.417 9.422 83.199 

8 花蓮縣 15.301 42.292 31.736 23.643 112.972 

9 南投縣 10.12 68.437 83.66 48.028 210.246 

10 屏東縣 3.469 19.595 11.093 6.682 40.839 

11 苗栗縣 2.384 44.473 10.414 8.133 65.404 

12 桃園縣 1.939 8.553 4.051 10.312 24.854 

13 高雄市 0.097 0.451 0 0 0.547 

14 高雄縣 6.661 24.094 24.58 10.242 65.577 

15 基隆市 3.341 3.05 2.148 0 8.539 

16 雲林縣 0 2.971 3.779 2.061 8.812 

17 新竹市 0.023 0 0 0 0.023 

18 新竹縣 2.012 12.205 19.804 20.031 54.052 

19 嘉義縣 0.599 5.237 9.941 43.924 59.701 

20 彰化縣 1.773 5.003 0 0 6.776 

21 總計 119.636 443.358 332.461 203.19 1098.645 

單位：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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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土石流村里風險分佈圖_50 年重現期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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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土石流危害度分級表_100 年重現期 

 

表 4-10 縣市土石流危害度地區面積_100 年重現期 

單位：平方公里 

危害等級 級距 危害度 
面積（平方公

里） 
百分比 

1 （M-δ）以下 72.64 以下 低危害度 95.625  8.70% 

2 （M-δ）~M 72.64-137.39 中危害度 479.139 43.61% 

3 M~（M+δ） 137.39-202.14 中高危害度 332.21 30.24% 

4 （M+δ）以上 202.14 以上 高危害度 191.672 17.45% 

項次 縣市 低危害 中危害 中高危害 高危害 總計 

1 台中市 0.002 1.851 0.895 0 2.748 

2 台中縣 6.193 39.138 35.942 7.977 89.25 

3 台北市 5.435 6.458 1.537 3.637 17.066 

4 台北縣 18.495 50.923 24.464 2.511 96.393 

5 台東縣 10.023 65.269 46.985 0 122.278 

6 台南縣 4.173 10.06 11.027 4.11 29.371 

7 宜蘭縣 7.423 49.08 17.275 9.422 83.199 

8 花蓮縣 15.301 47.254 26.775 23.643 112.972 

9 南投縣 6.746 71.812 80.667 51.021 210.246 

10 屏東縣 3.007 20.057 13.198 4.577 40.839 

11 苗栗縣 2.384 41.883 13.005 8.133 65.404 

12 桃園縣 1.939 8.553 4.051 10.312 24.854 

13 高雄市 0.097 0.451 0 0 0.547 

14 高雄縣 6.661 41.373 16.57 0.973 65.577 

15 基隆市 3.341 3.05 2.148 0 8.539 

16 雲林縣 0 0.648 6.102 2.061 8.812 

17 新竹市 0.023 0 0 0 0.023 

18 新竹縣 2.012 12.205 19.804 20.031 54.052 

19 嘉義縣 0.599 4.072 11.768 43.262 59.701 

20 彰化縣 1.773 5.003 0 0 6.776 

21 總計 95.625 479.139 332.21 191.672 1098.645 



 

4-11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第四章

圖 4-5 土石流村里風險分佈圖_100 年重現期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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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土石流危害度分級表_200 年重現期 

 

表 4-12 縣市土石流危害度地區面積_200 年重現期 
項次 縣市 低危害 中危害 中高危害 高危害 總計 

1 台中市 0 1.853 0.895 0 2.748 

2 台中縣 2.375 42.955 35.942 7.977 89.25 

3 台北市 5.435 6.458 3.215 1.959 17.066 

4 台北縣 13.922 55.496 26.975 0 96.393 

5 台東縣 10.023 78.235 34.02 0 122.278 

6 台南縣 4.173 10.06 11.027 4.11 29.371 

7 宜蘭縣 7.423 49.08 17.275 9.422 83.199 

8 花蓮縣 11.277 51.277 26.775 23.643 112.972 

9 南投縣 6.746 71.812 60.623 71.065 210.246 

10 屏東縣 3.007 22.545 10.71 4.577 40.839 

11 苗栗縣 1.743 42.524 20.936 0.201 65.404 

12 桃園縣 1.743 8.748 5 9.363 24.854 

13 高雄市 0.097 0.451 0 0 0.547 

14 高雄縣 6.661 42.307 15.636 0.973 65.577 

15 基隆市 3.341 3.05 2.148 0 8.539 

16 雲林縣 0 0.648 6.102 2.061 8.812 

17 新竹市 0.023 0 0 0 0.023 

18 新竹縣 1.998 12.219 19.804 20.031 54.052 

19 嘉義縣 0.599 4.072 11.768 43.262 59.701 

20 彰化縣 1.773 5.003 0 0 6.776 

21 總計 82.359 508.792 308.851 198.645 1098.645

單位：平方公里 

危害等級 級距  危害度 
面積（平方公

里） 
百分比 

1 （M-δ）以下 77.72 以下 低危害度 82.359  7.50% 

2 （M-δ）~M 77.72-153.44 中危害度 508.792 46.31% 

3 M~（M+δ） 153.44-229.16 中高危害度 308.851 28.11% 

4 （M+δ）以上 229.16 以上 高危害度 198.645 1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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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土石流村里風險分佈圖_200 年重現期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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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坡地災害危害度地圖及高風險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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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 4- 3） 

（坡地災害危害度=潛勢因子×地表 大加速度）        

潛勢地區判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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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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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 坡地災害基本圖資彙整表 

圖資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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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 坡地災害資料來源 

資料來源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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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坡地災害潛勢分級劃設流程圖 

 
表 4-15 坡地災害潛勢因子等級 

坡地災害潛勢分級（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劃設，本計畫整理為後續使用） 潛勢分級（S） 

低 1 

中 2 

高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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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坡地災害風險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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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易淹水危害度地圖及高風險村里 

本期將改採水利署的淹水潛勢圖，以下將簡介其計畫、研究模式、輸入條件、

水文分析、參數設定等。 

i. 水利署計畫簡介 

水利署為配合內政部「全國數值高程更新」工作之完成，遵循「淹水潛勢圖製

作及更新作業暫行規範」之分析步驟，辦理淹水潛勢圖更新工作，以作為各級政府

再行審視各水災災害防救計畫之用。研究成果除作為治理參考外，並應用於雨量預

警系統，以增進應變效率。 

ii. 計畫採用模式  

該計畫進行一系列的淹水分析，所採用的淹水模式係目前台灣地區廣為使用

的擬似二維變量流模式(Quasi Two Dimensional Inundation Model)，並結合河

道水理演算所需之一維變量流模式，成為SINOTOPO模式，其淹水分析流程如圖

4-9所示。  

圖 4-9 淹水分析流程圖 

開始

輸入幾何、邊界及起始條件

逕流演算

河道洪水演算

M>=總演算時刻

淹水模擬

輸出結果

結束

溢流

計算各子集水區地表逕流量

計算排水系統之流量及水位

檢核排水系統之輸水容量是否足夠

計算各分區之淹水位及水深

M=1

是

M=M+1

是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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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輸入條件  

淹水分析輸入條件及參數設定說明如下：  

地形資料蒐集與計算網格  

1.淹水模擬範圍—淹水模擬演算之範圍各區域再分成進行淹水模擬：  

(1)山區逕流：地形高程在 100 公尺以上者。  

(2)平地漫地流：地形高程在 100 公尺以下者。  

2.淹水演算所需地形資料取得的來源如下：  

(1)內政部民國 95 年 5M＊5M 數值地形高程及地理資訊資料。  

(2)新竹市政府所製作市區 1/1000 地形資料。  

(3)內政部經建版 40M＊40M 數值地形高程。  

(4)內政部經建版 1/5000 航測圖面資料。  

上述資料包括河道斷面資料及洪氾區內地形資料；洪氾區內各分區代表高程及

分區間交界處高程資料係以1/5000航測資料為依據，進而計算各分區面積、分區

間交界長度等幾何資料。 

3.網格大小： 

依據區內地形、道路劃分網格邊界，每一分區（網格）面積大小約為 100

～10000 平方公尺，為配合本淹水潛勢圖未來可能提供各級縣市政府防災

預警之用：  

(1)山區採用 1600～10000 平方公尺的網格。  

(2)平地區域採用 100～400 平方公尺的網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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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水文分析  

計畫所製作之淹水潛勢圖主要作為洪潦治理參考及淹水預警之用，因此，水文

分析資料之採用包括定量降雨及頻率分析：  

1.定量降雨包括日雨量 200 毫米、350 毫米、450 毫米及 600 毫米；2 日雨量 450

毫米、600 毫米、750 毫米及 900 毫米；3 日雨量 750 毫米、900 毫米、1050

毫米及 1200 毫米。  

2.頻率年應包括連續降雨 24 小時、48 小時以及 72 小時之 1.1 年、2 年、5 年、

10 年、20 年、25 年、50 年、100 年、200 年及 500 年等。  

v. 淹水分析參數設定  

淹水分析使用之參數主要係參考台大顏清連教授等之「台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

統防洪排水設計之研究」、成大蔡長泰、顏沛華教授等之「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

統洪水位之研究」。此外，淹水模擬之率定極為不易，且實測之淹水範圍亦存在某

種程度之不確定性(一般係於淹水發生過後，利用洪水痕跡或以當地訪談方式進行

淹水調查，所得淹水深度及淹水範圍具有相當程度的不確定性)，因此本研究於實

際率定過程中以較保守的參數進行分析，例如以較大的滯水比反應淹水範圍。分別

說明如下：  

1.分區連接型式—相鄰兩分區間水流流動形式可分為兩類，分區屬性若為河川

渠道或縱貫道路，則其間水流流動形式為川流連接型；其餘分區間水流流動

形式為堰流連接型。  

2.分區糙率係數、堰流係數與道路涵洞孔口係數—川流連接型之渠流分區糙率

係數取為 0.025～0.04，內陸分區糙率係數取為 0.05～0.1；堰流連接型分區

堰流係數取為 0.4；道路涵洞孔口係數則取為 0.8。  

3.分區窪蓄量及入滲量—分區窪蓄量設定為 5 公分；分區入滲量初始設定為 2.5

公厘/小時，其後隨降雨時間增加而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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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為了反映實際道路之阻隔效應，乃依據道路位置佈置路堤，路堤高度依據實

際狀況反應高差，約為 30～50 公分。  

5.模擬時段—採用各重現期之降雨型態為依據，輸入時每一時段為 10 分鐘。  

6. 大演算時距—依據水位增量及流量增量控制（設定為 10 %），採用不同演算

時距， 大演算時距訂為 0.1 秒。  

7.起始條件—設模擬開始時，區內均為無水狀態，因此各分區之起始水深為零。  

邊界條件—本計畫之邊界分區計有流量邊界分區（外邊界，即上、下游水路之

流量歷線）、水位邊界分區（外邊界，即上、下游水路之水位歷線）及堰流邊界分

區（內邊界，即堤防或護岸）等三類邊界分區。其中流量邊界分區係指各排水路流

入(流出)本淹水模擬範圍所形成的流量歷線；水位邊界分區係指各排水路流入(流出)

本淹水模擬範圍所形成的水位歷線，如下游水位或潮位變化；堰流邊界分區則係指

與河道相鄰之分區皆屬堰流邊界分區。 

潛勢地區判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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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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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淹水危害度分級表 

危害

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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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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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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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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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 易淹水風險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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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劃設要素之評估項目 

劃設安置替選地時，本計畫分別以各種評估項目來使六大要素確實包含於劃設流程

之中。區位安全之重點為避災，故其評估項目即為災害潛勢地區；法令與程序上除注意

國土保育保安外，亦須具開發合法性，故應避免限制發展地區，並將建管規則限制不得

開發地區與條件發展地區納入考量；財務上為達永續及降低土地取得成本，以未佔用土

地為優先考量，並衡量地籍之公私有分布狀況；另外在社會與文化結構、經濟與產業活

動、居民意識與意願等三要素上，本計畫研究發現安置替選地若與原聚落基地較近、取

得民生需求服務較易，則能具有較佳社經連結性，使居民意願提高，故對上述兩項目進

行可及性評估，以作為此三項要素之代表。 

表 4-17 六大要素之評估項目一覽表 

劃設要素 評估項目 

區位安全 避災 災害潛勢地區 

法令與程序 

國土保育保安 區域計畫限制發展地區 

開發合法 
建管規則限制不得開發地區 

區域計畫條件發展地區 

財務 
永續與土地取得成本 未佔用土地 

土地取得時程與成本 地籍分佈 

社會與文化結構連結性 

經濟與產業活動連結性 

居民意識與意願 

較近區位 

與原聚落基地之可及性 

取得民生需求服務之可及性 

一、區位安全 

災後重建的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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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針對「莫拉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例」

                                                 
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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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5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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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為避免重建後

的聚落再次受到可預期的災害侵襲，應以「避開災害潛勢範圍」做為區位選擇的原

則；其中包含土石流易致災地區、坡地災害易致災地區、易淹水易致災地區與裸露

崩塌地、河川行水區 300 公尺以內之地區（圖 4-11）。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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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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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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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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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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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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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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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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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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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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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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與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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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替選地在於提供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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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近年來國土規劃傾向保育保安觀念的實踐，在此觀念及避災安全因素雙

重考量下，變更區域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中所規定之限制發展地區，與其他相關法

令規定之禁止發展地區，應予以排除於安置替選地的考量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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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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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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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現行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法令應予禁止發展之地區整理如下表 4-18。 

表 4-18 法規應予禁止發展地區一覽表 

相關土地利用禁止發展地區 法規依據 
1.國家公園之生態保護區、特別景觀區、史蹟保存區 國家公園法 
2.野生動物保護區及重要棲息環境 野生動物保育法 
3.自然保留區 文化資產保存法 
4.國有林（含大專院校實驗林地及林業試驗林地）之自然保護
區、保安林地及森林遊樂區內之景觀保護區與森林生態保育區

森林法 

5.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離內之地區 飲用水管理條例 

6.水庫蓄水範圍 
水利法 

水庫蓄水範圍使用管理辦法
7.河川區域、洪氾區一級管制區、洪水平原一級管制區 水利法 
8.特定水土保持區 水土保持法 
9.本次風災後經勘查並依公告之危險地區 莫拉克颱風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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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全台區域計畫限制發展區分佈圖 

圖資名稱 圖資資料 

土地使用發

展限制圖 

主管機關 內政部營建署 

檔案名稱 土地使用發展限制圖 座標系統 TWD67* 

檔案格式 Shape file 圖資精度 1/250,000 

更新年度 1996 空間範圍 北部區域、南部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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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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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因易致災地區

多位處山坡地，排除平均坡度大於 30%之區域後將使可發展地區面積大為縮

減，使得安置替選地之劃設更為不易；雖實務案例中，平均坡度亦可經由人

工整地方式來符合建管規則要求，如屏東縣瑪家鄉瑪家農場即為一例，但本

計畫以遵守既定法規為準則，故坡地陡峭地區僅列為安置替選地之發展條件

分析項目，而不自可供聚落發展地區中排除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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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區域列為安置替選地之發展條件分析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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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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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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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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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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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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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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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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廣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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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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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 全台環境敏感地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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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19 不適發展區評估項目綜理表  

不可開發評估項目 規範內容 劃設準則 

說明是否位
屬應予保
護、禁止或
限制建築地
區 

環境敏感地  

生態敏感地 

予以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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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域計畫限制
發展地區   

1. 重要水庫集水區 

予以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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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交通 

從主管機關規定 

大眾捷運 
水庫集水區 
風景區 
核子 
自然保護區 
特農業用地 
特水土保持區 
嚴重地層下陷區 
溫泉露頭區 
活動斷層 Buffer 兩側 100 公尺環域排除
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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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19 不適發展區評估項目綜理表  
不可開發評估項目 規範內容 劃設準則 

非都市土地
開發審議總
編與住宅專

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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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予以排除 

  
全區坡度 30 度以下至少佔全區面積 30%或 3
公頃 

符合 小規定 

自來水法限制
不得開發地區 

水質水量保護區 予以排除 
水源水質保護區 予以排除 
距水體岸邊水平距離一千公尺 予以排除 

小面積規定 
一般農業區 小面積規定 10 公頃 符合 小規定 
住宅樓地板面積每人 30 平方公尺，一戶四人 符合 小規定 

三、財務因素 

為使安置替選地具有永續發展之條件，並降低用地取得成本、縮短取得時程，

篩選以尚無建築開發、佔用的土地區位，以作為可供聚落發展土地之範圍。本計畫

利用國土利用現況調查結果作為安置替選地的可用土地資源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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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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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替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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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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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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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置替選地之土地資源依據，其土地使用分類及代碼如表 4-21。 

表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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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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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替選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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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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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連結性分析（社會與文化結構因素、經濟與產業活動因素、居民意識與意願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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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安置替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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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可及性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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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距離原集居地之距離（恢復原生產方式、社會網絡之連結） 

災民之生活習性、賴以為生的農、果園皆以原集居地為生活重心，只要

離家鄉不遠，他們願意遷移到安全的地方。距原聚落愈近的地區，災民對地

域愈熟悉，愈有利於恢復原來的生活作息與安頓家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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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安置

替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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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距鄰近聚落中心之距離（聯結民生需求服務） 

安置替選地係提供受災戶多數人居住之地區，須考慮民生物資可以供

應、水電供應、安定精神生活等宗教或教堂聚會所、臨時會所；並應考慮鄰

近城鎮市區內，所可提供的民生需求服務，如醫療、看護或緊急救助等，由

於易致災地區之聚落發展狀況不一，原聚落中心不一定皆能滿足上述需求；

再者，聚落中心與行政村里界並無絕對關係，安置替選地之區位有可能因避

災或其他考量而遠離原聚落中心，但卻與鄰近聚落中心相近，故區位的選擇

上宜將鄰近聚落中心納入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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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連結性分析評估項目與劃設準則一覽表 

土地使用需求 土地潛能 評估項目 開發評估因子 劃設準則 資料 

與原聚落基地之
距離 

較近區位 與原聚落基地之距離 與原聚落中心距離 網絡分析 
公路路網與農路圖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
（原聚落中心） 

距離都市中心之
距離 

較近區位
取得民生需求服務之
距離 

與鄰近聚落中心距離 網絡分析 同上 

第三節 劃設流程步驟 

安置替選地的劃設分為三大步驟：○1 可用土地方案篩選，自未佔用土地中排除限制

發展地區，並從中篩選可用土地方案；○2 潛力面發展條件分析，對可用土地方案進行網

絡分析，並套疊地籍圖； 後是○3 限制面發展條件分析，將條件發展地區及平均坡度大

於 30%之區域與可用土地方案套疊。完成此三步驟即可得安置替選地方案與其各項發展

條件評估狀況。 
表 4-23 評估項目與其劃設準則、圖資來源一覽表 

步驟 評估項目 評估因子 劃設準則 圖資來源/資料庫名稱

○1 可用
土地方
案篩選 

永續與土地 

取得成本 
未佔用土地 

農作 0101、畜牧 0103、農
業附帶設施 0104、人工林
0202、草生地 0903、灌木荒
地 0905、裸露地-裸露空地
090404、空置地-未使用地
090801 

直接劃設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

(95) 

國土保育 

保安 
限制發展地區 

天然災害敏感地 

生態敏感 

文化景觀敏感 

資源生產敏感 

予以排除 
變更區域計畫第 1 次
通盤檢討「限制發展地

區」(99.06) 

○2  

潛力面
發展條
件分析 

較近區位 

與原聚落基地
之可及性 

與原聚落中心距離 網絡分析 公路路網與農路圖 

取得民生需求
服務之可及性 

與鄰近聚落中心距離 網絡分析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 

土地取得時
程與成本 

地籍分佈 公私有土地 
套疊分析及 

標示 
地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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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評估項目與其劃設準則、圖資來源一覽表 

步驟 評估項目 評估因子 劃設準則 圖資來源/資料庫名稱

○3  

限制面
發展條
件分析 

避災 災害潛勢地區 

土石流易致災地區 
排除中高危害

度以上地區 

本計畫資料庫 坡地災害易致災地區 
排除中高危害

度以上地區 

易淹水易致災地區 
排除中高危害

度以上地區 

開發合法 

建管規則限制
不得開發地區 

坵塊平均坡度>30% 
套疊分析及 

標示 坡度圖 

條件發展地區 

天然災害敏感地 
生態敏感 
文化景觀敏感 
資源生產敏感 
其他 

套疊分析及 
標示 

變更區域計畫第 1 次
通盤檢討「條件發展地

區」(99.06) 

 

圖 4-15 安置替選地劃設流程示意圖 

易淹水
危害度

未佔用土地

限制發展地區

可用土地

發展條件分析

排除

限制面 潛力面

地權 可及性

私有土地 與鄰近聚落
可及性

公有土地 與原聚落
可及性

法令

條件發展
地區

平均坡度
>30%

易致災地區

坡地災害
危害度

土石流
危害度

Erase

Union

○1          

可用土地   

方案篩選   

○2 潛力面發展條件分析 ○3 限制面發展條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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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可用土地方案篩選 

（一）依類別選出可供聚落發展土地 

本計畫以未佔用土地作為可供聚落發展土地，可降低用地取得成本、縮

短取得時程，使安置替選地具有永續發展之條件。將國土利用調查資料依下

表中之類別篩選，作為安置替選地的可用土地資源來源。 

表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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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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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上表篩選後即為可供聚落發展土地（但僅為未佔用土地尚非可用土

地），以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為例，結果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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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6 可供聚落發展土地範例（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 

（二）排除不適發展地區 

基於避災與國土保育保安原則，將限制發展區自未佔用土地中排除。以

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為例，結果如下頁圖所示。 

圖 4-17 可用土地範例（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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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篩選可用土地方案 

自前項產生之可用土地中，依「離災不離村、離村不離鄉」之原則，

並挑選較完整、方正之地塊作為可用土地方案。以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為

例，結果如下圖所示。 

圖 4-18 可用土地方案範例（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 

二、潛力面發展條件分析 

（一）網絡可及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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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潛力面發展條件分析首重可用土地方案與原聚落、鄰近聚落之連結

性；將可用土地方案中心與原聚落中心、鄰近聚落中心（以國小作為聚落中

心之參考），沿道路系統進行網絡分析，以得到 短路徑距離為基礎的可及

性，做為連結性的評估指標。以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為例，結果如下圖所示。 



 

4-43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第四章

圖 4-19 網絡分析結果範例（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 

（二）地籍圖套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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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替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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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地籍圖之公有地範圍刻劃至可用土地

方案中，便可計算出可用土地方案中之公、私有土地比例。以高雄縣甲仙鄉

小林村為例，結果如下頁圖所示。 

 

圖 4-20 地籍圖套疊結果範例（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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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限制面發展條件分析 

為避免重建後的聚落再次受到可預期的災害侵襲，應以「避開災害潛勢範圍」

做為區位選擇的原則，故限制面發展條件分析在災害潛勢部份，將各種災害危害地

圖與可用土地方案進行疊圖分析，以避免劃設於災害潛勢範圍內。以高雄縣甲仙鄉

小林村為例，結果如下圖所示。 

 

圖 4-21 災害潛勢地區疊圖分析範例（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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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安置替選地田野調查計畫 

第一節 前言 

利用第二期現調成果報告書中進行全域性的易致災地區安置建地調查，本計畫已建

立「各地區尺度之安置替選地劃設機制與指標」，但由於劃設機制與指標均是由圖層套

疊與地理資訊系統技術操作之內業程序作業，唯恐圖層資料空間性與時間性不足造成與

現地資料有所差異，使得劃設情況與實際應用上有所偏頗，故配合現地田野調查計畫考

量現地狀況予以修正。 

而田野調查的主要目的是進一步確認建地現況的安全性及可利用性，並透過現地勘

查評估的方式，檢討建地安全程度高低，同時建立用地的基本資料，如建地面積、可容

納人數多寡、現地狀況、土地形態、土地利用開發程度、產業背景及附近災源等，提供

中央單位或縣市政府做為日後的參考依據。依目前台灣地形分佈與土地利用現況而言，

不易達到完全「安全無虞」的狀況，但仍有部分建地其本身自然條件可能不需太多繁複

的工程或軟體措施，即可符合安全建地的標準，故需透過現地田野調查搭配現有圖資，

方可進行驗證，故換言之，田野調查為彌補圖層空間與時間性不足的 佳方法。 

第二節 台灣常見之災害類型 

台灣處於環境及地質敏感帶，根據聯合國開發總署 2005 年報告，地震、颱風、洪

水及乾旱四種天然災害造成全球死亡人數超過 150 萬人；而世界銀行所出版的報

告”Natural Disasters Hotspots：A Global Risk Analysis”中也曾指出台灣可能是世

界上 容易受到天然災害的衝擊處。其主要原因有三：(1)台灣處於歐亞板塊及菲律賓板

塊交接處，為世界上有感地震 多的地區。(2)台灣處於颱風與季風氣候帶路徑路線上(3)

其他災害如乾旱、梅雨、寒流等。台灣常見的天然災害類型有：地質災害(如落石、土

石流及地滑)、颱風豪雨期間之水患災害、地震及地層下陷等。而本計畫中，主要針對

坡地災害、土石流災害及水患災害分別進行討論。下表列出台灣常見災害型態，並使用

相片進行輔助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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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各級家園重建計畫主辦事項表 

坡地災害 土石流災害 水患災害 

坡地坍塌損毀道路。 溪流內大小石塊堆積。 淹水後地面有大量土層堆積。

岩層裸露 民宅遭土石淹埋，土石入侵屋內。 農田有淹水後殘留積泥狀況。

邊坡崩塌、護坡牆結構損壞。 
土石流溪側邊崩塌地，裸露坡地處為

大小石塊堆積，則該處可能為古崩塌

地。 

草地、空地或路面有積水現象。 

落石、崩塌石塊破壞民宅。 土石流夾帶崩塌物往兩側堆積。 淹水受災地區，有緊急防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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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各級家園重建計畫主辦事項表 

坡地災害 土石流災害 水患災害 

大面積坡地地滑。 土石流內大小石塊堆積。 
淹水後，地面殘留漂流木或植物殘

骸。 

台灣四面環海，且位於板塊交接處，地質條件複雜，山地與丘陵共約佔台灣島總面

積的三分之二，由於人口密集，人們不斷往山坡地進行開發，濫墾濫災情事日益嚴重，

使坡地失去原有水土保持能力，邊坡區域災害頻傳。台灣坡勢大多呈北北東-南南西走

向，而平原及盆地地形約佔三分之一，因南北長東西短，及山地分布情形，造成河流川

短流急，而地勢陡峻，河床比降極大。正因如此，驟雨時，河道路徑短，水體宣洩不及

而致災。除此之外，人口大多沿河川兩岸發展，當發展至極限時，與河海爭地，變成為

解決土地使用的一種工法。為了獲得更多土地使用而犧牲河道流域，造成泥沙淤積問題

嚴重，使河川失去原來的調節能力。另外，河川沿著山勢由高處往低處流動，由於地形

崎嶇，導致河道不斷地變化，若降雨量過大，水勢激增，在河道轉彎處，易受水勢沖擊

而掏空坡腳，上方岩體或沉積層受重力影響，容易向下崩落。台灣平原地區土地有限，

人口沿山坡地開發，而山坡地主要發展區域大多為河階台地地形，若開發區域恰巧位於

河道轉彎處則坡腳容易被沖蝕，危害上方建物的安全。 

台灣本島海岸線總長一千一百三十七公里，按基本的岩岸、沙岸性質區分，北部、

東部海岸山地常直接臨海，大部分為火成岩、沈積岩與變質岩組成的岩岸。南部海岸為

珊瑚礁構成的礁岸，西部海岸沿海平原較為寬廣，海岸坡度平緩，又多各大河川攜帶漂

沙入海，堆積於近岸地區，造成平直的沙岸。故南部沿海地區主要以河床沉積物或沉積

岩為主，但仍須視現地狀況而定。以岩性來說，沉積岩較火成岩或變質岩脆弱，遇水容

易崩解，以台灣地質來說，常見的情形為砂岩或頁岩與板岩互層。若降雨量大，砂岩或

頁岩透水性佳，而板岩因受壓變質，孔隙率小，水無法流入岩石內，而形成浮流，因此

水容易沿著互層交界處順勢流出。岩層交界處，因為浮力影響，使互層面摩擦係數降低，

若坡度過陡或層面上方岩層體積大，容易造成岩體崩落或全面積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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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災害發生並非單一性質，通常屬於複合式。舉例說明，如颱風時期，外圍環流

影響降下豪大雨，導致低漥地區積水或淹水，且台灣地區地質條件複雜且惡劣，若邊坡

地區降下豪雨，易造成水宣洩不及，土石鬆動，造成土石流或坍方，莫拉克風災時期，

短時間降下豪大雨，造成低漥林邊、東港地區淹水，又遇天文大潮影響，逕流掏空堤防

基座，導致潰堤。以 921 地震為例，震央中心位於南投集集，處車籠埔斷層帶，地震深

度僅有 8 公里，芮氏規模達 7.3，造成道路、建物嚴重受損，土石崩塌、走山等，可見

災害的發生都非單一性。 

整合上述針對台灣地區災害發生種類及地形、地勢影響，並基於國土保育的考量，

排除限制發展地區，包括天然災害敏感地、生態敏感、文化景觀敏感及資源生產敏感區

域 等進行剔除，而選出安置地，並利用災害潛勢圖套疊進行分析比對。但是圖資中，

仍有許多天然與人為災害無法判讀(如區域性的坍方、土石流、或工程施工不當)，故須

進行現地踏勘作業。根據建立劃設安置替選建地之標準作業程序所劃設之建地，選擇合

適地點，進行相關之調查、訪談、影像等記錄工作，並根據現地勘查結果，會同專家做

初步之安全評估研判及劃設區域範圍建議。勘查內容主要項目如下：地質構造、岩層、

順向坡、坡度分級、向源侵蝕、土石流、填土區、坍方落石、坑道範圍、地上物工程建

設等。 

第三節 田野調查作業設計構思 

參考並整合上述的作業流程，及第二期現調成果報告書進行修正，本調查計畫之目

的乃為針對所遴選出的安置替選地進行示範性操作，透過田野調查取得現地資料，以排

除安置替選地評估機制與準則階段中之各種不確定性，並且以「自評」為主，讓一般人

員可依據目測及提供圖資與相關資料，記錄該地現況，成為災後專業人員若需使用該地

時之評估依據。主要與第二期不同的是增加安置替選地及周遭環境各種不確定性之因素

擬訂以下田野調查之調查項目，並以縣市政府為出發點，除針對安置地進行評估外，另

外結合第二期成果擴大至安置地附近災源範圍，方便地方政府進行統籌利用。故主要設

計現勘內容，主要是以第二期計畫為架構，整理至下列五點：1. 附近災害型態調查、

2. 地方意見訪談、3. 脆弱度現況調查、4. 安置替選地調查、5. 安置替選地現況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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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調查項目之作業項目、作業重點及作業原則將於後續章節詳細說明。調查作業

流程，根據參考資料及第二期報告書內容統整後，可將田野調查分為前置作業、現地踏

勘及調查成果展示與彙整。作業流程圖如下： 

 

 

 

 

 

 

 

 

 

 

 

 

  

 

 

 

 

 

圖 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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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M 資料 

5.  地質圖、地形圖、坡度、坡向圖 

6.  各縣市政府災害點位資訊 

調查範圍選定 取得儲備土地方案

範圍圖 

風險聚落調查基本圖製作 

現地調查 

1. 附近災害型態調查 

2. 脆弱度現況調查 

3. 安置替選地調查 

4. 地方意見訪談 

5. 安置替選地現況紀錄 

  1.  現勘報告製作與彙整 

  2.  調查成果數位化

前

置

作

業 

田

野

調

查 

調

查

成

果

彙

整 

附近災源 

1.  聚落社經環境既有資料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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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置建地調查 

1.  安置地環境及附近既有資料整理 

2.  現勘結果整理 

（1）訪談資訊說明 

（2）示範性安置地周遭環境說明 

（3）建立虛擬儲備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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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現地調查的前置作業 

承續第二期計畫風險地圖、重建基地劃設後，進行現地勘查以補足原始資料於時

間、尺度與現況的落差；若安置替選地位於高風險村里處，在取得風險地圖後，以村里

為基準進行選定調查聚落，並依據國內現有的災害情報資訊（如土石流防救災資訊網），

取得其他單位所產生的災害報告做為地點參考。唯與第二期不同的是，除進行勘查附近

災源之外，對於遴選出的安置替選地則考慮全方位的災害特性及居住的適宜性，並與縣

市政府所規劃出的安全建地進行對照。 

由於第二期計畫中，並沒有考慮地質、地形對於安置替選地之影響，故在本期計畫

中，向中央地調所承購各示範地區五萬分之一的地質圖、及網路平台免費下載之 SRTM 

DEM 90m 、Aster DEM 30m 所產生的等高線地形圖、坡度及坡向圖等，產生出調查

底圖。其中衛星影像圖主要目的是為了辨識地上物及地形現況；而縣市村里界圖、國土

利用調查圖及道路圖旨在訂定出安置地選地大略位置，及詳細的村里資訊；災害潛勢圖

其目的是為了排除不安全地區；選出安全建地之後，搭配地質圖、DEM 旨在輔助辨識

所選出的安置替選地是否存有潛在危機。綜合上述考量，其詳細流程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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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調查範圍劃定流程 

一、 調查底圖製作 

基本調查底圖源於前期計劃中所產生的安全建地調查圖。針對土石流高風險聚落、

坡地災害高風險聚落及易淹水高風險聚落為主，進行影像疊合，並將易致災源( 潛勢

溪、易崩坍、斷層或易淹水)，進行剔除，並依此選出安置替選地範圍。以下以高雄縣

甲仙鄉小林村為例，說明調查的前置流程。 

(一) 取得災害點位資訊 

小林村災害類型屬於崩塌及洪水複合型，民國 98 年 08 月 09 日莫拉克風災後，由

於瞬間降雨量過大，使小林村後方獻肚山發生大規模崩塌，崩塌土石先掩埋北側聚落，

與右側崩塌地堵塞旗山溪河道，形成堰塞湖，當日發生潰堤沖毀小林村，並對整條旗山

溪河道及兩側土地造成災害，其災前與災後影像如下圖所示。 另外在災變尚未發生前，

此區域屬於高風險土石流聚落，故災害點位取得一併考慮土石流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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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質圖、D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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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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災前衛星影像圖(上)、災後衛星影像圖(下) 

 
圖 5-4災前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防災地圖 

圖中紅色標示A014及A015部分，為土石流潛勢溪。 

 

聚落原址

聚落原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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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調查聚落定位 

參考 Google Earth 衛星影像圖，考慮災前及災後變化，並匯入水土保持局所製作

的土石流潛勢溪流位置點位，定位出高雄 A014 及 A015。於 ArcGIS 中，將土石流災害

地圖、小林村風險地圖，國土利用調查圖、村里界圖和交通路網圖進行疊合，依據土石

流潛勢溪和災情報告定位至該聚落。 

(三) 調查範圍劃定 

在地區風險值估算時，因原始資料尺度限制，以村里為 小單元計算。而台灣各處

村里因行政區位劃分，大小不一，因此必須藉由國土利用調查圖和衛星影像圖，以該村

內聚落分佈與災害潛勢範圍，選定外業調查範圍。 

利用甲仙鄉可及性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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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石流災害調查時，需觀察該土石流爆發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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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安全建地選址，利用可使用之可用土

地，共篩選出分別位於小林村（1 處），關山村（2 處），和安村（1 處），寶隆村（1 處），

共五個區位方案。 

 
圖 5-5 災風險聚落田野調查範圍示意圖 

圖中數字部分為發生災害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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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勢溪環域 50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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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調查

範圍以可及距離為限，依實際調查經驗，以聚落中心，沿主要道路兩端各約 800 公尺為

較適範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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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如下，可依據可取得圖資及圖資可用性，增加疊合參考圖。 
 

表 5-2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外業圖資參考表 

1.村里界圖 2.土石流災害潛勢圖 

 
 

3. 縣市國土利用調查圖 4.主要調查範圍 5.安置替選地範圍 

   

在進行外業時，因現地多數無明顯地標，因此建議將既有災例情報、全村範圍圖和

衛星影像圖一併製作成外業參考圖資。或於前置作業時，於 Google Earth 平台定位調

查聚落座標，並攜帶衛星定位系統（GPS）進行外業調查，攜帶 GPS 旨在可利用定位

坐標記錄攝影及錄影的相關位置，方便日後進行資料分析處理時的幾何定位。 

將上述圖資進行整理，並依照現地環境條件，調整所需圖資，下列以高雄縣小林村

現地勘查為例，其外業使用圖資參考如下： 

 

 

潛勢溪環域 300 公尺 

甲仙鄉 

小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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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外業用圖參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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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調查圖 5.安置替選地調查圖 6.安置替選地等高線地形圖 

   

7.安置替選地地質圖  8.安置替選地坡度圖 9.安置替選地坡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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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田野調查外業規範 

一、現地調查之重點 

調查安置替選地除安全性之外，另外對於附近災源之確認亦是調查重點項目之

一。以安替替選地來說，主要調查項目有：基地基本現況，包括土地所有權、社經

狀況、現地建物及公共設施等；地理位置的安全性，應包含相關的地質資訊、是否

位於險坡旁或河道侵蝕角等。 

以縣市政府立場而言，附近周邊災害型態調查，除了可掌握土地基本現況之

外，更能方便相關單位進行調度及統籌。故進行安置替選地現調工作時，對於災害

源記錄也格外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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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流的成因、侵蝕的地點以及堆積的範圍；亦或是因惡劣的地質構造而導致崩塌

等，都必須詳加記錄及確認其點位並拍照存檔。 

災害型態說明，主要針對田野調查對象進行災害型態之確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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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

利用調查圖套疊災害潛勢範圍圖後產生的風險地圖配合說明；另外災害確認方面也

將輔以現況照片以及調查點位圖進行說明。 

歷史災害資料說明，利用縣市政府相關防救災資訊記錄、及外業調查訪談，取

得災害之口述歷史資料。內容包括災害發生時間、地點、影響範圍及實際受災情況

等。 

二、現勘外業標準作業流程 

主要可分為兩部分進行：(1) 遴選地區附近災害源之調查作業。(2) 安置替選

地現況安全性之調查。 

(一) 遴選地區附近災害源之調查作業 

(1) 附近災害源之記錄 

附近災源之外業調查時，主要透過現地勘查及與居民訪談。現勘部分，協

同地質專家一同前往勘查；並藉由與政府機關、民間團體或附近居民指出調查

範圍內災害發生之時間、地點、災害來源及災害影響範圍等，進行拍照記錄並

於調查底圖上標註坐標位置。詳細災害型態調查項目及災害確認記錄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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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記錄方式 

（1）災害型態：土石流、坡地災害、易淹水及現地調查之各點位照片。 

（2）記錄拍攝坐標及拍攝方向，並註明照片編號。 

（3）現地狀況說明。 

（4）利用錄影，記錄現地災源。 

2. 記錄重點 

（1）災害發生的地點。 

（2）災害的來源。 

（3）受災的情形。 

（4）災害的影響範圍。 

（5）可能發生災變位置。 
表 5-4災害確認記錄表範例 

安全建地調查記錄表格 (攝影組) 

調查員: 陳○○ 調查地點: 甲仙鄉 五里埔 製表日期：99/ 12 / 1 

ID 照片編號 拍攝方向 坐標位置 現勘說明 說明 

1 
103-0678~ 

103-0679 

 120.635044 

23.1463044 
水平排水孔阻塞 地下水無法宣洩 

2 
103-0680~ 

103-0682 

 120.635044 

23.1463044 
邊坡部分開裂 岩體正向下滑落 

3 
103-0685~ 

103-0689 

 120.635447 

23.1454569 
陡坡 崩坍 古崩塌地 

4 103-0669 
 120.634121 

23.1462897 
崩塌 (排水溝) 排水溝內遍佈大粒徑土石

5 
103-0670~ 

103-0675 

 120.635470 

23.1463463 
邊坡土石  邊坡土石崩落 

6 6754~6758 
 1203.68 

23.23888 
草地/自然林 自然雜林 

7 6759~6763 
 1203.689 

23.23888 
基地重建現況     十字會重建現況 

8 6764~6771 
 1203.678 

23.23588 
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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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方訪談之現勘作業項目 

1. 記錄方式 

（1）災害型態：土石流、坡地災害、易淹水等之歷史記錄。 

（2）訪問或攝影，搭配錄音筆進行訪談。 

（3）脆弱度調查。 

2. 記錄重點 

針對災源地區居民、村里長或民間地方團體，將所設計的問題逐一進

行訪談，其訪談的重點為描述災害發生時的動態狀況，以釐清災害發生的

過程，例如從何處開始崩塌、水從何處來，順序為何、影響範圍及災情等。 
表 5-5災源地區訪談記錄表範例 

災源地區訪談紀錄表 

訪談單位： 

成大國土中心  

訪談日期： 

99/12/5 

地點： 

甲仙鄉五里埔 

訪談員： 

黃○○ 

受訪者或受訪單位： 

小林村○○里長，林○○ 

範例： 

 

問題一、此處是否發生災情?災害種類為何? 

 

  此處之土石潛勢溪流，上游曾爆發土石流。上游原僅為 3 步寬之河道，因雨量而增寬為 3

倍，造成溢流改道，導致多處住宅受影響。莫拉克颱風期間，同樣引發土石流，所幸並未對

生命財產造成嚴重影響。 

 

問題二、災害發生時間？是否造成人員或財產損失？ 

 

問題三、災害影響範圍、相關機關日後處理程序？ 

                

備註事項或補充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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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脆弱度現況調查之重點及現勘作業項目 

1. 記錄重點 

旨在針對田野調查對象進行脆弱度的確認，以暴露量之概念，調查其

距災源遠近之受災程度。脆弱度之定義為災害造成傷害或破壞的對象，包

含人類傷害和財產破壞；而脆弱度因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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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脆弱度又可區分為四類，分別為集居脆

弱度（意指可居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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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於外業調查中，其重點在於對潛勢範圍內戶數之清查以及土地使

用類別之統計，並進行拍照記錄及點位確認之工作。 

2. 現勘作業項目 

於脆弱度現況之外業調查時，需與災害型態調查組員一同進行地方意

見訪談，取得調查範圍內之受災相關資訊，並進一步了解災害對財產造成

影響之地點和位置；依據取得之資訊，針對受災害影響對象進行拍照及記

錄坐標。詳細脆弱度現況調查項目及脆弱度項況調查表如下所示： 

3. 記錄方式 

（1）記錄拍攝點位及拍攝方向，並註明照片編號。 

（2）註明明顯地上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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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度戶數之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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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記錄重點 

（1）潛勢範圍內受災之集居脆弱度的地點及受災情形。 

（2）潛勢範圍內受災之產業脆弱度的地點及受災情形。 

（3）潛勢範圍內受災之基盤設施脆弱度的地點及受災情形。 

（4）潛勢範圍內受災之公共設施脆弱度的地點及受災情形。 

（5）潛勢範圍外但在調查範圍內之上述 4 項情況。 

（6）潛勢範圍內集居脆弱度之總戶數和受災戶數；潛勢範圍外調查範圍

內之受災戶數。 
表 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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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查地點:南投縣水里鄉新山村 
製表日期

2010/12/5 

ID 照片編號 坐標 明顯地上物 說明（含土地使用類別） 備註（含戶數）

1 463~468 
23.76792 

120.86502 
鐵皮屋 位於崩塌地旁房屋損毀 約略 20 戶  

2 469 
23.76909 

120.86562 
住宅 位於災源區旁內有人居住 約略 4 戶 

3 470 
23.76939 

120.86554 
住宅 住宅旁房屋輕微受損  

4 471 
23.76963 

120.86555 
住宅 房屋結構嚴重損毀，並往下傾倒中  

5 472~473 
23.76975 

120.86549 
住宅 道路封閉  

6 474~475 
23.76760 

120.86561 
住宅 鄰近一崩塌地  

7 476 
23.76760 

120.86561 
道路 路基崩塌   

8 477 
23.76798 

120.86580 
住宅 鄰近一土崩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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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安置替選地現況安全性之調查 

(1) 聚落現況記錄及現勘作業項目 

1. 調查重點 

對調查範圍內之現地場景重現與重要人物作一錄影記錄。旨在於記錄

安置替選地周遭範圍之現地使用狀況及附近環境概況，而現況環境拍攝之

主要目的，為對於聚落分佈、經濟與產業活動進行調查，判斷安置區域

之可及性評估及土地適宜性分析的佐證。 

2. 現勘作業項目 

 拍攝範圍：調查安置替選地周遭，道路可及之地區。 

 拍攝方式說明 

（1）拍攝工具：DV 攝錄影機或行車記錄器及數位相機。 

（2）拍攝方式： 1 人駕車 1 人手持 DV 攝影並註記如下。 

A. 起、迄點處標註。或者使用行車記錄器，沿道路對於安置地現況

進行攝影。 

B. 設計拍攝路線。 

C. 記錄每段攝影起迄里程。 

D. 註記拍攝路段 ID、編號及坐標位置。 

3. 拍攝重點：地面層之土地使用及調查地點環境概況。 

（1）駕車時速不得大於 20 公里/時，另副駕駛座者手持 DV 攝影，並於

定點記錄坐標位置。 

（2）拍攝以取得沿街建物及安置地內部狀況之正面全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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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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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安置地選地聚落調查記錄表範例 

聚落現況調查攝影記錄表 

調查員： 林○○ 調查地點： 甲仙鄉 五里埔 製表日期：99.12.1 

路名 路段 ID 拍攝段編號 坐標位置 拍攝里程(km) 說明 

五里路 台 21 縣 0 
120.63049 

23.14765 
63373 起點 

  1 
120.63401 

23.15059 
63774  

  2 
120.63734 

23.15356 
 管制區域 禁止通行 

  3 
120.63716 

23.15331 
63775  

  4 
120.63348 

23.15014 
63776  

  5 
120.63718 

23.15336 
63777  

(2) 地方訪談之現勘作業項目 

1. 記錄方式 

（1）災害型態：土石流、坡地災害、易淹水等之歷史記錄。 

（2）訪問或攝影，搭配錄音筆進行訪談。 

2. 訪談重點 

（1）了解歷史災例，其災況如何，以確認安置替選地的安全性。 

（2）土地的財務因素進行調查包含：所有權、地上物的使用狀況。提供

關於該地現況資訊，將來進行土地變更，可先模擬狀況。 

（3）居民遷村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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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安置地選地訪談記錄表範例 

安置替選地訪談紀錄表 

訪談單位： 

成大國土中心  

訪談日期： 

99/12/11 

地點： 

桃園縣龜山鄉龍壽村 

訪談員： 

黃○○ 

受訪者或受訪單位： 

籠壽村村長，林○○ 

範例： 

 

問題一、此處是否發生災情?災害種類為何? 

目前該地並無發生過歷史災害。   

問題二、目前該筆土地所有權人為誰?地上物為誰所有? 

 

問題三、有無建議之安置替選地點?為什麼? 

 

備註事項或補充說明： 

 

(3) 安置替選地現況調查及記錄 

1. 記錄方式 

（1）安置替選地現地狀況 

（2）記錄拍攝坐標及拍攝方向，並註明照片編號。 

（3）利用錄影，記錄現地災源及現地狀態。 

2. 記錄重點 

（1）現地工程設施 

（2）現地地質狀況。 

（3）土地使用及土地所有權。 

（4）是否有災害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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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9安置替選地記錄表範例 

安全建地調查記錄表格 (攝影組) 

調查員: 陳○○ 調查地點: 甲仙鄉 五里埔 製表日期：99/ 12 / 1 

ID 
照片 

編號 
拍攝方向 

坐標 

位置 
現勘說明 說明 

1 485 
 23.80946 

120.85692 
二期安置屋興建中  

2 486~487 
 23.81022 

120.85592 
排水系統  

3 488 
 23.81022 

120.85592 
房屋現況  

5 
103-0657~ 

103-0660 

 120.6365497

23.14885888
環拍全景  

6 
103-0661~ 

103-0662 

 120.6317366

23.14863055
小林國小(建置中)  

三、現地勘查注意事項 

整合上述現勘標準作業流程後，以下針對現勘注意事項進行整理，歸納為下述

六點，供現勘人員參考。 

(1) 勘查地點說明：利用風險及災害圖資評估後，進行選址作業，可藉此得到

安置替選地的初步資料。劃定範圍後，向當地鄉、鎮、市公所或地政事務所，先進

行選點探討，依政府機關給予的相關意見，獲得初步判識，並將該評估結果納入安

全建地評估遷離調查表中。 

(2)訪談：除上述與政府機關進行探討外，亦可向當地民間團體或里、村長進行

問卷調查，由鄉、鎮、市當單位，逐步縮小其訪談範圍，旨在於現地居民對於選定

範圍較接近且對現地狀況掌握度較高，可做為現地踏勘前的另一項評估依據。而訪

談前準備工作，須先擬訂訪談大綱，而後連繫受訪者確認時間與地點，並訂定日程

計畫，詳細記錄受訪者之背景資料等。訪談注意事項如下，1.事前做好受訪者聯繫

工作，徵求受訪者同意；2.審慎擬定訪談大綱，注意措詞與呈現順序；3.盡量不要

打斷受訪者談話；隨時寫下自己注意到重要語言或肢體訊息；4.依照原定的題目

問；原定訪談的每個題目盡量都問到；5.錄音、錄影或拍照必須經過受訪者同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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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現地分析與討論：為了能更進一步了解安置替選地的現地狀況，將與會地質

專才一同前往現地勘查，並對當地地形、地貌、地勢及河川狀態進行記錄。而勘查

重點可簡列為下述四點。 

1. 搭配現有圖資，包含 Google Map 衛星影像圖、基本圖資套疊所製作

出的風險聚落調查圖及所選出的安置替選地圖資、SRTM 90m DEM、Aster 

30m DEM 資料，進行內插的 20 公尺等高線圖、及地質圖等，並至現場觀察

是否有舊土石崩落或舊土石流道之情形，可藉此觀察，判定該處是否曾經有過

歷史災害的發生。另外，野外地質調查方面，可由邊坡之露頭，辨識當地地質

狀況，並觀察岩體膠結狀態及組構，以此做為現地安全調查之評估依據。 

2. 周圍河道觀察附近堆積物堆積情形，包含堆積深度、堆積物種類等。

當河流由上游搬運礫石、土砂至下游時，在谷口因河床坡度減緩，流幅增寬，

深度變淺，磨擦力增加，流速減弱，而形成半圓錐體的堆積，即為沖積扇。若

堆積情況不斷加深且周圍岩石粒徑分佈皆屬於巨石或大粒徑土石時，則表示該

處曾發生土石崩落或土石流情事。降雨時,上方岩塊向下擠壓,岩塊大規模向下

移動,末端呈現波狀起伏。若雨勢不止，地表原本波浪起伏狀，將被雨水沖平且

夾帶大量的岩塊至下游，而造成災害。故河岸兩側堆積物種類及堆積深度亦觀

察重點之一。 

3. 邊坡穩定度，觀察項目包含：水平排水管是否仍有作用、邊坡大量滲

水及湧水、附近植生狀況(邊坡覆蓋物種類)、坡度(大於 30 度及落差超過 3 公

尺，易造成土石崩落)、順逆向坡等。當降雨時，若水平排水管阻塞導致地下

水無法宣洩，邊坡土壤含水量過高，易造成邊坡滑動；若邊坡大量滲水及湧水，

則其地下水量豐沛，且岩盤中空隙甚大顯示地質狀況不佳；邊坡上植生狀態，

牽涉地方水土保持，在平時，由於土體中存在之基質吸力造成土壤剪力強度提

高，而使邊坡處於穩定狀態，但當暴雨來臨時，降雨滲入邊坡表面形成浸潤帶，

使得邊坡因基質吸力的下降，而導致邊坡 於浸潤帶內發生淺層近似平面的破

壞面。研究結果顯示對於凝聚性不飽和土壤邊坡之保護，坡面之防水措施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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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排水重要。當暴雨入滲至邊坡中，將會先飽和土體使其強度軟化，造成土壤

中基質吸力之下降而使邊坡處於不穩定。故適當的坡面植生可使土壤的剪力強

度及抓地力增加，並抑制水土流失；順向坡，為斜坡傾斜方向與土壤沉積的方

向、斜度一致的坡面，當兩個地層之間的摩擦力產生變化，導致原本並不會滑

動的地層有機會產生滑動，若地層傾角在 20°至 50°之間，經侵蝕後常形成明

顯之順向坡區而致災。  

4. 地上建物所有權、使用狀況及河構造物現況(使用年限)、回填土區。現

勘現場除上述三點外，須注意地上建物及河構物目前的使用狀況，此舉是為了

避免若災害發生，相關政府單位決定使用該安置替選地，除了環境評估外，地

上建物及土地所有權的問題，也需考量。若該處為私人用地或已興建大型公共

建物於上方，另外，若建設為公共設施，必須載明使用年限及已使用年限，在

進行評估的過程中，須把該項列為重要備註事項。此外，因替選地選擇皆在易

致災區域附近，而這些區域人煙較少，故尚可能被使用作為回填土區，回填土

區代表該區域土方尚未經夯實，較容易產生沉陷的問題，故在調查中，也須清

楚註明。 

(4)定位與拍照。拍照部分，每個勘查點視現地狀況拍攝， 好搭配 GPS 型相

機，方便日後比對及定位( 地理對位 )，記錄中需註明：相片編號、拍攝環境說明、

拍攝方位及坐標。 

(5)勘查表格填寫，此表格分別針對選定區域的自然現況、管轄單位、都市使用

情形、公共設施及現地攝影為主，自然環境來說，分別針對易發生災害的地質及地

形進行安全評估，另外對現地狀況特性進行統籌說明，管轄單位及土地利用情事，

為了方便日後災害發生後，欲使用該安置替選地，須清楚了解地上物狀況，包含地

上物產權及地上物使用年限等，而現地攝影部分，則為為了清楚記錄當時狀況，以

利後續資料彙整及分析。 

(6)地圖點繪製，將選取範圍繪製至圖資上。承上述作業內容，將踏勘結果及易

發生災害地區，利用 GPS 所測的坐標，並搭配所攜帶相關圖資，先標示相關地理

位置，外業完成後，進一步進行地理對位及圖資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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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安置替選地安全性評估調查表 

將第二節中台灣常見之易致災因子，進行整理並繪製成表格，「安置替選地評

估現地調查表」(附錄一)。設計主軸主要可分為三大項，(1)現地地質調查 (2)自然

環境調查 (3)工程設施調查等。針對上述內容，發現災害除了人為所造成以外，自

然環影響甚大。而自然環境中又以邊坡及河道影響 大，故在設計表格內容時，現

地踏勘的部分，主要針對河道及邊坡及現地工程等三項內容進行探討，並繼續將自

然環境勘查項目，細分為水文、及邊坡方面，就常見的災害或現象並搭配現場點位

調查照片之辨識，列入考量，而現地工程方面，主要針對邊坡防護、河道工程、道

路橋梁與房屋使用情況進行調查。 

(1) 現地地質調查： 

而野外地質調查之程序，針對現地踏勘之實地經驗主要可分為：1.地質調查、

2.地形調查、3.節理及層理觀察。4.坡度及坡向。5.水文等五個步驟，藉由露頭觀察

地質型態，並比對地形圖判定當地地形，並由露頭之節理與層理之觀察，辨識坡向

與坡度，而後，對當地附近水文進行調查主要針對現地地質環境現況，包含類型及

地質進行討論。依岩性來說，可分為沉積岩、火成岩、變質岩及沉積物等。而山崩

地區的岩層為膠結疏鬆的砂岩、頁岩、砂岩及頁岩薄互層，不同岩性的岩層界面，

屬地質弱面之一類。利用岩性判斷透水率，若雨水沿地表入滲，造成岩石內礦物產

生潤滑及膨脹作用，造成岩層剪力強度減少。岩體組構來說，可分為整體結構、塊

狀結構、塊狀裂隙結構、薄狀結構、層狀結構、碎裂結構等，記錄組構的目的主要

是為了解岩體現況及膠結程度。記錄風化程度，影響風化作用的因素主要有下列數

項︰岩石類別、氣候因素、地勢、時間，不同的岩石有不同的風化程度，視乎組成

礦物的類別及岩石結構而定：如鐵質礦物易被水解為黏土；若岩石節理較多較密，

便易於被風化，如各類沉積岩等。而記錄風化程度有利於對現地地質進行安全性評

估。舉例來說若高風化地區，則不適合進行開發。另外，對於現地地質構造及現況

應逐一允以記錄，包括是否有斷層帶或皺摺，及現地屬於何種地形，如河階台地、

沖積層或崩積層、山坡地、平地或其他等，皆有助於替選地進行安全性評估。詳細

圖示請見附錄四。另外，在此根據地質現況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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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野外實際探勘經驗，將坡向分為順向、逆向及側向等三種。一般而言，若岩

體裸露，可利用節理與層面破裂方向來判定坡向的種類，節理，指岩石因為地質的

構造作用（物理作用）造成岩石破裂時形成多組的裂面，而裂面往往呈現固定幾何

形狀排列，岩層中發達的節理，使岩體相對破碎，並加速地下水之入滲侵蝕。若山

崩地位於順向坡上，斜坡上岩體因重力作用下滑，而下滑體積大小，取決於上方滑

動土石覆蓋體積及坡度大小。故除了使用中央地調所所產生的地質圖外，須配合現

地勘查才能決定是否有上述情事之發生。 

 

 
表 5-10現地地質之說明 

地質照片 

 

說明：土堆呈現紅棕色，表示該處含鐵量高，紅土化情形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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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0現地地質之說明 

地質照片 

 

說明：依裸露層之節理及層面可判定該岩層為側向坡。 

說明：礫石扁平且呈均勻分布，可判定該處為河流堆積物，比對地形後則可判定是否為古河階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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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0現地地質之說明 

地質照片 

 

說明：板、砂岩互層處，砂岩較板岩透水性較佳，故容易沿互層處崩落。 

(2) 自然環境調查： 

主要分為河道與邊坡兩部分來探討。河道部分，常見易致災因子，包括瓶頸段、

河道淤塞及向源侵蝕等狀況逐一予以記錄。另外，可利用河道上岩石的粒徑分佈程

度，判斷 近該地是否有土石崩塌情形，舉例來說，枯水期由於水量小，河流攜帶

粒石動能有限，故大粒徑土石會集中於中上游地區，反之，在豐水期間，水勢較大，

故能攜帶較大粒徑石塊往下游方向移動，藉由附近主要堆積物分佈，可窺出粒徑出

現位置與土石流發生地點的相對位置。河川匯流處，暴雨後匯流速度加快，逕流係

數隨之增大，洪峰時間提前，洪峰流量倍增，故在匯流處易容易致災。若位於河道

轉彎處，河床切蝕岩層，使坡腳淘空，上方岩體失去支撐，而導致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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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自然環境─水文調查之說明 

自然環境 ─ 水文 

 
說明：河道彎曲處，坡址亦受沖擊而崩塌。 

 

說明：大量形狀尖銳巨石散佈於河道旁，顯示附近為土石流或土石崩落的高風險地區。  

邊坡勘查，根據歷史資料來說，台灣土地面積百分之七十為山坡地，且地質條

件複雜，故邊坡防治甚為重要。主要考慮的自然條件因子如下，坡度、坡面植被種

類、滑動區域、斜坡方向、活動性、斜坡形狀、崖錐堆積情況坡向等，依照水土保

持技術規範之坡度分級標準法規設計內容，凡大於 30 度以上皆屬險坡，故在此將

坡度分為四個層級，第一個層級為坡度小於 30 度；第二層級為 30~45 度；第三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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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 45~70 度；第 4 層級為 70 度以上。 坡面植被，達到一定覆蓋度的林草植被有

保護土壤不被侵蝕的作用。覆蓋度越高，保持水土的能力越強。此外將坡面覆蓋分

類為：裸露地、草地、農墾地(檳榔、果樹、茶)、雜林與其他類別等，上述分類方

法 主要的目的是為了區分覆蓋程度與植被紮根程度的不同。舉例來說，裸露地通

常坡面上植被稀疏，若遇大雨或地震，土石易崩落；植被種類的區分紮根程度的不

同，通常深根性植物，如杉木、樟樹、黑板樹、楓樹等與土壤握裹程度佳，且根部

可達土層下方數公尺；而淺根植物，如檳榔、果樹、茶等，由於根部與土壤接觸面

積小且淺，遇大雨或地震易使土石鬆動而造成崩塌，故進行調查時，須考量附近邊

坡種植植被種類並予以記錄。滑動區位，視現地邊坡崩塌縱向位置分為坡頂、坡腹、

坡趾、全坡面等四種區位。利用觀察崩塌位置搭配坡度可判定崩坍規模的大小。一

般來說，坡度陡則崩落區位通常位於坡頂位置；若坡度較緩，則可能造成全坡面大

範圍的崩坍。坡地活動性來說，觀察附近崩坍裸露面，是否有植被生長，了解崩坍

時間點，推斷是否為舊崩塌地。崖錐是指岩塊或岩屑風化後，自崖頂或崖壁向下崩

落，在山腳下造成半錐狀的堆積，故利用崖錐堆積及植被，除了可以了解崩落時間

點，尚能判視現地風化情況。坡向及傾角，常見議題為避免順向坡方向或坡度小於

30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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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自然環境─邊坡之調查說明 

自然環境 ─ 邊坡 

 

說明：崖錐上並未生長植被，可判定該處為新崩塌地。 

 

說明：曾發生或易發生土石流區域，但依植物生長狀況，表示該處為古崩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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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程設施 

針對安置地附近，工程建設種類進行調查，主要分為邊坡防護與河道防護及

蓄、排水系統。邊坡工程方面，以邊坡擋土牆或蛇籠、箱籠為主，針對其使用年限

及排水功能進行功能性評估，如邊坡水平排水管是否仍運作或阻塞，水平排水管作

用旨在釋放岩層中過量的地下水，遇颱風或豪雨時期，降雨量大增，若邊坡無法正

常排水，岩塊中浮力增加剪力摩擦係數則相對減少，邊坡易滑動。另外，邊坡附近

道路現況，觀察是否有凹陷或隆起，亦是觀察邊坡變化之徵兆。 

河道防護與蓄排水方面，搭配自然環境河道易致災因子，就現地堤防、蓄水

池 、滯洪池、橋梁狀況與河道工法進行調查。橋梁現況來說，檢視橋下空間淤埋、

橋涵阻塞、橋墩(台)磨蝕、基礎裸露、結構毀損或護欄毀損等。河道工法，根據土

石流工程防治工作，主要上游地區採用抑制工法，使用的方法包括潛壩、固床工及

護坡等方式，儘量抑制溝谷的河床上與溝谷兩側的谷壁受到切蝕及側蝕作用，讓上

游發生部減少堆積的地質材料，進而無法提供產生土石流的土石材料；中游採取攔

阻工法，使用的方法包括使用梳子壩或攔砂壩等方式，由於土石流在流動過程中，

前端的巨大石塊破壞力很大，並強烈地沖刷溪床，此法將可使流動的土石減少直接

衝擊溝谷；下游採用疏濬工法，使用的方法包括渠道或導流堤等方式，土石流從上

游至下游所攜帶的土石方量相當龐大，此法可誘導龐大的土石流沿著通暢可宣洩的

方向流動，以避免發生災害。此外，藉由周遭工程設施的狀態，也可藉此辨別當下

現地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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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3工程設施之現象說明 

工程設施─ 道路現況 

 

說明：依道路龜裂情況，可判定道路正往側向滑動。 

說明：道路往中間隆起，可能受地層擠壓或地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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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3工程設施之現象說明 

工程設施─ 邊坡 

 

說明：水平排水孔阻塞，邊坡排水不佳，含水量太高，容易造成邊坡災害。 

 

說明：邊坡損壞，右側部分向前錯開，顯示右側邊坡，正向前滑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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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3工程設施之現象說明 

工程設施─ 房屋狀況 

 
說明：依房子龜裂方向由左上方往右下方裂，可判定房子正往右下傾倒中。 

第六節 田野調查內業程序 

田野調查主要可區分為兩部分，即外業調查及內業整理，整合上述各節田野調查內

容，擬出外業調查程序。外業調查部分，已於 2~5 節中針對調查前資料整理及調查時

資料蒐集進行說明，包括如何產生調查底圖、安置替選地選取、調查表設計及外業時注

意事項等。 

內業部分，可細分為資料整理及成果展示。資料處理，旨在將外業所蒐集之零散資

料進行整合，以利日後使用。而成果展示，搭配所蒐集之圖資及圖層套疊，俾以增加使

用者對於現地狀況之瞭解及掌握。關於資料處理部分，外業時所填製表格進行數位化，

其詳細填表方式已於外業程序中說明，然後使其成為電子檔並與相片依不同屬性分項存

放。成果展示部分，主要以產生野外地質調查圖及圖資套疊後產生 kmz 檔，並使用

Google Earth 進行現況辨識及輔助說明。 

一、野外地質調查圖之產生 

由中央地質調查所提供之地質資料整合查詢系統中可取得較細部之調查底圖。使用

方法為針對遴選區域進行定位，並選出適當範圍，進行下載。下載圖資中包含：地質資

料及說明、順向坡資料、斷層帶及地理坐標位置( TWD67 )等，搭配外業時記錄現地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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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及坐標位置、第二期計畫中所產生之安置替選地及 Aster DEM 所產生高程資料套疊

產生現地地質調查圖。而產生調查圖之主要原因為向地調所承購之地質圖尺度較小，通

常以大範圍表示該區域之地質；然選出之安置替選地需較大尺度方可辨識，且現有地質

圖因尺度問題而無法清楚說明安置地附近之地形及地質狀態，故須搭配現調成果產生野

外地質調查圖，如圖 5-7，其作業流程如下：   

 

 

 

 

 

 

 

 

 

 
 

 

 

 

圖 5-6野外地質調查及成果展示之製作流程圖 

 
圖 5-7野外地質調查圖─以小林村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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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果展示 

由於細部地質調查圖只有安置地附近地質現況及地形，對於現地狀況瞭解依然有

限，如附近鄰近區域居住地現況、公共設施、裸露地或植被分佈等。此外，外業調查時

對災源及安置地現況皆有照片記錄，照片記錄內容主要為自然環境現況、地質及工程設

施等。由於相片有直觀之功能，故若能直接於點位上顯示該處之狀態，對於使用者對於

現地狀況能有更進一步之了解。 

Google Earth 為免費軟體，且 KMZ 為開放格式可供一般民眾使用，有自由、開放

的優勢，且有基本的量測之功能，故選擇該套軟體進行展示。受限衛星影像解析度，細

部地區無法檢視如：現地地質及自然環境狀態等。承上述，故使用現勘照片進行說明，

有助於對當地現況之辨識。展示流程如下：於 Google Earth 主視窗左邊欄位中點選欲

知點位位置，地圖便會移至該位置，並顯示資訊及相片說明。 

圖 5-8安置替選地及調查點位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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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9安置替選地現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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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安置替選地設計規範 

本計畫利用擬定安置替選地設計規範的方式將易致災的風險管理落實到「虛擬土地

儲備」中，提高災後對於土地問題的應變能力。安置替選地之設計規範主要針對安置替

選地，行使設計審議要求，並以「安置替選地設計規範」的管制程序介入規劃過程，透

過具體監控安置替選地規劃時所需注意之調查評估內容，減低安置替選地之致災風險，

同時提升安置替選地之安全性與規劃品質，以協助災民重返日常生活，其主要用意在於

當災害發生後，提高安置替選地規劃內容之有效性。 

而本計畫之設計規範的擬定主要是基於區位、法令程序、財務、社會文化結構、經

濟產業活動、遷村意願等六大原則之考量，再依本案可操作之相關土地問題將六大面向

歸納整合出安全性、法令程序、財務、社會文化與經濟產業等四面向，進而訂定其相關

設計規範內容。 

擬定設計規範的相關資料主要源自於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案例的研究與訪談承辦

案件的相關人員，如縣市政府承辦人員、規劃公司、審查委員等，以及本計畫安置替選

地之土地適宜性分析和現地調查等，透過既有之相關資料進行設計規範內容的訂定。 

其中，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案例的研究旨在了解災後法令與程序實際落實的狀況，

相關人員的訪談則是了解重建案於執行時所面臨的課題為何；而本計畫安置替選地之土

地適宜性分析其目的主要利用指標評估安置替選地之安全性、開發維護成本與未來經濟

發展狀況，現地調查則是勘查安置替選地之現地概況，用以提高安置替選地之安全性。 

透過災前充分準備各項環境資料庫的方式，使各縣市政府可事先針對各安置替選地

進行相關調查與分析，因此在災後確定安置替選地位置時，承辦人員可依據安置替選地

之環境條件，迅速提點規劃單位所需注意事項及調查、規劃內容，使規劃成效更為彰顯。 

第一節 莫拉克颱風災後永久安置用地執行現況說明 

由先前章節可以瞭解目前莫拉克颱風災後家園重建之整體行政程序，然而安置用地

在進入土地變更程序時，依都市計畫土地與非都市計畫土地又有不同之變更機制及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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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此外，由土地變更程序中僅能瞭解到其作業程序，而無法從中得知目前各承辦單

位與執行單位詳細的作業過程，因此本計畫透過訪談相關單位，以瞭解其作業過程與內

容。 

從辦理莫拉克颱風災後土地變更之承辦單位與執行（規劃）單位的經驗中瞭解到，

都市計畫土地與非都市土地之差異主要包括會勘安置用地與土地變更。都市計畫土地於

會勘安置用地時，主要由營建署辦理初步會勘，縣市政府則進行安置用地之安全認定，

確認安置用地安全無虞且決定安置地點後，即可進行後續土地變更等程序；然而非都市

土地會勘安置用地時，雖然營建署依然有進行初步會勘、縣市政府亦進行安置用地安全

性的確認及決定安置區位，但因為非都市土地之安置用地往往只能確定區位，無法確定

其安置用地之規劃與開發範圍，因此規劃單位必須自行會同相關技師再次進行現地勘

查，評估安置用地及周邊環境條件是否適合進行後續規劃與開發，若安置用地可進行後

續規劃與開發，規劃公司必須重新測量基地範圍與其地形。 

再者，於土地變更時，因為承辦單位、法令依據及區位環境的不同，使得擬定變更

計畫書圖之單位與書圖內容規定有所差異，變更都市計畫書圖主要由縣市政府或由鄉、

鎮或縣轄市公所擬定，而非都市土地則由縣市政府委託規劃公司製作興辦事業計畫書及

所需之水土保持計畫書等計畫書圖。 

而變更計畫書圖的內容要求差異甚大，其主要原因在於都市計畫具有土地使用、交

通、基盤設施（水、電、瓦斯、電信等）等規劃，因此於變更都市計畫土地時，承辦單

位可以迅速瞭解安置用地周邊環境與可用資源；而非都市土地進行變更時，因為安置用

地之地理環境、土地使用現況、交通系統、公共設施等之不確定性，因此書圖文件之內

容要求較為繁多。 

由上述可知都市計畫土地與非都市土地於土地變更機制中具有許多不同之處，為了

清楚瞭解各承辦單位與執行單位詳細的作業過程及其相關法令規定，本節分別由都市計

畫土地與非都市土地之安置用地變更進行研究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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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都市計畫土地災後永久安置用地變更案例 

莫拉克颱風之災後重建為了避免土地變更作業程序過於冗長延宕其重建時效，營建

署頒訂「莫拉克颱風災民安置用地變更及開發辦法」，將一定規模以下之土地使用變更

程序予以簡化，以利迅速提供安置災民所需土地，而都市計畫土地之變更程序如圖 6-1

所示。 

 

圖 6-1 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都市計畫土地變更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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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案例探討部分，主要依都市計畫土地之變更程序分別探討目前個別案例於安置用

地勘選與土地變更等辦理過程中，其承辦單位與執行單位之主要作業內容概況及相關法

令規定，從中學習經驗並瞭解安置用地可能之基地特性，以利後續安置替選地之設計規

範擬定。案例研究對象主要為嘉義縣－變更竹崎都市計畫、臺東縣－變更大武都市計畫

及南投縣－變更水里都市計畫。 

（一）嘉義縣－變更竹崎都市計畫書 

本案例擬安置之受災戶數為 45 戶，而擬安置之受災災民主要來自竹崎鄉與梅

山鄉。竹崎鄉主要災害型態為土石流災害，當時莫拉克颱風帶來超大豪雨量，使得

邊坡大規模受到破壞，肇發土石流，造成房舍毀損與道路掩埋；梅山鄉主要災害型

態則為坡地與土石流災害，大量的豪雨沖刷不但使得溪流暴漲、堤防沖毀，亦爆發

多處大型山崩及滑動，走山情形嚴重，村里一百多戶房舍無法居住，且道路坍塌，

車輛遭掩埋或沖毀，村落被土石流、橋樑中斷分割成只能徒步進入的區塊。因為居

民房舍受災情形嚴重，是故政府協助災民進行災後家園重建，提供永久屋予以安

置，而本節之案例研究則針對災民所需之安置用地進行相關程序探討。 

本案例之研究特性主要包括： 

 個案變更：土地使用分區變更（部分農業區為住宅區）。 

 安置用地具活動斷層之虞，於變更計畫書內含括環境地質之說明。 

 中央單位提供縣市政府相關圖資，由縣市政府主導安置用地之勘查。 

以下分別針對安置用地之勘查與土地變更程序進行說明。 

1. 勘選安置用地：分為中央單位與地方政府。 

(1)中央承辦單位：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a.辦理事項： 

 僅提供基本圖資給縣市政府，包括區域計畫所劃設之限制發展地區（生

態敏感地區、資源生產敏感地區、文化景觀敏感地區、天然災害敏感

地區）、區域重建綱要計畫中之第 1 類及 2A 類策略分區與災害潛勢地

區（土石流潛勢溪流、坡地災害、易淹水地區），由縣市政府進行安置

用地之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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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方政府承辦單位：嘉義縣城鄉發展處。 

a.法令依據： 

 「莫拉克颱風災民安置用地變更及開發辦法」第 5 條：安置用地應經

直轄市政府、直轄市、縣（市）政府審查認定其安全無虞。 

 「莫拉克颱風災民安置用地變更及開發辦法」第 13 條：辦理「安全無

虞」認定的人員，應會同土地使用、建築管理、地質、環境影響評估、

水土保持、水利、農業及其他相關機關（單位）、當地居民、專家學者

及有關專業人員進行會勘。 

b.辦理事項： 

 鄉公所提供可能遷建之用地名單給縣府（城鄉發展處），縣府（城鄉發

展處）再套疊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提供之基本圖資，篩選可能遷村安

置之基地。 

 發文通知會勘人員，包括中央單位（營建署、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地質調查所、林務局嘉義林區管理處）、專家學者（土地管理與開發、

都市計畫、建築）、專業技師（水保、土木、結構、大地、建築師、地

質）、地方單位（交通局、環保局）、嘉義縣府相關單位、慈善團體與

鄉公所等。 

 地方村里長與居民代表由鄉公所通知聯絡。 

 現場會勘時，先講述基地概況，再由會勘人員進行勘查。 

 決定安置用地之區位。 

c.會勘行前準備： 

 會勘地點及路線的規劃安排。 

 將會勘的相關圖資提前提供給會勘人員，進行事前初步了解。 

 準備圖資給各專家學者參考，包括會勘地點之位置圖、地形圖、地籍

資料（目前之土地使用分區、用地編定、面積大小）。 

 現地勘查評估表，內容為「莫拉克颱風災民安置用地變更及開發辦法」

第 5 條所規定之六項評估項目。 

 會勘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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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方政府執行單位：會勘人員，包括中央單位、地方單位、專家學者、專業

技師、縣府相關部會、慈善團體、鄉公所與居民代表等。 

a.勘查項目： 

 坡度陡峭。 

 地質結構不良、地層破碎、活動斷層或順向坡有滑動之虞。 

 現有礦場、廢土堆、坑道，及其周圍有危害安全之虞。 

 河岸侵蝕或向源侵蝕有危及基地安全。 

 有崩塌或洪患之虞。 

 生活機能性（包括市場、醫院、學校、鄉鎮公所等）。 

 聯外交通。 

 基礎設施條件（自來水、電力、瓦斯、電信等）。 

b.勘查過程： 

 會勘人員依上述勘查項目分別依各自專業進行現勘，勘查完後，共同

研商填寫一張現勘評估表，若有意見則分述於意見欄。 

2. 土地變更 

(1)承辦單位：嘉義縣城鄉發展處。 

a.辦理事項： 

 公開展覽十五日並辦理說明會：嘉義縣城鄉發展處受理竹崎鄉公所之

變更計畫書圖，於縣府及鄉公所辦理公開展覽 15 日，嘉義縣城鄉發展

處於此 15 日內將此訊息刊登公告於報紙 3 日。說明會於此 15 日內在

竹崎鄉公所舉辦說明會，由嘉義縣城鄉發展處主辦，內政部營建署城

鄉發展分署中區規劃隊協助說明。 

 逕送內政部：公展結束後，有人民團體提出異議，將變更計畫書圖與

人民陳情表一併送至內政部，內政部都委會召開三級聯席審議。 

(2)變更書圖擬定單位：竹崎鄉公所提交，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代擬。 

a.法令依據： 

 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1 款。 

 災害防救法第 37 條之 2 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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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災震災火災爆炸災害災區民眾安置或重建簡化行政程序辦法第 4

條。 

 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 

 行政院 91 年 12 月 6 日院臺內字第 0910061625 號函頒，有關都市計

畫擴大、新訂或農業區、保護區變更為建築用地之特殊案件處理原則

第 8 點。 

b.計畫書圖文件內容： 

 嘉義縣變更都市計畫審核摘要表：包括都市計畫名稱、變更都市計畫

法令依據、變更都市計畫機關、本案公開展覽之起迄日期（公開展覽

及說明會）、人民團體對本案之反映意見、本案經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

聯席審議結果。 

 變更計畫書圖內容： 

 計畫緣起。 

 法令依據。 

 都市計畫概要：地理位置、實施經過、計畫範圍與計畫年期、計

畫人口及密度、土地使用分區計畫、公共設施用地計畫、交通系

統計畫、（現行計畫）附帶條件之規定、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事業及財務計畫、環境地質資料。 

 竹崎都市計畫地理位置圖：套繪航照圖。 

 原有竹崎都市計畫示意圖：套繪都市計畫圖。 

 原有竹崎都市計畫土地使用計畫面積分配表。 

 變更理由。 

 變更位置、土地權屬及變更內容： 

． 變更竹崎都市計畫變更位置示意圖：套繪都市計畫圖。 

． 變更竹崎土地地籍示意圖：套繪地籍圖。 

． 變更竹崎都市計畫變更內容明細表。 

． 變更竹崎都市計畫土地使用計畫面積分配表。 

． 變更竹崎都市計畫變更示意圖：套繪地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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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實施進度與經費：變更竹崎都市計畫事業及財務計畫表，包括土

地使用分區、面積、土地取得方式、開闢經費（土地成本及地上

物補償費）、主辦單位、預定完成期限及經費來源等說明。 

 環境地質資料。 

 其他：簡單說明未來擬安置之受災戶數、住宅配置及留設開放空

間與道路規劃之原則。 

 附錄：土地權屬資料、現地會勘記錄、聯席會議審議會議記錄。 

 人民陳情意見綜理表：陳情人、陳情理由及建議事項、縣政府研

析意見。 

（二）臺東縣－變更大武都市計畫書 

本案例計畫安置戶數為 31 戶，計畫安置之受災災民來自於大武鄉大竹村富山

部落，莫拉克颱風對大武鄉大竹村所帶來的主要災害型態為土石流，當時莫拉克颱

風挾帶大量雨水沖蝕東縣 DF092 土石潛勢溪流之上游坡地及河道，引發土石流，

沖毀上游部分民宅及拓寬橋墩工程，道路也受到土石流的影響而損毀，此外，當地

果園亦遭全數沖毀，重創居民生計，而住家的毀損、聯外道路的塌陷、生計的重創

等災情也迫使災民遠離原居地，由政府協助其災後家園重建。 

本案例主要之研究特性包括： 

 個案變更：僅修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修訂原住民產業專用區區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不涉及土地使用分區變更。 

 變更計畫書圖內含括安置用地目前之使用現況，並附有照片說明其概況，

此方式可以使審查委員較為了解現地使用概況，強化其說明性。 

 由中央單位主導勘查安置用地，勘查結束後，安置用地之區位大致抵定，

縣市政府未再進行複勘，直接進行後續土地變更等程序。 

以下分別針對安置用地之勘查與土地變更程序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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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勘選安置用地：由中央單位主導。 

(1)中央承辦單位：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a.法令依據： 

 依「莫拉克颱風災區劃定特定區域安置用地勘選變更利用及重建住宅

分配辦法」第 6 條，勘選安置用地時，應考量其居住安全性（包括地

質、坡度、淹水潛勢、土石流、氣氛影響等）、生活機能性（包括市場、

醫院、學校、鄉鎮公所等）、聯外交通及基礎設施條件（自來水、電力、

瓦斯、電信等）等條件。 

b.辦理事項： 

 依基本圖資進行初步篩選，先行排除區域計畫所劃設之限制發展地區

（生態敏感地區、資源生產敏感地區、文化景觀敏感地區、天然災害

敏感地區）、區域重建綱要計畫中之第 1 類及 2A 類策略分區及災害潛

勢地區（土石流潛勢溪流、坡地災害、易淹水地區），初步得到「限制

發展圖資分析」，另再套繪現況受災區域分佈圖與公有土地、公營事業

未利用土地分佈圖，利用基本圖資篩選可能遷村安置之替選基地。 

 發文通知會勘人員，包括中央相關部會（環保署、農委會水保局、林

務局、中央地調所、原委會、水利署、國有財產局、營建署都市計畫

組、營建署建築管理組等單位）、專家（建築、土木、大地、結構、水

利、水保等技師）、學者、臺東縣政府、慈善團體與鄉公所等。 

 現場會勘前，簡單介紹基地環境與基本資料，再由會勘人員進行勘查。 

 彙整現勘記錄，並統計評估結果為現勘綜整表，以呈現與會專家學者

所表達意見。 

c.會勘行前準備：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南區規劃隊負責會勘地點及路線的規劃安

排。 

 準備圖資給各專家學者參考，包括會勘地點套匯衛星影像圖、環境敏

感地、經建會之策略分區第 1 類及 2A 土地。 

 現地勘查評估表，內容包括基地基本資料、居住安全性、生活機能、

聯外交通與基礎設施等評估項目。 

 會勘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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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央執行單位：營建署組成會勘小組，包括中央相關部會（環保署、農委會

水保局、林務局、中央地調所、原委會、水利署、國有財產局、營建署都

市計畫組、營建署建築管理組等單位）、專家（建築、土木、大地、結構、

水利、水保等技師）、學者、臺東縣政府、慈善團體與鄉公所等。 

a.勘查項目： 

 基地基本資料： 

 所有權（公有、私有）。 

 基地面積（公頃）。 

 坵塊完整性。 

 基地現況使用。 

 禁、限建管制。 

 居住安全性： 

 地質（含斷層、順向坡）。 

 坡度（含邊坡穩定性）。 

 淹水潛勢（含河岸侵蝕）。 

 土石流。 

 氣候影響（風力）。 

 生活機能（市場、醫院、學校、鄉鎮公所）。 

 聯外交通。 

 基礎設施（水、電）。 

b.勘查過程： 

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提供現地勘查表給各位與會人員，依表格勘

查項目一同勘查評估，評估完第一項再換下一個項目，若有其他意見則

標示於意見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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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土地變更 

(1)承辦單位：臺東縣城鄉發展處都計科。 

a.辦理事項： 

 公開展覽十五日並辦理說明會：臺東縣城鄉發展處都計科擬定完變更

書圖後，於縣府及鄉公所辦理公開展覽 15 日，並於此 15 日內將此訊

息刊登公告於報紙 3 日。說明會於此 15 日內在大武鄉公所舉辦說明

會，由臺東縣城鄉發展處都計科主辦，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南

區規劃隊協助說明。 

 逕送內政部：公展結束後，無人民團體提出異議，將變更計畫書圖送

至內政部，內政部都委會召開聯席審議。 

(2)變更書圖擬定單位：臺東縣城鄉發展處都計科。 

a.法令依據： 

 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1 款。 

 災害防救法第 37 條之 2 第 2 項。 

 風災震災火災爆炸災害災區民眾安置或重建簡化行政程序辦法第 4

條。 

b.計畫書圖文件內容： 

 臺東縣變更都市計畫審核摘要表：包括都市計畫名稱、變更都市計畫

法令依據、變更都市計畫機關、本案公開展覽之起迄日期（公開展覽

及說明會）、人民團體對本案之反映意見、本案經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

聯席審議結果。 

 變更計畫書圖內容： 

 計畫緣起。 

 法令依據。 

 都市計畫概要：實施經過、計畫範圍與計畫年期、計畫人口及密

度、土地使用分區計畫、公共設施用地計畫、交通系統計畫、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分期分區發展計畫、事業及財務計畫、都

市防災計畫、（現行計畫）附帶條件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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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武都市計畫地理位置圖。 

． 原有大武都市計畫示意圖。 

． 原有大武都市計畫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 

 變更理由。 

 變更位置、土地權屬及發展現況： 

． 變更大武都市計畫變更位置示意圖。 

． 變更大武都市計畫土地使用現況照片圖。 

 變更內容： 

． 變更大武都市計畫變更內容明細表。 

． 變更大武都市計畫土地使用計畫面積分配表。 

． 變更大武都市計畫變更示意圖。 

 實施進度與經費：包括土地使用分區、面積、開發方式、主辦單

位、預定完成期限及經費來源等說明。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變更大武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

點對照表，包括原計畫條文與修正後條文。 

（三）南投縣－變更水里都市計畫書【第 2 次變更】 

本案例計畫安置戶數為 20 戶，計畫安置之受災災民來自於水里鄉新山村，莫

拉克颱風對水里鄉新山村所帶來的主要災害型態為土石流，當時莫拉克颱風帶來大

量豪雨，使得陳有蘭溪受到暴雨影響，水位暴漲，導致下邊坡無法承受沖刷，造成

20 多戶民宅遭沖毀，此外，暴漲的溪水也導致掏刷破壞力增強，致使路基邊坡遭

沖刷，掏空混凝土護岸，路基流失，造成橋基受到沖刷掏空倒塌，而莫拉克颱風所

帶來的重創迫使災民必須遠離原居地，由政府協助其災後家園重建。 

本案例主要之研究特性包括： 

 個案變更：部分住宅區剔除於市地重劃範圍。 

 安置用地位處地勢較低處，且鄰近非活動斷層及水里溪、濁水溪，因此變

更計畫書圖提出基地環境概述，說明基地未在土石流危險溪流及淹水潛勢

區域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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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置用地雖已從市地重劃範圍內剔除，但仍需考量未來市地重劃後之規劃

與開發，因此針對公共設施用地負擔比例提出說明。 

 本案由縣府地政處透過府內相關圖資進行套疊，篩選出可能遷建之安置用

地，提出基地名單轉報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再由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主

導勘查安置用地，勘查結束後，安置用地之區位大致抵定，縣市政府未再

進行複勘，直接進行後續土地變更等程序。 

以下分別針對安置用地之勘查與土地變更程序進行說明。 

1. 勘選安置用地：由中央單位主導，地方政府協助辦理。 

(1)中央承辦單位：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a.法令依據： 

 依「莫拉克颱風災區劃定特定區域安置用地勘選變更利用及重建住宅

分配辦法」第 6 條，勘選安置用地時，應考量其居住安全性（包括地

質、坡度、淹水潛勢、土石流、氣氛影響等）、生活機能性（包括市場、

醫院、學校、鄉鎮公所等）、聯外交通及基礎設施條件（自來水、電力、

瓦斯、電信等）等條件。 

b.辦理事項： 

 發文通知會勘人員，包括中央單位（重建會、營建署、營建署城鄉發

展分署、地質調查所、水土保持局、林務局南投林區管理處）、專家學

者（都市計畫）、專業技師（水保、土木、大地、建築師）、南投縣府

相關單位、台糖代表、慈善團體與鄉公所等。 

 會勘完，彙整現勘記錄，並統計評估結果為現勘綜整表，以呈現與會

專家學者所表達意見。 

c.會勘行前準備： 

 現地勘查評估表，內容包括居住安全性、生活機能、聯外交通與基礎

設施等評估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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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央執行單位：營建署組成會勘小組，包括中央單位（重建會、營建署、營

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地質調查所、水土保持局、林務局南投林區管理處）、

專家學者（都市計畫）、專業技師（水保、土木、大地、建築師）、南投縣

府相關單位、台糖代表、慈善團體與鄉公所等。 

a.勘查項目： 

 基地基本資料： 

 所有權（公有、私有）。 

 基地面積（公頃）。 

 坵塊完整性。 

 基地現況使用。 

 禁、限建管制。 

 居住安全性： 

 地質（含斷層、順向坡）。 

 坡度（含邊坡穩定性）。 

 淹水潛勢（含河岸侵蝕）。 

 土石流。 

 氣候影響（風力）。 

 生活機能（市場、醫院、學校、鄉鎮公所）。 

 聯外交通。 

 基礎設施（水、電）。 

b.勘查過程： 

 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提供現地勘查表給各位與會人員，依表格勘查項

目一同勘查評估，評估完第一項再換下一個項目，若有其他意見則標

示於意見欄位。 

(3)地方政府承辦單位：南投縣建設處城鄉發展科。 

a.辦理事項： 

 鄉公所提供可能遷建之用地名單給縣府（城鄉發展科），縣府（地政處）

再套疊府內所有之相關圖資，篩選可能遷村安置之基地，而後轉報內

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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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場會勘時，先講述基地概況，再由會勘人員進行勘查。 

 會勘完辦理協調會議，安置地點已由營建署城鄉分署勘查完後大致抵

定，主要討論土地取得之問題。 

b.會勘行前準備： 

 會勘地點及路線的規劃安排。 

 準備圖資給各專家學者參考，包括航照圖與土地相關資料。 

 會勘簽到表。 

2. 土地變更 

(1)承辦單位：南投縣建設處都市計劃科。 

a.辦理事項： 

 公開展覽十五日並辦理說明會：南投縣建設處都市計劃科受理水里鄉

公所之變更計畫書圖，於縣府及鄉公所辦理公開展覽 15 日，南投縣建

設處都市計劃科於此 15 日內將此訊息刊登公告於報紙 3 日。說明會於

此 15 日內在水里鄉公所舉辦說明會，由南投縣建設處都市計劃科主

辦，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中區規劃隊協助說明。 

 逕送內政部：公展結束後，無人民團體提出異議，將變更計畫書圖送

至內政部，內政部都委會召開三級聯席審議。 

(2)變更書圖擬定單位：水里鄉公所提交，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代擬。 

a.法令依據： 

 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1 款。 

 災害防救法第 37 條之 2 第 2 項。 

 風災震災火災爆炸災害災區民眾安置或重建簡化行政程序辦法第 4

條。 

 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 

b.計畫書圖文件內容： 

 南投縣變更都市計畫審核摘要表：包括都市計畫名稱、變更都市計畫

法令依據、變更都市計畫機關、本案公開展覽之起迄日期（公開展覽

及說明會）、人民團體對本案之反映意見、本案經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

聯席審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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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更計畫書圖內容： 

 計畫緣起。 

 法令依據。 

 都市計畫概要：地理位置、實施經過、計畫範圍與計畫年期、計

畫人口及密度、土地使用分區計畫、公共設施用地計畫、交通系

統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分期分區發展計畫、事業及財

務計畫、（現行計畫）附帶條件之規定。 

． 水里都市計畫地理位置圖。 

． 原有水里都市計畫示意圖。 

． 原有水里都市計畫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 

． 南光、北埔細部計畫一、二期市地重劃範圍示意圖。 

 變更理由。 

 變更位置、土地權屬及變更內容： 

． 變更水里都市計畫變更位置示意圖。 

． 變更水里都市計畫土地地籍示意圖。 

． 變更水里都市計畫變更內容明細表。 

． 變更水里都市計畫變更示意圖。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變更水里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

點對照表，包括原計畫條文與修正後條文。 

 實施進度與經費：包括土地使用分區、面積、開發方式、主辦單

位、預定完成期限及經費來源等說明。 

 其他：概述基地環境與公共設施用地負擔比例。 

． 「莫拉克風災」災後遷建安置地點環境地質分析圖。 

 附錄：南投縣莫拉克風災永久屋核配屋型情形、土地權屬資料、

現地會勘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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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都市土地災後永久安置用地變更案例 

一般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在審議的程序以及開發報告書圖都有完整的規定，使開發

案具有完備的考量，也因此需要較多的時間進行審查，然而在莫拉克颱風災後為了迅速

落實災後家園重建，因此對於非都市土地的開發程序做了些許的調整以及相關特別法的

擬定，包括非都市土地的開發許可審議於 30 公頃以下之土地不需由內政部審核，權力

直接下授縣市政府，因此審查時程從約需一年的時間縮短至一個月左右，且由於特別法

的制定，使得取得土地以及審議的方式皆提升案子落實的進度。 

在本部分主要針對莫拉克颱風災後「非都市土地安置用地變更」案例進行探討，了

解個別案例在整體程序與法令上執行過程，並分別了解承辦單位與執行單位的作業內容

概況，分析其在整體執行過程中所面臨的課題，從中學習，便於後續「安置替選地設計

規範」之擬定。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之非都市計畫土地變更程序如下圖 6-2 所示，而程

序部分可概略分為三大部分，包括勘選安置用地、土地變更、土地變更審議，並分別依

三大部分進行其執行與相關法令的說明。非都市土地變更案例研究對象主要為兩安置基

地，屏東縣─瑪家農場與高雄縣─五里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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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 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非都市計畫土地變更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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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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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屏東縣瑪家農場 

屏東縣瑪家農場安置用地主要安置的災民對象為霧台鄉好茶村 177 戶、三地門

鄉大社村 174 戶、瑪家鄉瑪家村 132 戶，安置對象皆為原住民民族。而屏東縣山

區的主要災害地點主要發生在霧台與茂林兩個鄉，其中霧台八個部落中有六個部落

幾乎全毀，茂林三個部落是對外交通斷絕。在霧台鄉裡的台 24 線許多路段嚴重坍

方，搶救困難，鄉內三座主要橋樑斷裂，鄉內多村里多處遭受土石流的侵害，其中

好茶村地上建物全遭土石掩埋，而在茂林鄉同樣是交通因土石流中斷，僅靠直升機

援送物資。 

本案例之研究特性主要包括： 

 土地涉及到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得參照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1 條規定，解

決方式為留設兩公頃土地做為備災用地。 

 安置基地東側正對牛角灣溪集水區，面對該集水區之相對坡面應有安全防

護措施。 

 縣府的複勘併入審議的流程內，非獨立執行。 

1. 勘選安置用地：分為中央單位和地方政府。 

勘選用地可分為兩階段，分別為內政部營建署首次所執行的初勘與縣

市政府所執行的複勘。 

初勘： 

(1)中央承辦單位：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a.法令依據： 

 「莫拉克重建特別條利」第 21 條；辦理安置災區災民所需之土地，合

於取代環境影響說明書之環境保育對策，於一定規模以下，經土地使

用、地質、環境影響評估、水土保持及水利等機關會勘認定安全無虞

者，有關土地變更、開發事項，不受區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國家

公園法、環境影響評估法、水土保持法及其他相關法規規定之限制；

其環境保育對策、一定規模、安全無虞之認定原則、不受有關法規限

制之範圍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內政部會商相關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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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位決定：「屏東縣─瑪家農場」重建案例之安置用地區位由鄉公所提

供建議。 

 辦理事項：以各技師的專業背景判斷土地安全性，由縣政府安排勘查

行程，並在 後召開會議討論是否安全無虞。同時做總結報告告知縣

(市)政府安全無虞基地區位。 

(2)中央執行單位：土地使用、地質、環境影響評估、水土保持及水利等機關。 

a.勘查項目： 

 包括地質、坡度、淹水潛勢、土石流、氣候影響、市場、醫院、學校、

鄉鎮公所、自來水、電力、瓦斯、電信等項目。 

b.勘查內容： 

 以各技師的專業背景判斷土地安全性，由縣政府安排勘查行程，並在

後召開會議討論是否安全無虞。並做總結報告告知縣(市)政府安全無

虞基地區位。 

複勘： 

(1)地方政府承辦單位：屏東縣政府原民處。 

a.法令依據： 

 「莫拉克颱風災民安置用地變更及開發辦法」第 5 條：安置用地應經

直轄市政府、直轄市、縣（市）政府審查認定其安全無虞。 

 「莫拉克颱風災民安置用地變更及開發辦法」第 13 條：辦理「安全無

虞」認定的人員，應會同土地使用、建築管理、地質、環境影響評估、

水土保持、水利、農業及其他相關機關（單位）、當地居民、專家學者

及有關專業人員進行會勘。 

b.辦理事項： 

 發文通知會勘人員，包括中央單位（營建署、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地質調查所、林務局）、專家學者（土地管理與開發、都市計畫、建築）、

專業技師（水保、土木、結構、大地、建築師、地質）、地方單位（交

通局、環保局）、屏東縣府相關單位、慈善團體與鄉公所等。 

 地方村里長與居民代表由鄉公所通知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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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會勘的相關圖資以及開發報告書初稿提前提供給會勘人員，進行事

前初步了解。 

c.會勘行前準備： 

 會勘簽到表。 

(2)地方政府執行單位：會勘人員，包括中央單位、地方單位、專家學者、專業

技師、縣府相關部會、慈善團體、鄉公所與居民代表等。 

2. 土地變更 

(1)協助單位：內政部營建署。 

a.法令依據： 

 政府採購法第 105 條第 1 項第 2 款。 

b.辦理事項： 

 辦理「緊急採購」作業，利用限制性招標委託工程顧問公司協助規劃。

因土地權屬關係，太乙規劃公司先行規劃三個部落(霧台鄉好茶村、三

地門鄉大社村、瑪家鄉瑪家村)，北葉聚落則保留 2 公頃土地，但不提

供建築部份。 

(2)承辦/委託單位：屏東縣政府原民處。 

a.確認受災戶數： 

 由原民處、社會處、鄉鎮公所與災民訪談得知，並統計做為規劃公司

的開發總量參考。 

b.協助辦理開發許可審議。 

(3)執行單位：太乙工程顧問公司。 

a.相關法規： 

 根據「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第 21 條，辦理安置災區災民所

需之土地，合於取代環境影響說明書之環境保育對策，於一定規模以

下，經土地使用、地質、環境影響評估、水土保持及水利等機關會勘

認定安全無虞者，有關土地變更、開發事項，不受區域計畫法、都市

計畫法、國家公園法、環境影響評估法、水土保持法及其他相關法規

規定之限制；其環境保育對策、一定規模、安全無虞之認定原則、不

受有關法規限制之範圍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內政部會商相關

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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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執行起始時間： 

 太乙工程顧問公司與內政部營建署正式委託(簽約)之前已經先行進行

相關勘查。 

c.主要工作內容： 

 用地變更開發許可、水土保持計畫、基盤建設。 

d.勘查內容： 

 圖資準備： 1/25000 經建圖、1/5000 航照圖、正射圖的圖資套疊。 

 初勘成員與工作內容：測量技師，主要工作為做出林班地的剖面與測

線 (必須砍出林路，找出相對平坦的區域)，進行安置用地測量，並且

瞭解周邊整體環境的土地狀況。 

 複勘成員與工作內容：地質技師進行地質鑽探，而後水保依「水土保

持技術規範」進行區域地形，水文與坡度分析。 

e.規劃報告書圖內容： 

 莫拉克颱風災後非都市土地申請變更時，依「莫拉克颱風災民安置用

地變更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或使用地書圖文件須知」規定申請人應具

備申請書、災民安置計畫、開發計畫書圖與環境保育對策等四部份內

容供審查。 

3. 土地變更審議 

(1)地方政府承辦單位：屏東縣政府地政處。 

非都市土地在莫拉克颱風災害後永久屋安置用地的審查，由縣(市)政府

負責單位收到規劃公司的規劃報告書後，提出土地變更，且由縣(市)政府受

理，進入審查階段時，由於莫拉克災情重大，為使基地開發能夠迅速進行，

審議時程限制在一個月內結束。 

a.審議流程： 

 為使委員能瞭解基地現況，審查流程主要分為兩部分，包括現地會勘─

由規劃公司進行解說，與縣府內審議。  

b.工作內容： 

 負責通知相關人員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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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送委員至會勘基地。 

 彙整委員相關意見，並負責與規劃公司接洽。 

 將開發許可內容於各該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區)公所公

告 30 天。 

 縣政府地政處負責撰寫安置基地的徵收計畫書。 

 督促轄區地政單位進行土地異動。 

(2)地方政府執行單位：縣政府組成專責審議小組與相關單位，包含營建署、土

地權屬相關權利人、協辦單位(NGO)、規劃公司、台電、自來水、中華電

信、府內相關處室等。 

a.工作內容： 

 審查開發許可報告書與水土保持計畫書。 

b.審查方式： 

 開發許可報告書依莫拉克安置用地及開發辦法、非都土地開發審議作

業規範之總編與住宅專編進行審查。水土保持計畫書依水土保持法進

行審查。 

(二) 高雄縣五里埔安置用地 

高雄縣五里埔安置用地主要安置的災民對象為小林村村民，總計 90 戶。本次

莫拉克颱風挾帶大量的雨量使小林國小後方之獻肚山偏坡發生總面積約 350 公頃

(其中崩塌區 190 公頃，堆積區約 160 公頃)之大規模走山，崩塌土石先掩埋小林村

北側聚落，連同旗山溪右岸邊坡之崩塌土石，堵塞旗山溪河道形成堰塞湖，9 日當

天上午發生潰決，造成 453 人傷亡，350 棟房屋毀損，主要道路毀損 3 公里，4 座

橋樑毀損。 

本案例之研究特性主要包括： 

 土地權屬 90%為私有地。 

 安置基地所安置的災民皆為小林村村民，為台灣平埔族族群，且基地西南

側鄰近五里埔遺址保存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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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勘選安置用地：分為中央單位和地方政府。 

勘選用地可分為兩階段，分別為內政部營建署首次所執行的初勘與縣

市政府所執行的複勘。 

初勘： 

(1) 中央承辦單位：內政部營建署。 

a.法令依據： 

 「莫拉克重建特別條利」第 21 條；辦理安置災區災民所需之土地，合

於取代環境影響說明書之環境保育對策，於一定規模以下，經土地使

用、地質、環境影響評估、水土保持及水利等機關會勘認定安全無虞

者，有關土地變更、開發事項，不受區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國家

公園法、環境影響評估法、水土保持法及其他相關法規規定之限制；

其環境保育對策、一定規模、安全無虞之認定原則、不受有關法規限

制之範圍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內政部會商相關機關定之。 

b.辦理事項： 

 以各技師的專業背景判斷土地安全性，由縣政府安排勘查行程，並在

後召開會議討論是否安全無虞，並做總結報告告知縣(市)政府安全無

虞基地區位。 

(2)中央執行單位：包括地理地質相關專家學者、專業技師公會（土木、結構、

大地、建築師）、中央政府相關部會（營建、水利、地質、水保、環保、林

務等）、地方政府（縣市政府及鄉鎮公所）與慈善團體等。 

a.勘查項目： 

 包括地質、坡度、淹水潛勢、土石流、氣候影響、市場、醫院、學校、

鄉鎮公所、自來水、電力、瓦斯、電信等項目。 

b.勘查內容： 

 以各技師的專業背景判斷土地安全性，由縣政府安排勘查行程，並在

後召開會議討論是否安全無虞，並做總結報告告知縣(市)政府安全無

虞基地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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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勘： 

(1) 地方政府承辦單位：高雄縣政府建管處。 

a.法令依據： 

 「莫拉克颱風災民安置用地變更及開發辦法」第 5 條：安置用地應經

直轄市政府、直轄市、縣（市）政府審查認定其安全無虞。 

 「莫拉克颱風災民安置用地變更及開發辦法」第 13 條：辦理「安全無

虞」認定的人員，應會同土地使用、建築管理、地質、環境影響評估、

水土保持、水利、農業及其他相關機關（單位）、當地居民、專家學者

及有關專業人員進行會勘。 

b.辦理事項： 

 發文通知會勘人員，包括中央單位（營建署、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地質調查所、林務局）專家學者（土地管理與開發、都市計畫、建築）、

專業技師（水保、土木、結構、大地、建築師、地質）、地方單位（交

通局、環保局）、高雄縣府相關單位、慈善團體與鄉公所等。 

 地方村里長與居民代表由鄉公所通知聯絡。 

(2)地方政府執行單位：會勘人員，包括中央單位、地方單位、專家學者、專業

技師、縣府相關部會、慈善團體、鄉公所與居民代表等。 

a.勘查項目： 

 坡度陡峭。 

 地質結構不良、地層破碎、活動斷層或順向坡有滑動之虞。 

 現有礦場、廢土堆、坑道，及其周圍有危害安全之虞。 

 河岸侵蝕或向源侵蝕有危及基地安全。 

 有崩塌或洪患之虞。 

 生活機能性（包括市場、醫院、學校、鄉鎮公所等）。 

 聯外交通。 

 基礎設施條件（自來水、電力、瓦斯、電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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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勘查過程： 

 會勘人員依上述勘查項目分別依各自專業進行現勘，勘查完後，共同

研商填寫一張現勘評估表，若有意見則分述於意見欄。 

2. 土地變更 

(1)協助單位：內政部營建署。 

a.法源依據： 

 政府採購法第 105 條第 1 項第 2 款。 

b.辦理事項： 

 辦理「緊急採購」作業，利用限制性招標委託長豐工程顧問公司協助

規劃。 

(2)承辦/委託單位：高雄縣政府。 

a.確認受災戶數： 

 由民政處、原民處、鄉鎮公所與災民訪談得知，並統計做為規劃公司

的開發總量參考。 

b.協助辦理開發許可審議。 

(3)執行單位：長豐工程顧問公司 

a.相關法規： 

 根據「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第 21 條，辦理安置災區災民所

需之土地，合於取代環境影響說明書之環境保育對策，於一定規模以

下，經土地使用、地質、環境影響評估、水土保持及水利等機關會勘

認定安全無虞者，有關土地變更、開發事項，不受區域計畫法、都市

計畫法、國家公園法、環境影響評估法、水土保持法及其他相關法規

規定之限制；其環境保育對策、一定規模、安全無虞之認定原則、不

受有關法規限制之範圍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內政部會商相關

機關定之。 

b.規劃報告書圖內容： 

 莫拉克颱風災後非都市土地申請變更時，依「莫拉克颱風災民安置用

地變更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或使用地書圖文件須知」申請人應具備申

請書、災民安置計畫、開發計畫書圖與環境保育對策等四部份內容提

供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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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土地變更審議 

(1) 地方政府承辦單位：高雄縣政府建管處。 

非都市土地在莫拉克颱風災害後永久屋安置用地的審查，由縣(市)政

府負責單位收到規劃公司的規劃報告書後，提出土地變更，且由縣(市)政

府受理，進入審查階段時，由於莫拉克災情重大，為使基地開發能夠迅速

進行，審議時程限制在一個月內結束。 

a.審議流程： 

 為使委員能瞭解基地現況，審查流程主要分為兩部分，包括現地會勘─

由規劃公司進行解說，與縣府內審議。  

b.工作內容： 

 負責通知相關人員開會。 

 接送委員至會勘基地。 

 彙整委員相關意見，並負責與規劃公司接洽。 

 將開發許可內容於各該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區)公所公

告 30 天。 

 縣政府地政處負責撰寫安置基地的徵收計畫書。 

 督促轄區地政單位進行土地異動。 

(2)地方政府執行單位：縣政府組成專責審議小組與相關單位，包含營建署、土

地權屬相關權利人、協辦單位(NGO)、規劃公司、台電、自來水、中華電

信、府內相關處室等。 

a.工作內容： 

 審查開發許可報告書與水土保持計畫書。 

b.審查方式： 

 開發許可報告書依莫拉克安置用地及開發辦法、非都土地開發審議作

業規範之總編與住宅專編進行審查。水土保持計畫書依水土保持法進

行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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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由上述案例可知，莫拉克颱風災後為了避免土地變更作業程序過於冗長延宕其重建

時效，營建署頒訂「莫拉克颱風災民安置用地變更及開發辦法」，將一定規模以下之土

地使用變更程序予以簡化，以利迅速提供安置災民所需土地。 

然而在「莫拉克颱風災民安置用地變更及開發辦法」中，雖有訂定安置用地會勘時

所需勘查事項，以及安置用地開發案件所需檢具之書圖文件，但由案例中發現各縣市政

府於辦理安置用地現地會勘時，因為規定勘查項目較為簡化、會勘表格的內容不一、會

勘時所準備的基本圖資也各有所異等情況，致使現地會勘時易有認知上的落差。 

再者，莫拉克颱風災後對於災民的安置多屬於永久性安置，卻也發現安置用地的勘

查雖有考量到生活機能，但整體而言仍以「安全性」為主要考量，此外，案例也顯示對

於災民的永久性安置，往往著重於災民的「安置」，在「永久性」方面的思維卻相對地

較為薄弱，包括社會文化、經濟產業、生活機能等發展之考量。 

而安置用地開發案件雖有規定需檢具之書圖文件項目，但卻難以突顯出開發案件中

主要的基地問題與其解決方式，是故，本計畫透過案例了解法令規範與規劃單位實際落

實後之間的差異性，從中學習經驗並檢討改善，透過現地勘查表格的統一、設計規範的

制定等方式，改善法令規範與規劃單位落實之間的差異性。 

第二節 莫拉克颱風災後永久安置用地執行之課題 

綜合上節案例研究與訪談縣市政府承辦人員之辦理經驗，將莫拉克颱風災後永久安

置用地變更所面臨之課題整合，主要分為承辦單位、規劃單位及審查委員等三方面說述

其各別課題或意見，以下分別詳述： 

一、承辦單位 

（一）會勘安置用地 

課題一：「莫拉克颱風災民安置用地變更及開發辦法」雖有羅列對於安置用地之安

全無虞所應查定項目，但各縣市政府於勘查安置用地時，其會勘表格之項

目及內容不一，使評定標準易有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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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策一：本計畫藉由安置替選地現地調查表的擬定，統一制定安置替選地所應調查

項目與內容，用以減低會勘標準評定時的落差。 

（二）安置用地區位的選定 

課題一：都市計畫地區於安置用地區位的選定雖以公有地為優先，但易有土地權責

糾紛，造成區位選擇的困難，如居民依法承租公有地使用，卻因重建收回

土地引起糾紛，或是地上物的管理權責複雜，使得建物難以收回拆遷等問

題，因而延誤重建時效。 

課題二：由於原住民保留區大多位在非都市土地內，所以依「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

理辦法」，申請租用原住民保留地時，應檢具開發或興辦計畫圖說，申請

該管鄉（鎮、市、區）公所提經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審查通

過，層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且公告三十天後方得開發，因此位於原住民

保留地之非都市土地重建腳步較慢。 

（三）土地變更 

課題一：災害發生時湧入大量需辦理重建之案件，使得辦理人手不足而需動用縣市

政府其他單位協助，但由於各單位專長領域及單位屬性差異大，對於土地

變更事務無法及時上手，無法了解土地問題，造成與災民溝通協調不佳，

容易延宕重建時程。 

對策一：利用「虛擬土地儲備制度」挑選安置用地之替選方案，使承辦人員得以快

速了解安置替選地環境現況與區位條件，並可具體提出各安置用地之優缺

點，降低與災民溝通協調中的歧見。 

二、規劃單位 

（一）會勘安置用地 

課題一：因各規劃公司之規劃經驗與認知不同，因此對於安置用地的調查分析範圍

難以統一，容易產生只考慮基地內部環境條件的孤島式規劃方案，造成日

後居民遷入意願低及日常生活問題。 

對策一：本計畫以「村里」的尺度進行整體環境條件分析，包括村里的地質環境與

露頭現象勘查、原集居地及鄰近公共設施之可及性分析等，透過整體環境

的調查分析以避免孤島式的規劃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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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二：非都市土地變更雖有規定完整的報告書章節架構，但對於該節所應調查及

評估分析內容卻無詳實規定，因此調查與評估分析的內容皆以規劃公司的

認知及經驗而定，而此情形可能遺漏重要的評估分析內容。 

對策二：本計畫基於區位、法令程序、財務、社會文化結構、經濟產業活動、遷村

意願等六大原則之考量，再依本計畫可操作之相關土地問題將六大面向歸

納整合出安全性、法令程序、財務、社會文化與經濟產業等四面向，擬定

不同環境條件所需評估分析之相關作為，以此突顯安置用地條件與補足應

有之評估分析內容。 

三、審查委員 

（一）安置目的 

課題一：政府單位目前對於災民的安置多以「永久性安置」為主，然而由其會勘程

序中卻也發現，主要考量因素為安置用地之安全性，於其他生活機能、經

濟產業等因素較少著墨，亦即重建思維多著重於「安置」，較少「永久性」

的考量，也就是災民未來長久永續的發展，包括社會文化、生活機能、經

濟產業等面向。 

對策一：本計畫認為永久性安置應考量六個面向，包括區位安全、法令程序、財務、

社會文化結構、經濟產業活動與遷村意願，因此於擬定相關設計規範時，

依本計畫可操作之相關土地問題將六大面向歸納整合出安全性、法令程

序、財務、社會文化與經濟產業等四面向擬定相關設計規範，以強化災民

日後基本的生存需求與生活機能。 

（二）會勘安置用地 

課題一：目前災後重建於會勘安置用地時，多僅評估基地範圍內的現況與安全性，

鮮少評估基地周邊概況，使得基地周邊的不確定性因而影響基地的安全性

與其未來發展。 

對策一：本計畫對於安置替選地的評選是以「村里」為單位，並且在災前即著手進

行安置替選地之相關現地調查與分析，包括利用既有資料分析，挑選出村

里內之可用土地及了解其分佈概況，而後透過現地調查了解安置替選地之

現地概況，如此在災前即能掌握村里內的整體環境條件，避免產生僅對安

置用地範圍調查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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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二：莫拉克颱風災後於辦理會勘安置用地時，因時程緊迫致使會勘資料的準備

較為不齊全，因此提供給各專業技師們的資訊較為有限，易造成現象難以

評估之情況。 

對策二：本計畫旨在災前即做好安置替選地之環境現況資料庫，包括現地環境勘

查、可及性分析、土地權屬、法令規定等，因此在災害發生後即可迅速進

行資料比對及更新的動作，使各專業技師們能有效掌握環境資訊，並給予

更具依據之評估意見。 

第三節 安置替選地之設計規範構想 

安置替選地設計規範的擬定，主要依據本計畫劃設易致災地區、地區尺度安置替選

地之劃設機制、安置替選地之安全性調查，以及分析莫拉克颱風災後永久安置用地執行

現況與課題，進而制訂安置替選地未來在進行土地開發時，所需注意之事項及相關規

定，用以提升規劃品質及其成效。 

分析莫拉克颱風災後永久安置用地執行現況與課題，其用意在於瞭解目前災後重建

針對永久安置用地此部分之勘查項目、相關法令規定、執行概況與規劃要求，並透過訪

問相關單位，包括承辦人員與規劃單位，從中獲得其執行過程中所面臨之課題，如此不

但能瞭解目前災後安置用地之基地特性，亦能由其課題學習經驗，檢討其困境，進而擬

定本計畫安置替選地之設計規範。 

在劃設易致災地區方面，主要考量安置替選地在日後災後重建時，應避開安全有疑

慮之地區，因此針對劃設易致災地區所採用之評估因子，包括土石流災害潛勢、坡地災

害潛勢及易淹水災害潛勢等要素提出相關規範。 

在地區尺度之安置替選地劃設機制裡，所考量的除了安置替選地之安全性之外，亦

需符合法令程序，並同時考量未來重建時其土地取得之財務可行性、災民的社會文化、

生活條件與經濟產業活動等要素。因此，本計畫於擬定設計規範時，法令資料主要以「變

更臺灣北、中、南、東部區域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及「建築技術規則」為主，其

中法令規定不得開發的區域包含「變更臺灣北、中、南、東部區域計畫（第一次通盤檢

討）」中之「限制發展區域」與建築技術規則所規定之「坡度陡峭地區」，而「變更臺灣

北、中、南、東部區域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之「條件發展區域」則是有條件限制

該類土地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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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因素方面之資料主要為「土地權屬」及國土利用調查資料之「建成區」，本計

畫於挑選安置用地時，優先排除建成地區，其用意在於避開需要拆遷成本之區域，土地

權屬部分則是藉由公有土地與公營事業用地等資料輔助以了解土地較易取得之地點，並

降低土地取得之阻力；而災民的社會文化、經濟能力等要素，則透過重建區位與原居地

之可及性分析評估未來災民之社經復原程度，評估因子包括聯外交通之近便性、距原集

居地之距離及既存之公共設施。 

安置替選地之安全性評估主要用意在於確認安置替選地之安全性與現況環境條

件，以提高安置替選地的安全性，補足圖資分析之不確定性，而承辦人員於災害發生後，

可依據安置替選地現勘結果提點規劃單位所需提出之調查分析與規劃項目。 

上述評估因子主要用意在於篩選適宜遷建之安置替選地，但也反映出安置替選地可

能發生之環境現象與其區位條件，因此，為了使未來災後重建工作能迅速落實，並且提

升災後重建之規劃品質，本計畫針對安置替選地可能的環境現象與區位條件制定其設計

規範，使承辦人員能依安置替選地之環境條件規範規劃單位所需工作事項，藉此促進災

後重建規劃案之效率與品質，使安置替選地之開發更為完善。 

而本計畫於擬定安置替選地之設計規範內容時，主要參考各相關法令條文、管制規

定與案例制定其設計規範管制內容，包括變更臺灣北、中、南、東部區域計畫（第一次

通盤檢討）、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水土保持技術規範、

環境影響評估法、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建築技術規則建

築設計施工編、水利法、地質法、海堤管理辦法與排水管理辦法等，從中瞭解各環境現

象所應提出的調查說明、評估分析或相關對策，以擬定本計畫所建議之設計規範內文。 

第四節 安置替選地之設計規範 

安置替選地之設計規範主要針對安置替選地，行使設計審議要求，並以「安置替選

地設計規範」的管制程序介入規劃過程，透過具體監控安置替選地規劃時所需注意之調

查評估內容，減低安置替選地之致災風險，同時提升安置替選地之安全性與規劃品質，

以協助災民重返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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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之設計規範主要由安置替選地之區位、法令程序、財務、社會文化結構、經

濟產業活動與遷村意願等六大原則進行相關設計規範的擬定。在區位方面，主要考量為

居住安全性與國土保安，因此將其歸整為「安全性」考量面向；法令程序部分則主要避

免與法制規定相互抵觸之處；「財務」因素則為安置替選地之土地取得與工程費用等財

務問題；社會文化結構與經濟產業活動方面，主要考量未來災民之社經復原程度，因此

將其歸整為一考量面向。綜整上述，安置替選地之設計規範主要以安全性、法令程序、

財務、社會文化與經濟產業等四方面分別論述其相關規範內容。 

一、安全性 

安置替選地的選取必須考量居住之安全性，由上位計畫的角度思考，需思及國土的

安全保育，因此本著國土保育地區之「資源保育」及「國土保安」的原則，安置替選地

的區位選擇應避開相關禁限建地區，如區域計畫中之限制發展地區。除此之外，安置替

選地之安全性亦可由災害風險分析及現地調查等因素提升其居住安全性，因此，以下茲

就區域計畫之管制層面、易致災地區風險評估及現地調查等方面分別論述其相對應之設

計規範。 

（一）區域計畫：莫拉克颱風重創臺灣，造成人民生命與財產重大損失，基於未來災害

發生地點之不確定性，及土地使用管制應有全國一致性等考量，行政院提出「變

更臺灣北、中、南、東部區域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並本著國土保安與復育

之理念，針對土地資源提出其使用管制，以規範開發的容許限度，預防災害再次

發生，而在變更區域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中，主要將其土地資源劃歸為「限制發

展地區」、「條件發展地區」及「一般發展地區」等三類地區施行其土地使用管制，

因此本計畫之設計規範主要針對此三類地區分別規範其管制內容。 

1. 限制發展區：係指自然環境較敏感地區，主要以加強資源保育、環境保護及

不破壞原生態環境與景觀資源為保育及發展原則，因此不允許作非保育目的

之發展及任何開發行為。是故，本計畫於選取安置替選地時，依區域計畫對

於限制發展地區的發展原則，將限制發展地區予以排除，並建議禁止於限制

發展區開發，其限制發展地區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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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土石流潛勢溪流、嚴重崩塌或其他高危險地區。 

(2)山坡地查定為加強保育地。 

(3)活動斷層兩側一百公尺範圍內。 

(4)特定水土保持區。 

(5)河川區域、洪氾區一級管制區、洪水平原一級管制區、區域排水設施範圍。 

(6)國家公園內之特別景觀區、生態保護區。 

(7)自然保留區。 

(8)野生動物保護區。 

(9)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10)自然保護區。 

(11)沿海自然保護區。 

(12)古蹟保存區。 

(13)遺址文化資產區。 

(14)國家公園內之史蹟保存區。 

(15)水庫蓄水範圍。 

(16)溫泉露頭及其一定範圍。 

(17)其他依法劃定應予禁止開發或建築之地區。 

而在限制發展地區中，由於「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第 21 條第 1

項曾規定：「辦理安置災區災民所需之土地，合於取代環境影響說明書之環境保

育對策，於一定規模以下，經土地使用、地質、環境影響評估、水土保持及水

利等機關會勘認定安全無虞者，有關土地變更、開發事項，不受區域計畫法、

都市計畫法、國家公園法、環境影響評估法、水土保持法及其他相關法規規定

之限制…」，也就是說，部分限制發展地區於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時，曾允許開

發行為，但必須提出相關環境保育對策，包括「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

水取水口一定距離內之地區」、「重要水庫集水區」、「國有林地、保安林地、大

專院校實驗林及林業試驗林地等森林地區及區域計畫劃設之森林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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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三類限制發展區中，本計畫以較為嚴格的標準篩選安置替選地，因此

於排除限制發展地區時，仍將「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

離內之地區」和「國有林地、保安林地、大專院校實驗林及林業試驗林地等森

林地區及區域計畫劃設之森林區」納入排除範圍，僅「重要水庫集水區」未排

除。 

然而，本計畫建議於選取安置替選地時，雖然針對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允許

開發之限制發展地區不予以排除選取，但於設計規範之原則裡仍建議禁止於限

制發展地區開發。而不予以排除選取、但建議禁止開發之限制發展區包括： 

(1)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離內之地區。 

(2)重要水庫集水區。 

(3)國有林地、保安林地、大專院校實驗林及林業試驗林地等森林地區及區域計

畫劃設之森林區。 

2. 條件發展區：係考量某些環境敏感地區對於開發行為的承載力有限，為兼顧

保育與開發，有條件限制該類土地開發。是故，本計畫於選取安置替選地時，

依區域計畫對於條件發展地區的發展原則，有條件的限制該類土地開發，其

相對應之設計規範如下： 

(1)位於嚴重地層下陷地區者，基於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與保護環境等目的，

於擬定設計規範時參考地質法、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等相關管制，

建議不宜開發，新開發需辦理環境安全評估及基地地質調查，並有相關專業

技師簽證認為安全之文件，經審查合格後，始准開發，如有安全之虞者，不

得開發。 

(2)洪氾區二級管制區、洪水平原二級管制區、海堤區域者，基於保障人民生命

財產安全與保護環境等目的，於擬定設計規範時參考水利法、海堤管理辦法、

排水管理辦法、水土保持技術規範及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等相關管

制，建議不宜開發，新開發需辦理環境安全評估及排水計畫，並有相關專業

技師簽證認為安全之文件，經審查合格後始准開發，如有安全之虞者，不得

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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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位於下列地區者，基於環境敏感地區對於開發行為的承載力有限，且避免開

發行為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於擬定設計規範時依環境影響評估法之管制原

則，建議不宜開發，但在不違反土地使用管制規定前提下，可維持原有使用，

並進行重建；新開發需辦理環境影響評估，經審查合格後，始准開發： 

a.沿海一般保護區。 

b.海域區。 

c.歷史建築地區。 

d.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區。 

e.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 

f.優良農地、礦區（場）。 

g.礦業保留區、地下礦坑分布地區。 

h.「氣象法」之禁止或限制建築地區。 

i.「電信法」之禁止或限制建築地區。 

j.「民用航空法」之禁止或限制建築地區或高度管制範圍。 

k.航空噪音防制區。 

l.核子反應器設施周圍之禁制區及低密度人口區。 

m.公路兩側禁建限建地區。 

n.大眾捷運系統兩側禁建限建地區。 

o.高速鐵路兩側限建地區。 

p.岸管制區、山地管制區、重要軍事設施管制區之禁建、限建地區。 

q.其他依法劃定應予限制開發或建築之地區。 

(4)位於山坡地者，基於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及考量山坡地對於開發行為的承

載力有限，本計畫於擬定設計規範時，參考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開發行為

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等管制原則，建議不宜開發，新開

發需檢附水土保持計畫及環境影響評估，經審查合格後，始准開發。 

3. 一般發展區：係指扣除限制發展地區及條件發展地區後，其餘原則可供一般

土地開發使用之土地。本計畫建議於一般發展區者，其新開發需依現行法令

辦理重建，並考量現行土地使用分區及其發展強度，以延續原土地使用分區

之規劃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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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易致災風險評估：根據本計畫易致災地區之風險資料庫顯示，易致災地區之危害

度共可分為五個等級，分別為易致災高危害度地區、易致災中高危害度地區、易

致災中危害度地區、易致災低危害度地區及非易致災地區，以下茲就各別項目提

出其相對應之設計規範： 

1. 易致災高危害度地區：基於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位於土石流災害高潛勢

地區、坡地災害高潛勢地區、淹水災害高潛勢地區者，本計畫建議禁止開發。 

2. 易致災中高危害度地區：基於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位於土石流災害中高

潛勢地區、坡地災害中高潛勢地區、淹水災害中高潛勢地區者，本計畫建議

禁止開發。 

3. 易致災中危害度地區：位於土石流災害中潛勢地區、坡地災害中潛勢地區、

淹水災害中潛勢地區者，基於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之目的，建議不宜開

發，新開發需辦理環境安全評估，並有相關專業技師簽證認為安全之文件，

經審查合格後，始准開發。 

4. 易致災低危害度地區：位於土石流災害低潛勢地區、坡地災害低潛勢地區、

淹水災害低潛勢地區者，基於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之目的，建議不宜開

發，新開發需辦理環境安全評估，並有相關專業技師簽證認為安全之文件，

經審查合格後，始准開發。 

5. 非易致災地區：依現行法令辦理重建。 

（三）現地調查：根據本計畫針對安置替選地之現地調查資料庫，安置替選地之現地安

全性可由基地及周邊地區之地勢、地質、水文、邊坡及邊坡防護等部分顯著跡象

判讀基地是否具有安全性之疑慮，而本計畫於擬定相關設計規範時，主要參考水

土保持技術規範擬定其管制內容，以下茲就各別項目提出其相對應之設計規範： 

1. 地勢： 

(1)低於海平面或較鄰近地勢低者，易有排水疏濬之問題發生，因此新開發需檢

附排水計畫或說明相關對應策略。 

(2)高程變化大者，多有整地挖填方等問題，因此新開發需檢附整地計畫，經審

核合格後，始准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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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質： 

(1)岩體組構為塊狀結構、塊狀裂縫結構、薄狀結構、層狀結構、 碎裂結構等之

一者，新開發需辦理環境安全評估及檢附詳細環境地質及基地地質調查報

告，並有相關專業技師簽證認為安全之文件，經審查合格後，始准開發，開

發宜保持距離。 

(2)具有風化情形嚴重者，包括中度風化、高度風化及殘餘土等，新開發需辦理

環境安全評估及檢附詳細環境地質及基地地質調查報告，並有相關專業技師

簽證認為安全之文件，經審查合格後，始准開發，開發宜保持距離。 

3. 邊坡： 

(1)邊坡具滲水、湧水及坡面侵蝕等情形之一者，新開發需評估邊坡穩定及檢附

水土保持計畫，並有相關專業技師簽證認為安全之文件，經審查合格後，始

准開發，開發宜保持距離。 

(2)邊坡陡峭，其坡度大於 30 度者，新開發需評估邊坡穩定及檢附水土保持計

畫，並有相關專業技師簽證認為安全之文件，經審查合格後，始准開發，開

發宜保持距離。 

(3)邊坡具有崩塌、滑動等情形者，新開發需評估邊坡穩定及檢附水土保持計畫，

並有相關專業技師簽證認為安全之文件，經審查合格後，始准開發，開發宜

保持距離。 

(4)邊坡植被覆蓋率低於 50％或植被為淺根植物者，其抓地力不佳，易使土壤遭

受沖刷侵蝕，因此為提升邊坡穩定性與避免邊坡及其土壤遭受沖刷侵蝕，新

開發需檢附水土保持計畫，經審查合格後，始准開發。 

(5)邊坡坡向為順向坡者，新開發需評估邊坡穩定及檢附水土保持計畫，並有相

關專業技師簽證認為安全之文件，經審查合格後，始准開發，開發時宜保持

距離。 

(6)邊坡坡向為側向坡、逆向坡者，新開發需評估邊坡穩定及檢附水土保持計畫，

並有相關專業技師簽證認為安全之文件，經審查合格後，始准開發，開發時

宜保持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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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邊坡防護： 

(1)邊坡防護包括蛇籠、箱籠、擋土牆等各式護坡與擋土設施，具有龜裂、變形、

損壞、移動、傾倒或沉陷等情形之一者，新開發需評估邊坡穩定，並有相關

專業技師簽證認為安全之文件，經審查合格後，始准開發，開發宜保持距離。 

5. 水文： 

(1)具海岸侵蝕、河岸侵蝕、向源侵蝕、侵蝕角等情形之一者，新開發需辦理環

境安全評估及檢附水土保持計畫，並有相關專業技師簽證認為安全之文件，

經審查合格後，始准開發，開發宜保持距離。 

(2)河道堆積物為岩塊、碎岩塊等情形之一者，新開發需檢附河道堆積物之安全

性評估，說明是否影響基地，經審查合格後，始准開發，開發宜保持距離。 

(3)基地具有蝕溝情形者，新開發需檢附水土保持計畫，說明蝕溝治理方式，經

審查合格後，始准開發。 

二、法令程序 

安置替選地的選取除了考量居住安全性，亦需思及其法令可行性，因此本著法令可

行性、避災與工程治理之原則，於挑選安置用地時，應避開法制規定之禁限建地區，即

建築技術規則所訂定之相關禁建地區，以下茲就其法制規定提出所相對應之設計規範。 

（一）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第十三章第一節中，說明山坡地基

地不得開發建築之認定標準，其中第 262 條提及，坡度陡峭者，不得開發建築，

而坡度陡峭者係指基地之原始地形，在坵塊圖上其平均坡度超過百分之三十者，

因此本計畫針對此項提出其相對應之設計規範： 

1. 坡度陡峭地區： 

(1)基地在坵塊圖上其平均坡度超過 30％者，由於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時，曾允

許開發行為，且基地有可能是部分坡度較為陡峭，造成平均坡度超過 30％，

因此本計畫於選取安置替選地時不予以排除選取，但基於保障人民生命財產

安全及保護環境等目的，本計畫仍建議不允許作非保育目的之發展及任何開

發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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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非坡度陡峭地區： 

(1)基地在坵塊圖上其平均坡度未超過 30％者，依現行法令辦理重建。 

三、財務 

（一）土地權屬：根據國土測繪中心之資料庫顯示，土地權屬可分為公有地、公營事業

用地及私有地，本計畫茲就各別項目提出其相對應之設計規範： 

1. 公有地、公營事業用地：土地權屬為公有地及公營事業用地者，本計畫建議

優先辦理重建。 

2. 私有地：土地權屬為私有地者，其開發需檢附土地取得之財務可行性評估，

以衡量其開發可行性。 

四、社會文化與經濟產業 

社會文化與經濟產業等之設計規範，主要以本計畫發展潛力分析之資料庫作為資料

基礎，以下茲就各別項目提出其相對應之設計規範： 

（一）安置替選地與原集居地之距離 

1. 與原集居地之距離小於 1.5 公里者，本計畫建議優先辦理重建。 

2. 與原集居地之距離介於 1.5 ~ 5 公里者，基於災民之生計考量，本計畫建議

新開發需調查基地及周邊之產業型態，並分析基地之產業發展潛力，以提供

基地可能發展的產業方案或就業方案。 

3. 與原集居地之距離大於 5 公里者，基於災民生計之考量，本計畫建議新開發

需調查基地及周邊之產業型態，並分析基地之產業發展潛力，以提供基地可

能發展的產業方案或就業方案。 

（二）安置替選地與公共設施之距離：本計畫之公共設施主要以國民小學作為分析的基

礎資料，而其相對應之設計規範如下： 

1. 與公共設施之距離小於 1.5 公里者，本計畫建議優先辦理重建。 

2. 與公共設施之距離介於 1.5 ~ 5 公里者，基於災民民生需求之考量，本計畫

建議新開發需調查基地周邊公共設施資源，評估是否需要增設相關公共設

施，需要增設者，需提出分期分區計畫及其財務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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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與公共設施之距離大於 5 公里者，基於災民民生需求之考量，本計畫建議新

開發需調查基地周邊公共設施資源，評估是否需要增設相關公共設施，需要

增設者，需提出分期分區計畫及其財務評估。 

綜合上述設計規範，將其綜整為設計規範檢核表，以便承辦人員方便進行比對，設計規

範檢核表如下表 6-1 所示，○代表安置替選地符合該規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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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藉由設計規範檢核表使承辦人員可迅速比對安置替選地之基地條件與其設計

規範內容之外，本計畫亦利用設計規範圖的方式，落實土地開發的管制，而設計規範圖

主要係為清楚呈現安置替選地裡所需提出的各項調查、評估與其分佈概況。 

承辦人員於災害發生後，可由所需安置之災民人數及土地面積挑選適宜之安置用

地，將安置用地區位疊合各項設計規範圖，如此能有效掌握安置用地所需強化的調查與

評估，進而提點規劃單位所需提出之相關調查說明與評估分析，以提升安置用地的居住

安全性及其未來發展。本計畫於設計規範圖的呈現以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為示範，其設

計規範圖如圖 6-3~6-10 所示。 

此外，為了確保規劃單位對於設計規範內容的落實，本計畫亦制定設計規範查核

表，用意在於當開發案件進行審查時，審查委員可由設計規範查核表瞭解安置用地之基

地條件與所需提出之調查說明事項，並透過規劃單位的簡要說明初步瞭解規劃單位之作

業概況，而規劃內容頁次的備註則讓審查委員能迅速掌握其欲瞭解之相關資訊，設計規

範查核表如表 6-2 所示。 

圖 6-3 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安置替選地環境安全

評估規範圖 

圖 6-4 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安置替選地技師認定安

全規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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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 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安置替選地水土保持計

畫規範圖 

圖 6-6 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安置替選地環境影響評

估規範圖 

圖 6-7 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安置替選地邊坡穩定性

分析規範圖 

圖 6-8 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安置替選地環境與基地

地質調查規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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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9 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安置替選地河道堆積物安全

評估規範圖 

圖 6-10 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安置替選地可及性分

析圖 

表 6-2 設計規範查核表 

規範項目 規範內容 
規劃單位
因應說明

頁次 

變更

區域

計畫

第一

次通

盤檢

討 

限制發展區 

土石流潛勢溪流、嚴重崩塌或其他

高危險地區 
禁止開發   

山坡地查定為加強保育地 禁止開發   

活動斷層兩側 100 公尺範圍內 禁止開發   

特定水土保持區 禁止開發   

河川區域、洪氾區一級管制區、洪

水平原一級管制區、區域排水設施

範圍 

禁止開發   

國家公園區內之特別景觀區、生態

保護區 
禁止開發   

自然保留區 禁止開發   

野生動物保護區 禁止開發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禁止開發   

自然保護區 禁止開發   

沿海自然保護區 禁止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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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規範項目 規範內容 
規劃單位
因應說明

頁次 

變更

區域

計畫

第一

次通

盤檢

討 

限制發展區 

古蹟保存區 禁止開發   

遺址文化資產區 禁止開發   

國家公園內之史蹟保存區 禁止開發   

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

水口一定距離內之地區 
禁止開發   

重要水庫集水區 禁止開發   

水庫蓄水範圍 禁止開發   

國有林地、保安林地、大專院校實

驗林地及林業試驗林地等森林地區

及區域計畫劃設之森林區 

禁止開發   

溫泉露頭及其一定範圍 禁止開發   

其他依法劃定應予禁止開發或建築

之地區 
禁止開發   

條件發展區 

嚴重地層下陷地區 
環境安全評估、基地地質調

查、技師認定安全之文件 
  

洪氾區二級管制區、洪水平原二級

管制區、海堤區域 

環境安全評估、排水計畫、技

師認定安全之文件 
  

沿海一般保護區 環境影響評估   

海域區 環境影響評估   

歷史建築 環境影響評估   

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區 環境影響評估   

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 環境影響評估   

優良農地 環境影響評估   

礦區（場）、礦業保留區、地下礦

坑分布地區 
環境影響評估   

山坡地 環境影響評估、水土保持計畫   

「氣象法」之禁止或限制建築地區 環境影響評估   

「電信法」之禁止或限制建築地區 環境影響評估   

「民用航空法」之禁止或限制建築

地區或高度管制範圍 
環境影響評估   

航空噪音防制區 環境影響評估   

核子反應器設施周圍之禁制區及低

密度人口區 
環境影響評估   

公路兩側禁建限建地區 環境影響評估   

大眾捷運系統兩側禁建限建地區 環境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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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規範項目 規範內容 
規劃單位
因應說明

頁次 

變更

區域

計畫

第一

次通

盤檢

討 

條件發展區 

高速鐵路兩側限建地區 環境影響評估   

岸管制區、山地管制區、重要軍事

設施管制區之禁建、限建地區 
環境影響評估   

其他依法劃定應予限制開發或建築

之地區 
環境影響評估   

一般發展地區 依現行法令辦理重建   

建築

技術

規則 

坡度陡峭地區 
基地在坵塊圖上其平均坡度超過

30% 
禁止開發   

非坡度陡峭地

區 

基地在坵塊圖上其平均坡度低於

30% 
依現行法令辦理重建   

易致

災風

險評

估 

易致災高危害

度地區 

土石流災害高潛勢地區 禁止開發   

坡地災害高潛勢地區 禁止開發   

淹水災害高潛勢地區 禁止開發   

易致災中高危

害度地區 

土石流災害中高潛勢地區 禁止開發   

坡地災害中高潛勢地區 禁止開發   

淹水災害中高潛勢地區 禁止開發   

易致災中危害

度地區 

土石流災害中潛勢地區 
環境安全評估、技師認定安全

之文件 
  

坡地災害中潛勢地區 
環境安全評估、技師認定安全

之文件 
  

淹水災害中潛勢地區 
環境安全評估、技師認定安全

之文件 
  

易致災低危害

度地區 

土石流災害低潛勢地區 
環境安全評估、技師認定安全

之文件 
  

坡地災害低潛勢地區 
環境安全評估、技師認定安全

之文件 
  

淹水災害低潛勢地區 
環境安全評估、技師認定安全

之文件 
  

非易致災地區 依現行法令辦理重建   

現地

調查 

地勢 
低於海平面或較鄰近地勢低 排水計畫   

高程變化大 整地計畫   

地質 

岩體組構為塊狀結構、塊狀裂縫結

構、薄狀結構、層狀結構、碎裂結

構   

環境安全評估、環境地質調查

報告、基地地質調查報告、技

師認定安全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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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規範項目 規範內容 
規劃單位
因應說明

頁次 

現地

調查 

地質 
風化情形為中度風化、高度風化、

殘餘土 

環境安全評估、環境地質調查

報告、基地地質調查報告、技

師認定安全之文件 

  

邊坡 

滲水、湧水、坡面侵蝕 
水土保持計畫、邊坡穩定分

析、技師認定安全之文件 
  

陡峭（大於 30 度） 
水土保持計畫、邊坡穩定分

析、技師認定安全之文件 
  

崩塌、滑動 
水土保持計畫、邊坡穩定分

析、技師認定安全之文件 
  

植被覆蓋率低於 50％、植被為淺根

植物 
水土保持計畫   

順向坡 
水土保持計畫、邊坡穩定分

析、技師認定安全之文件 
  

側向坡、逆向坡 
水土保持計畫、邊坡穩定分

析、技師認定安全之文件 
  

邊坡防護 

蛇籠、箱籠、擋土牆等各式護坡、

擋土設施，具龜裂、變形、損壞、

移動、傾倒或沉陷情形 

邊坡穩定分析、技師認定安全

之文件 
  

水文 

海岸侵蝕、河岸侵蝕、向源侵蝕、

侵蝕角 

環境安全評估、水土保持計

畫、技師認定安全之文件 
  

河道堆積物為岩塊、碎岩塊 河道堆積物之安全性評估   

蝕溝 水土保持計畫   

土地

權屬 

公有地 依現行法令辦理重建   

公營事業用地 依現行法令辦理重建   

私有地 財務評估   

發展

潛力 

與原集居地之

距離 

小於 1.5 公里 依現行法令辦理重建   

介於 1.5 ~ 5 公里 
基地及周邊產業調查、產業發

展潛力分析 
  

大於 5 公里 
基地及周邊產業調查、產業發

展潛力分析 
  

與公共設施之

距離 

小於 1.5 公里 依現行法令辦理重建   

介於 1.5 ~ 5 公里 
公共設施資源調查、分期分區

計畫、財務評估 
  

大於 5 公里 
公共設施資源調查、分期分區

計畫、財務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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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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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先將本計畫 1~3 期之間的成果關係進行說明，再就本期結論依據

工作項目逐一條列，並說明本期的研究限制，對未來研究提出建言。 

第一節 本計畫三期總論 

一、第一期成果 

第一期計畫的重點為，整理歷年及現有潛勢之災害研究調查結果，作為易致災地區

災害管理的基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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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易致災地區劃設之目的與特性，建立易致災地區的風險分析與安全建地劃設

的架構。本計畫第一期建立易致災害風險評估程序為 3 個階段：災害危害度分析、脆弱

度分析及風險分析，並制定建立易致災地區劃設之操作機制與準則。 

第一期針對資料來源進行評估、蒐集以建立實證資料庫，彙集歷年及現有潛勢災害

研究調查結果，導入動態之誘發因子（包含地震因子與降雨因子），將全國重大災害中

土石流、坡地災害、易淹水地區，利用地理資訊系統，依劃設準則將資料結合，予以重

新分類整合，套疊圖資，建立易致災地區圖資料庫，繪製台灣地區之易致災地區「危害

地圖」(Hazard Map)，將不同情況模擬成果以 Minitab 統計軟體檢示其資料分佈情形，

以資料分佈集中所形成之峰態，輔以歷史重大災例資料檢示不同模擬成果對於實際災例

的解釋度，評選出較佳解釋力之危害地圖。 

危害地圖據以結合人口數與國土利用現況調查資料進行脆弱度分析，繪製易致災地

區其風險分區圖(Risk Map)。針對易致災地區屬中高風險等級以上之地區，本於「就近

安置」或「離家不離村」原則，以探討「可用土地」(Affordable Land)的概念為出發點，

在土地開發利用接近飽和的現況限制下，依據「安全建地」之準則，分別於土石流及坡

地災害等 2 種易致災區類型，挑選 1 處中高風險地區進行模擬其周邊安全建地。 

本計畫第一期以南投縣易致災地區為研究範圍，將中高風險地區裡－信義鄉地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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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仁愛鄉蘆山部落之蘆山溫泉區 2 處為例，針對其受災型態、位置、範圍、以及災損

情形，包含人口、建物等規模進行調查與簡易評估。透過實地調查與訪談的方式，依據

「安全建地」之準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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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模擬 2 處示範地區，旨在模擬安全建地的劃設準則與流程是否合理與可行，茲提供

相關單位在評估防災、救災、減災等不同面向，以及政府對於易致災地區可操作的方案 

二、第二期成果 

第二期承續第一期之風險分析架構雛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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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法定行政單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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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第二期易致災地區之安全建地劃設流程與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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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風險村里係由 小行政空間單元村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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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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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和圖 7-3）。 

圖 7-2 高風險聚落分佈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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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3 高風險聚落分佈圖(二) 

針對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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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安置替

選地(即安全建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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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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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4 安全建地劃設點位分佈圖（以小林村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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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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第二

期即導入田野調查作業程序酌以修正資料產生之不確定性，並進行現況資料蒐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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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第三期成果 

第三期主旨為根據第二期發展的高風險村里分析架構，針對遷村重建課題，建立一

個可落實於地方行政體系的「虛擬土地儲備制度」，本期的危害度地圖、風險地圖及高

風險村里指認其資料與架構是以第二期的研究成果為基礎。由於第一、二期的研究成果

是全國性尺度之劃設，因此在地區尺度上的易致災地區與安全建地的圖層資料、圖資內

容、比例尺需重新討論是否有更適當的尺度，圖資內容及評估指標應更具專業性，並更

詳細以明確表達出該地目前狀況，故針對第二期的安置替選地劃設機制與田野調查作業

程序進行檢討與修正。為兼顧制度的可行性及實用性，在研究架構中蒐集現行中央及地

方主管機關承辦人員、專家學者及居民代表等各方意見，利用教育訓練進行相關技術討

論，以降低未來實施制度時所產生的問題。 

風險分析及高風險村里指認方面，第三期承續第二期之風險分析架構，但資料來源

進行更新，如土石流由原來的 1503 條更新為 1552 條，坡地災害補齊宜蘭縣、花蓮縣

及台東縣三縣市資料，而水患問題應以整體流域方向思考，來源資料改為水利署啟動的

以整體流域為主體的淹水潛勢圖更新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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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考量極端氣候帶來的暴雨現象，故增加誘發因子中

雨量迴歸期的年份，本期有 25 年、50 年、100 年及 200 年四種迴歸期，以增加分析

的準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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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在安置替選地劃設階段捨棄第二期為高風險村里篩選出 3-5 處土地區位方

案，而是將法令規定不得開發的土地排除以後，將可開發為作住宅的所有土地皆以土地

適宜地分析，產生所有可用土地評估指標，當災害發生後需進行遷村重建事宜時，再由

地方政府根據土地評估指標、依災後當時狀況、與災民協調進行決策。 

安置替選地調查作業部分，由於第二期尚未擬定安置替選地田野調查項目，第三期

的田野調查部分列出現地分析類別分為地質狀況與自然環境，地質狀況分為岩性種類、

岩體結構、膠結狀態與風化程度，自然環境又分為水文、邊坡、邊坡防護、河道防護與

蓄水排水系統。統整表格記錄成果與照片、地質圖，製作野外地質調查圖。 

後為將前述成果落實到安置替選地開發設計階段，第三期引進綜理表概念，將安

置替選地劃設成果與安置替選地調查作業成果整合，以設計規範表及設計規範圖描述安

置替選地若進行開發需要注意的事項。綜合本計畫第一期至第三期成果，第一期為風險

評估架構與安置替選地劃設雛形，並以信義鄉地利部落、仁愛鄉蘆山部落之蘆山溫泉區

為示範區，第二期將風險評估架構擴展為以台灣為範圍的土石流、坡地災害、易淹水三

種災害風險評估，並指認高風險村里，針對 100 處高風險村里進行安置替選地劃設。第

三期以可落實於地方行政體系的「虛擬土地儲備制度」為主。其關係如下圖，綠色為第

一期、藍色為第二期、黃色為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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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5 本計畫第一期至第三期成果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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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本期結論 

一、 重建案例分析與研究 

本案分析 921 震災重建案例與莫拉克風災重建案例，並研究其重建體制與課

題， 後歸納出遷村重建需要考慮的六大面向議題：法令、區位安全性、財務、社

會文化結構、經濟產業活動、災民意識與意願。 

在災後住宅重建的四個階段：安置調查評估、重建前協調、重建與配住、永續

經營中，重建會及縣市政府特別注重安置地的安全性及法令，在這二個面向進行慎

密評估。但對於財務評估部分，若安置地隸屬都市計畫土地，財務評估只需考量土

地取得成本、地上物拆遷及建築費用；若安置地屬於非都土地，常會忽略交通設施、

維生系統等基盤設施成本。而影響災民意識與意願 重要的二個因素—社會文化結

構與經濟產業活動，目前尚無評估標準及良好配套措施，因而造成遷村重建效果不

彰。其中在重建與配住階段中的遷居安置地規劃設計報告書可針對社會文化結構、

經濟產業活動、區位安全性多加考量與著墨，並落實到 後的建築開發，可惜目前

此階段未完整考量遷村六大面向因素。 

二、 易致災地區「虛擬土地儲備」機制規劃 

本案依現行災後住宅重建程序分成三個階段，讓縣市政府可在平時依此三階段

進行備災動作，準備資料。此三階段構想(如圖 7-6 所示)如下： 

圖 7-6 虛擬土地儲備制度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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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利有即有資料快速評估土地狀況： 

本階段主要工作項目有二：一是指認出容易發生災害，可能造成遷村的高

風險村里。二針對此高風險村里依「就近安置」或「離災不離村、離村不離鄉」

之原則，劃設出適合為作安置替選地的土地。 

2、 確認引用資料的正確性： 

本階段主要工作項目：利用田野調查方式確認安置替選地的安全性評估，

同時確認既有資料的正確性，也取得第一手資料。 

3、 落實於規劃設計： 

本階段主要工作項目：利用綜理表的概念，將第一階段中所考量的法令與

第二階段田野調查成果整理比對，以表格及書圖方式呈現，成為針對該安置替

選地的設計規範。 

「虛擬土地儲備制度」在流程上分為四個部分(如圖 7-7 所示)：區位選擇、地

區尺度的區位評估、安置替選地的安全性評估、安置替選地設計規範，每一個部分

都以協助災害發生時災後重建家園時的土地問題為主要目的(如圖 7-8 所示)。 

一旦啟動災後重建程序，若災源地為已指認的高風險村里，縣市政府可立即掌

握針對該村里合適的安置替選地清單，且此清單已排除法令規定不適合發展地區，

故沒有抵觸法令之疑慮。此清單顯示出該地的土地適宜性指標，例如與原聚落的可

及性、產業可及性等，可做為縣市政府決策或與災民談判時的依據。 

災後縣市政府會同居民代表、專家學者、專業技師、規劃公司等進行現勘時，

專業技師雖有豐富專業知識，但由於專業技師對該地未必充分瞭解，易造成判斷誤

差。若能藉由平時的田野調查結果，提供災前該地地質描述與土地利用狀況，並和

災後狀況進行比對，提供專家學者與專業技師決策時的參考依據。 

由於規劃公司、縣市政府承辦、審查委員對於安置地未必瞭若指掌，因此針對

該安置地的設計規範，可提供規劃公司撰寫報告書內容及方向，承辦及審查委員可

依據設計規範審查報告書內容，避免因對安置替選地不熟悉，造成後續與災民協調

或永續經營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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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7 虛擬土地儲備制度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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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8 災後重建家園程序與虛擬土地儲備制度對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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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替選地設計規範

一、分析安置替選地調查結果
二、擬訂安置替選地規範規劃
三、製作設計規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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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置地區尺度的易致災風險評估與安全建地之評估指標體系 

1、 易致災地區風險評估 

本計畫承續第二期之風險分析架構，更新三種災害危害度分佈圖及風險地

地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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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法定行政單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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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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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9 第三期易致災地區之安全建地劃設流程與準則 

2、 安全建地之評估指標 

針對高風險聚落，結合重建工作六大面向位：法令程序、區位安全性、財

務、社會文化結構、經濟產業活動、災民意識與意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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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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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管規則限制不得開發地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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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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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安全建地之評估指標。 

四、 更新第一、二期資料與圖資 

由於第二期在危害度地圖的劃設中，只考慮到雨量 25 年期的迴歸期，本期在

劃設危害度地圖中，重新計算 25 年、50 年、100 年及 200 年四種迴歸期，重新

劃設危害度地圖及指認高風險村里。 

高風險村里的演算法是由各縣市相同雨量重現期距先算出其風險值，再將風險

值級距化，進而選出高風險村里。關於各地方重現期距比較的問題，由於重現期距

是根據雨量站資料而推算的，因此假設 a 地的 25 年重現期雨量比 b 地 25 年重現

期雨量大，但是有可能 a 地 200 年重現期雨量比 b 地 200 年重現期雨量小。另外，

由於算出各地的風險值後，再進行級距化，因此所謂高風險村里是指在同樣的雨量

情境中，相對於同時期的其他村里而言，是相對性，而非絕對性。因此才會產生某

些村里 25 年期為高風險村里，200 年期卻降為中風險村里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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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0 土石流村里風險分佈圖_25 年重現期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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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1 土石流村里風險分佈圖_50 年重現期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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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12 土石流村里風險分佈圖_100 年重現期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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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3 土石流村里風險分佈圖_200 年重現期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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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4 坡地災害風險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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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15 易淹水風險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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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地區尺度之易致災地區周邊安全建地劃設作業規範 

由於即有資料的不確定性，因此利用田野調查方式來確認資料的正確性，其工

作項目如下： 

1、 地方居民訪談 

透過訪談政府機關、當地鄉、里、村長或居民了解當地概況，包含人文歷

史、災歷等。由於進行現地調查時，無法得知災源地之前發生災害的實況，經

由訪談過程，能得知災害發生的動態情況，例如水的流向、崩塌方向及順序、

特殊地質情況、社會文化結構、當地經濟產業活動、災民意願等，收集關於遷

村六大面向的第一手資料。 

2、 災害型態調查 

除了經由訪談可搜集到災害的動態發展，災源地通常會遺留下災害發生過

的微跡證，例如：河道有特殊形狀的石塊或漂流木、坡地沒有植被。 

3、 脆弱度現況調查 

脆弱度調查即為調查災源地或安置替選地附近土地利用現況，及公共設

施、交通設施狀況 

4、 安置替選地現況調查 

重點在於安置替選地的安全性。現地分析項目分為自然環境與工程設施，

利用微跡證，例如柏油路面凸起或裂縫，判斷是否有災害發生的前兆。 

5、 安置替選地調查成果製作__野外地質調查 

將外業調查結果標示在圖面上，將資訊空間化。 

六、 易致災地區安全建地劃設作業機制的技術轉移及相關議題之研討 

本計畫於 2010 年 12 月發文給各縣市政府，邀請相關單位參加教育訓練及相

關議題研討，並於 2011 年 1 月完成台北、台中、台南三場教育訓練，每場次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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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訓練課程，提供縣市地方政府的承辦單位對「易致災地區安全建地」與「虛

擬土地儲備」的災害風險管理與治理的整體認知及規劃上的操作，並針對相關議題

進行研討。 

第三節 研究限制 

1. 極端氣候：氣候的研究主要有四個步驟，(1)時間夠長且夠穩定的觀測資料，(2)

以統計方法建立事件極端性判定準則，(3)探討極端事件的平均值、變異度、 極

端性是否隨時間有線性趨勢或週期性的變化，(4)分析氣候模式模擬以推估評鑑

未來氣候的發展。觀測資料不足是極端氣候研究的 大限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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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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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各類災害其關係目前少有研究，本計畫以單一災害風險模型

模擬，無法預估複合式災害。另外，災害的規模與範圍是無法預測的，以小林

村為例，幾公里外的獻肚山發生深層崩離，造成小林村滅村，而一般田野調查

時，無法預測到幾公里遠的災源。 

3. 地籍詳細資料無法取得：礙於尊重個人隱私，本計畫僅以國土利用調查中的土

地權屬資料來判別是否為公有或公營單位土地。 

第四節 建議 

關於未來方向及建議事項如下： 

一、 考慮極端氣端、其他影響因子、災害類型及其關連 

由於目前極端氣候衝擊模式尚在發展中，本計畫在誘發因子的考量目前已將25

年至200年雨量迴歸期納入模組演算中，以代替極端氣候因子。未來可考慮將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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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納入模組。在劃設危害度地圖所考慮的潛勢因子以是水利署、水保局和地調所

所公布的災害潛勢圖為主，在易淹水災害未考慮地層下陷或海平面上升等問題，且

計算危害度時是以單一災害計算，未考慮複合式災害的計算模式，但災害發生時為

一系統動態，各種災害伴隨而生，應研究各種災害的關連性。台灣地處板塊交界處，

常發生地震災害，未來可考慮將地震或其他災害納入研究議題中。 

二、 以一縣市政府為示範範圍，進行試操作，並整合防災、救災體系 

本案在案例操作是以單一高風險村里為示範範圍，案例為桃園縣龍壽村、南投

縣新山村、高雄縣小林村、屏東縣瑪家村及台東縣大竹村。此5個高風險村里分佈

在不同縣市，並未考量以單一縣市政府的整體政策。另外，關於地區尺度的圖資，

本計畫因經費考量，無法進行地質鑽探取得地區尺度的地質，因此採用地調所公佈

的圖資，部分縣市政府有更詳細的地籍資料或地區尺度的地質、地形圖等，建議地

方政府應採用更精細的圖資以發揮虛擬土地儲備制度的土地評估效能。 

三、 建立能全面提供災害相關資料的支援決策系統 

由於本案的虛擬土地儲備制度是以土地評估制度為本質，在平時對可以做為災

後重建的土地進行相關資料收集如地質、地形、現況等及評估其開發潛力，一旦災

害發生，可以提供所需土地的資料及評估指標。未來可針對此支援決策系統的架

構、相關圖資、與其他系統連結及呈現方式進行相關研究及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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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現地攝影調查記錄表格 

現地攝影調查記錄表格  

調查員:  調查地點:  製表日期： 

ID 
照片 

編號 
拍攝方向 

坐標 

位置 
現勘說明 備註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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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聚落現況調查攝影記錄表 

聚落現況調查攝影記錄表 

調查員：  調查地點：  製表日期： 

路名 路段 ID 拍攝段編號 坐標位置 拍攝里程(km)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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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地區訪談記錄表 

地區訪談紀錄表 

訪談單位： 訪談日期： 

 

地點： 

 

訪談員： 受訪者或受訪單位： 

 

 Q & A 

 

備註事項或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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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現地評估調查表 

建地區域  現勘日期  天氣  

會勘單位   
安置建地中心坐標位置 

N:_______________ 
E:____________     勘查人員  

 

地

質

現

況

調

查 

岩性種類 
沉積岩   

□砂岩 □頁岩 □泥岩 □礫岩 □粉砂岩 □石灰岩 □其他____________ 

 

變質岩  

□石英岩 □大理岩 □砂岩□片岩 □板岩 □花崗片麻岩□其他____________ 

 

火成岩  

□橄欖岩 □花崗岩 □玄武岩 □安山岩 □火山玻璃 □凝灰岩 □其他_______ 

 

堆積物 

□礫石層 □砂層 □泥/黏土層 □泥炭層 □火山灰 □其他____________ 

 

(1) N：______________  E：_______________ 

(2) N：______________  E：_______________ 

(3) N：______________  E：_______________ 

岩體組構 

□整體結構 □塊狀結構 □塊狀裂隙結構 □薄狀結構 □層狀結構 □碎裂結構 

 

(1) N：______________  E：_______________ 

(2) N：______________  E：_______________ 

(3) N：______________  E：_______________ 
膠結狀態與風化程度 

□良□不佳 (膠結狀態) 

□ 新鮮□輕度風化 □中度風化 □高度風化 □殘餘土 (風化程度) 

 

 

(1) N：______________  E：_______________ 

(2) N：______________  E：_______________ 

(3) N：______________  E：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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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質構造與現況說明 
□斷層□皺褶 (地質構造) 

 

□順向坡 □逆向坡 □側向坡 ；傾角：________；說明：___________        _

 

□ 河階台地□沖積層或崩積層 □山坡地 □平地□其他____________ 

 

說明： 

 

 

 

自

 

然

 

環

 

境

 

現

 

況                                                 

水文 

□河道侵蝕區□向源侵蝕□沖擊角； 說明：___________        _ 

 

主要堆積物分布 

□岩塊(>2 m) □碎岩塊(>15cm~2m) □礫石 (15cm~0.5 cm) □砂石 (<0.5 cm) 

 

地表水匯集  

□有 □無；說明：___________        _ 

 

地下水狀況 

□乾 □溼□湧泉 □滴水□坡面侵蝕；說明：___________        _ 

 

(1) N：______________  E：_______________ 

 

(2) N：______________  E：_______________ 

 

(3) N：______________  E：_______________ 

 

(4) N：______________  E：_______________ 

 

(5) N：______________  E：_______________ 

 

(6) N：______________  E：_______________ 

(1) N：______________  E：_______________ 
(2) N：______________  E：_______________ 
(3) N：______________  E：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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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坡 

坡度(S) 

□S <= 30° □30°< S < 45° □45°< S < 70° □S > 70° 

 

坡面植被 

□裸露地 □草地 □農墾地(檳榔、果樹、茶) □雜林 □其他____________； 

 

滑動區位 

□坡頂 □坡腹 □坡趾 □全坡面 

 

斜坡方向 

□東 □東南 □南 □西南 □西 □西北 □北 □東北 

 

活動性 

□新崩坍地 □舊崩坍地 ；說明：___________        _ 

 

斜坡形狀 

□凸嘴形 □直嘴形 □凹嘴形 ；說明：___________        _ 

 

崖錐堆積 

□有 □無 ； 

 

崖錐堆積植被 

□裸露 □植被稀疏 □植被茂密 □完全覆蓋 

說明：___________        _ 

 

(1) N：______________  E：_______________ 

 

(2) N：______________  E：_______________ 

 

(3) N：______________  E：_______________ 

 

(4) N：______________  E：_______________ 

 

(5) N：______________  E：_______________ 

 

(6) N：______________  E：_______________ 

 

 

自 

 

然 

 

環 

 

境 

 

現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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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事項 
說明部分須備載 (1)現地或設施的狀態，如興建中或損壞情形。(2)攝影拍照編號。(3)

對應坐標填寫編號於 □ 中。 

  

現

地

工

程

設

施 

邊坡防護 
□蛇龍 □箱籠；N：____________ E：____________；說明：____________ 

 

□擋土牆 ；N：____________ E：____________；說明：____________ 

 

□水平排水孔；N：____________ E：____________；說明：____________ 

 

周遭排水 (  N：____________ E：____________  ) 

□周邊排水溝渠 □路面縱向排水；說明：___________        _ 

 

道路路面現況 ( N：____________ E：____________ ) 

□坍方 □斷裂毀損 □路基流失 □護欄毀損 □路面隆起；說明：____________ 

 

河道防護及蓄水排水系統 
□堤防；N：____________ E：____________；說明：___________        _  

 

□滯洪池；N：____________ E：____________；說明：______    ______ 

 

□抽水站；N：____________ E：____________；說明：______    ______ 

 

□蓄水池；N：____________ E：____________；說明：______    ______ 

 

橋梁現況 ( N：____________ E：____________) 

□橋下空間淤埋 □橋涵阻塞 □橋墩(台)磨蝕 □基礎裸露 □結構毀損 □護欄毀

損，說明：_________        ___ 

 

河道工法  ( N：____________ E：____________ ) 

 

上游                   中游                   下游 

□固床工 □潛壩         □梳子壩 □攔沙壩      □疏濬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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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 

根據前面章節所發展出的虛擬土地儲備制度架構與流程，在本章節主要針對高雄縣

甲仙鄉小林村、屏東縣瑪家鄉北葉村、台東大武鄉大竹村進行案例探討，從案例討論中

示範操作虛擬土地儲備制度整體流程，討論的重點有五個階段分別為災源背景資料蒐集

與分析、安置替選地背景資料分析、現勘資料分析、設計規範與 後的建議等，以達到

驗證制度輸出是否滿足制度輸入的要求。 

第一節 背景資料 

一、 甲仙鄉區域概況 

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位於甲仙鄉甲仙東北 10 公里，西以阿里山山脈與台南縣南化

鄉為界，東與玉山山脈桃源鄉為鄰，北接三民鄉，南臨關山村。行政區域包括小林、五

里埔、南光（牛寮）、錦地（禁地）、埔尾，聚落多聚集於楠梓仙溪東岸山腳而甲仙鄉主

要聯絡道路為台 20 線與台 21 線。其中台 20 線為南部與東部地區主要往來的重要路段，

沿途必經甲仙鄉，使甲仙鄉成為一交通轉運中心。而台 21 線於鄉中心一代與南橫公路

相交，經該幹道可以通往旗山鎮、大樹鄉後進入高雄，為南橫公路通往高雄市區的主幹

道之一。 

甲仙鄉平均海拔約 252 公尺，全鄉地勢由東北向西南傾斜，在內英山分水嶺附近有

南北向十張犁向斜、甲仙脊斜、阿里山向斜等平行排列山脈。四周高山環繞，平地極少，

旗山溪貫穿甲仙鄉，在大田、四德、姜埔、阿里關、內芹蕉、五里埔等形成階地堆積層，

與旗山溪兩邊極少的沖積層成為甲仙鄉主要的耕地。 

二、 小林村地形、地質概況 

小林村聚落主要分布在旗山溪東岸低位河階地，部份房舍及農作等土地利用分布在

高灘地。東側山脈 高點位於大竹溪山，標高 1662 公尺，西側旗山溪右案山脈 高點

標高 1004 公尺。東西兩側全為高山所阻擋。小林村北端楠峰大橋呈隘口地形，旗山溪

自楠峰大橋以北河段，其流域地質為堅硬之糖恩山砂岩，岩岸聳立，呈現陡峭 V 型河谷。

自隘口以南，旗山溪進入抗蝕性低之鹽水坑頁岩，侵蝕谷地開闊，沉積物形成高灘地及

低位河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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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人文產業 

小林村全村面積達 38.33 平方公里，總計 933 人（98 年 10 月），社區居民多依賴本

地自然環境以觀光和第一級產業為主要產業經濟，所種植的經濟作物有芋頭、生薑、竹

筍、梅子、番石榴、香蕉與水蜜桃等。全村村民多屬於平埔族係西拉雅系下大滿雅族，

是少數以蓊平埔族後裔為多數聚居的村落。自百年來歷經鄭氏軍屯、清末開山撫番，大

規模遷移及日治時期抗日事件雖損失慘重，但也帶來多族群間互動，尤其之後漢人大量

遷入更為小林村聚落在結構和平埔文化上帶來莫大影響力。直至 1996 年政府對傳統文

化的整理與保存，才讓集體記憶得已被喚醒並繼續傳承。 

每年農曆 9 月 15 日小林夜祭是小林村一年一度的盛事。主祭儀式於晚間 7 時進行，

先焚香祭敗守護神阿立祖，祭祀祖靈後族人頭帶圓仔花環，在尪姨帶領下公廨前牽手唱

歌跳舞繞圈，踩著四步舞法以平埔語吟唱千曲，在聲聲相疊的熱鬧氣氛中同樂，直至天

明。 

四、 小林村水文 

小林村主要河川為旗山溪，乃高屏溪重要支流之一，發源自玉山西南麓與老濃溪幾

乎是隔分水嶺平行，在甲仙自杉林以下，河谷漸寬造成旗山附近的沖積環境下行至旗山

鎮南方與老濃溪交匯後，形成高屏溪主要流區。旗山溪全長 117 公里，流域面積為 802

平方公里。 

五、 小林村－災害歷史 

根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資料顯示小林村合計共 3 條土石潛勢溪流（高縣

DF005、高縣 006、高縣 007），在「莫拉克颱風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及那瑪夏鄉、桃源

鄉致災原因調查報告」中可以發現綜合歷年災害紀錄，自 2001 年至 2007 年間，經桃芝、

納莉、泰利、凱米、聖帕等颱風，台 21 線即因颱風、豪雨，發生落石、土石流而導致

交通中斷受阻。更在 2008 年 7 月 18 日，卡玫基颱風引發小林村第九號橋東側之土石流

潛勢溪流（高縣 DF007）發生土石流，造成山區多處崩塌，部分民宅被土石侵入，1 戶

民宅遭淹埋。 

其中，98 年中颱莫拉克直撲台灣，為小林村帶來嚴重災情，當時氣象局所預估屏東

地區雨量為 2500 毫米，相當於全年降雨量在三天內爆發。高屏溪流域和阿里山地區雨

量均超過歷年來降雨量，帶來洪水、土石流、崩塌等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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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土石流與崩塌發生的原因可分為地滑走山、淘空崩塌、V 型山谷、堰塞湖。莫

拉克為小林村所帶來的災害類型屬於 v 型山谷地形、大規模走山與堰塞湖。V 型山谷是

年輕的河谷地型，河道因為水量的不同而在 v 型山谷中進行不同程度的改道。堰塞湖是

土石流災害中的動態現象，常伴隨崩塌或土石流發生之後所導致的河道淤塞，造成臨時

性的堰塞湖。也因為如此，造成小林國小後方之獻肚山邊坡，因大量雨水雨先發生總面

積約 350 公頃(其中崩塌區 190 公頃，堆積區約 160 公頃)之大規模走山，走山的範圍長

達 3,123 公尺，約二座 101 大樓，崩塌土石先掩埋小林村北側聚落，連同旗山溪右岸邊

坡之崩塌土石，堵塞旗山溪河道形成堰塞湖，9 日當天上午發生潰決，將小林村淹沒，

造成 453 人傷亡，350 棟房屋損毀，主要道路毀損 3 公里，4 座橋樑毀損。 

第二節 小林村安置替選地挑選 

當小林村發生災害後，如何迅速安置災民，是一重要課題，為此在進行安置替選地

的選取上，先利用既有圖資針對小林村整體土地狀況進行評估排除不適發展地區或有條

件實行管制動作，以找出合宜土地。 

區位選擇上為達到「資源保育」及「國土保安」的原則，需注意法令可行性外，亦

得考量居民居住安全降低災害所帶來的風險，因此本計畫易致災風險評估易致災高危害

度地區、易致災中高危害度地區和坡度陡峭地區亦予以排除。 

考量法令可及性與居民居住安全後，在安置替選地選取上基於某些環境敏感地區對

土地的承載力有限的原則和保障居民生命財產安全，位於一般發展地區與易致災中危害

度地區、易致災低危害度地區，本計畫不建議開發，需有相關開發限制。以下，茲就小

林村安置替選地選取進行詳細說明： 

一、 須排除之地區 

進行小林村安置替選地的挑選上，所需扣除項目為既有發展區域即建成區，面積達

0.177 平方公里，主分佈於安置替選地東北方；及為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和居住安全性，

基地在坵塊圖上其平均坡度超過 30％者和依照本計畫易致災風險評估土石流災害高潛

勢地區，本計畫亦予以排除，占小林村面積達 2.449 平方公里，主分佈於安置替選地中

央偏北方；再者，考量法令之可行性在挑選安置替選地時需先排除區域計畫中之限制發

展地區及建築技術規則相關禁建地區，以保護國土復育原則，因此不允許作任何新的開

發，此區域面積高達 43.058 平方公里，占據小林村大部分地區。 後，所挑選出小林

村安置替選地的範圍將為圖中粉色區域，面積為 1.661 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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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安置替選地之限制條件 

所挑選出的安置替選地中，為降低居民承擔災害風險和環境保護之下，對於條件發

展地區與易致災中、低潛勢地區等負面因素，於本計畫中有條件限制該類土地開發。 

排除法令可行性、居民居住安全性所禁止開發地區後，小林村安置替選地中因山坡

地、優良農地、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之地區環境敏感對開發行為土地承載上有限，為避

免環境遭受開發行為的破壞和保護居民生命財產的原則下，建議不宜開發，開發者依據

本計畫設計規範需辦理環境影響評估與水土保持計畫，經審查合格後，始准開發。 

此外，小林村土石流災害中、低潛勢地區與坡地災害中、低潛勢地區所覆蓋之小林

村安置替選地，面積達 5.674 平方公里，基於居民生命財產安全性的考量，為降低未來

可能面臨二次災害所需承擔之風險，建議不宜開發，開發者依據本計畫設計規範需辦理

環境影響評估與相關專業技師簽證，經審查合格後，始准開發。 

 
圖 1-1 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安置替選地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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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安置替選地開發管制圖(一)  

 
圖 1-3 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開發管制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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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安置替選地可及性條件 

當災後需要進行易地重建時，離原聚落越遠之地方，將導致災民對於後續發展上產

生各種難題，災民需面臨重新塑造新的生活圈如新環境適應、生活機能、文化、產業經

濟、交通等問題。因此，本著就近選擇安置替選地之 高原則，對於空間範圍上評估採

用「離災不離村」、「離村不離鄉」的前提，進行區位選擇。 

如小林村安置替選地可及性所示，安置替選地與原聚落、公共設施距離小於 1.5 公

里者，能使災民迅速恢復舊有生活圈，在本計劃設計規範得以優先辦理重建；而安置替

選地與原聚落、公共設施距離介於 1.5 ~ 5 公里者或 5 公里以上者，須先調查基地及周

邊之產業型態，並分析基地之產業發展潛力，以提供災民日後可能發展的產業或就業方

案；此外建議新開發需調查基地周邊公共設施資源，評估是否需要增設相關公共設施，

需要增設者，需提出分期分區計畫及其財務評估。 

 
圖 1-4 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安置替選地可及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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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現勘資料分析 

為能更進一步確認安置替選地現況安全性與可利用性，小林村現地勘查重點將以各

大面向進行討論，分別如下： 

一、 區位 

面對居民由危險遷移至安全之地區，但是何處危險？何處安全？這些問題得回歸於

地形、地質、自然環境狀況、現地工程設施等基礎自然環境。因此，土地安全狀況是區

位討論的一大重點，藉由對小林村安置替選地附近災害型態的調查，可以掌握安置替選

地附近災害類型；再者針對安置替選地進行現地評估，可以確認安置替選地自然環境之

安全性，及周遭土地使用狀況。 

 安置替選地附近災源： 

藉由對災源地現地調查，可以了解到災害發生時整體動態過程，首要觀察的重點分

為：（1） 崩塌（Slump）現象，土壤岩屑岩石因重力及水作用而沿著斜坡向下移動或

崩落的塊體運動，由調查地層稜線、崩積體等，可以推論此處所發生的地質現象。（2）

其次所需調查重點為河川，河道彎曲者，外側流速較快的河岸沖刷力量大，河水伴隨侵

蝕力量，房舍易因地基掏空，而發生崩塌現象，相對曲流內側流速慢則形成沉積物沉積。

（3） 後調查重點是此處岩性種類、岩體結構、膠結狀況等。依據上述基本資料進行

安置替選地附近災源地區危險性評估進而了解安置替選地周圍地區危險性是否會影響

基地之安全。以下茲就小林村安置替選地附近災源進行現地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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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置替選地： 

 
圖 1-5 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野外地質調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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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法令 

台灣地形地貌特殊複雜，約三分之二土地屬於山坡地及高山林地，並不事宜做為開

發使用。因此考量居民居住安全性，依據本計畫設計規範，在小林村安置替選地區中，

位於自來水水質保護區、優良農地之安置替選地須辦理環境影響評估，而山坡地地區須

辦理環境影響評估與水土保持計畫。另外，易致災風險評估中位於土石流低潛勢地區、

坡地災害低潛勢地區之安置替選地，須辦理環境安全評估、技師認定安全之文件。透過

現地調查，得知小林村安置替選地其坡度大於 30 度，雖非順向坡，但仍須注意岩體崩

落狀況，需評估邊坡穩定及檢附水土保持計畫，並有相關專業技師簽證認為安全之文

件，經審查合格後，始准開發，開發宜保持距離。林村安置替選地中土地權屬上為公有

地及公營事業用地者，本計畫建議優先辦理重建；土地權屬為私有地者，其開發需檢附

土地取得之財務可行性評估，以衡量其開發可行性。 

三、 經濟產業 

小林村產業經濟主要以農業用地為主，居民多以觀光和傳統第一級產業為主要經濟

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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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安置體選地農業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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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設計規範 

 
圖 1-7 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安置替選地開發管制圖（一） 

圖 1-8 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安置替選地水圖保持
計畫規範圖 

圖 1-9 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安置替選地環境影響
評估規範圖

依據本計畫設計規範，小林村安置替選地之山坡地地區，建議不宜開發，新開發需檢附水土保持計畫及
環境影響評估，經審查合格後，始准開發。位於優良農地與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地區者，建議不宜開發，
新開發需辦理環境影響評估，經審查合格後，始准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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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0 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安置替選地開發管制圖（二） 

圖 1-11 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安置替選地環境安全
評估規範圖 

 
圖 1-12 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安置替選地技師認定

安全圖規範圖
依據本計畫設計規範，小林村安置替選地之土石流災害低潛勢地區、位於土石流災害中潛勢地區、坡地
災害低潛勢地區、坡地災害中潛勢地區，建議不宜開發，新開發需辦理環境安全評估，並有相關專業技
師簽證認為安全之文件，經審查合格後，始准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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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3 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安置替選地邊坡穩定
性分析規範圖 

 
圖 1-14 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安置替選地環境與基

地地質調查規範圖 

 
圖 1-15 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安置替選地河道堆積物安全評估規範圖 

依據本計畫設計規範針對安置替選地現地調查部分顯著跡象判讀，判定邊坡陡峭，其坡度大於 30 度，
新開發需評估邊坡穩定及檢附水土保持計畫，並有相關專業技師簽證認為安全之文件，經審查合格後，
始准開發，開發宜保持距離。 
安置替選地岩體組構為層狀結構，新開發需辦理環境安全評估及檢附詳細環境地質及基地地質調查報
告，並有相關專業技師簽證認為安全之文件，經審查合格後，始准開發，開發宜保持距離。河道堆積物
為岩塊等情形之一者，新開發需檢附河道堆積物之安全性評估，說明是否影響基地，經審查合格後，始
准開發，開發宜保持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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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小林村設計規範查核表 

規範作為 受規範項目 
規劃單位因

應說明 
頁次

禁止開發 

限制發展區註 1 

土石流潛勢溪流、嚴重崩塌或其他高

危險地區 
  

山坡地查定為加強保育地   

活動斷層兩側 100 公尺範圍內   

特定水土保持區   

河川區域、洪氾區一級管制區、洪水

平原一級管制區、區域排水設施範圍 
  

國家公園區內之特別景觀區、生態保

護區 
  

自然保留區   

野生動物保護區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自然保護區   

沿海自然保護區   

古蹟保存區   

遺址文化資產區   

國家公園內之史蹟保存區   

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

水口一定距離內之地區 
  

重要水庫集水區   

水庫蓄水範圍   

國有林地、保安林地、大專院校實驗

林地及林業試驗林地等森林地區及

區域計畫劃設之森林區 

  

溫泉露頭及其一定範圍   

其他依法劃定應予禁止開發或建築

之地區 
  

坡度陡峭地區註 2 
基 地 在 坵 塊 圖 上 其 平 均 坡 度 超 過

30% 
  

易致災高危害度地區註 3 土石流災害高潛勢地區   

環境安全評估、 

環境地質調查報告 

基地地質調查報告 

技師認定安全之文件 

地質註 4 
岩體組構為塊狀結構、塊狀裂縫結

構、薄狀結構、層狀結構、碎裂結構 
  

水土保持計畫、 

邊坡穩定分析、 

技師認定安全之文件 

地質註 4 

陡峭（大於 30 度）   

順向坡   

側向坡、逆向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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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小林村設計規範查核表 

規範作為 受規範項目 
規劃單位因

應說明 
頁次

環境安全評估、 

技師認定安全之文件 
易致災中危害度地區註 3 土石流災害中潛勢地區   

坡地災害中潛勢地區   

環境安全評估、 

技師認定安全之文件 
易致災低危害度地區註 3 土石流災害低潛勢地區   

坡地災害低潛勢地區   

河道堆積物之安全性

評估 
水文註 4 河道堆積物為岩塊、碎岩塊   

環境影響評估、 

水土保持計畫 
條件發展區註 1 山坡地   

環境影響評估 條件發展區註 1 
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區   

優良農地   

基地及周邊產業調查 

、產業發展潛力分析 
發展潛力 與原集居地之距離大於 1.5 公里   

公共設施資源調查 

分期分區計畫 

財務評估 

發展潛力 與公共設施之距離大於 1.5 公里   

財務評估 土地權屬 私有地   

依現行法令辦理

重建 

一般發展地區註 1 -   

非坡度陡峭地區註 2 
基 地 在 坵 塊 圖 上 其 平 均 坡 度 低 於

30% 
  

非易致災地區註 3 -   

土地權屬 
公有地   

公營事業用地   

發展潛力 
與原集居地之距離小於 1.5 公里   

與公共設施之距離小於 1.5 公里   

註 1：變更區域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 

註 2：建築技術規則 

註 3：易致災風險評估 

註 4：現地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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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屏東縣瑪家鄉北葉村 

根據前面章節所發展出的虛擬土地儲備制度架構與流程，在本章節主要針對高雄縣

甲仙鄉小林村、屏東縣瑪家鄉北葉村、台東大武鄉大竹村進行案例探討，從案例討論中

示範操作虛擬土地儲備制度整體流程，討論的重點有五個階段分別為災源背景資料蒐集

與分析、安置替選地背景資料分析、現勘資料分析、設計規範與 後的建議等，以達到

驗證制度輸出是否滿足制度輸入的要求。 

第一節 災源背景資料蒐集與分析 

一、 瑪家鄉區域概況 

屏東縣瑪家鄉位於屏東縣東北，西鄰內埔鄉、南接泰武鄉、北接三地門鄉、東鄰台

東縣金峰鄉，面積 78.0078 平方公里。屏東縣瑪家鄉境內有縣道與鄉道兩條公路系統可

以抵達，可藉由縣道 185 線通往內埔鄉和萬巒鄉，此縣是屏東縣 主要聯外道路，屏 35

號為鄉內鄉道，因此亦可藉由屏 35 與瑪家鄉互相溝通。瑪家村位於屏 35 線 10k 處，東

與排灣村，西與北葉村，北隔隘寮南溪與霧台鄉好茶村，南與佳義村連接。 

二、 水文 

此區域主要河川為隘寮與東港溪溪河系，隘寮溪上游位於山區各支流短促下切作用

非常旺盛，河谷多形成峽谷地形。隘寮溪至里港鄉與老濃溪合併為二重溪，再沿著高雄

與屏東縣界與楠梓仙溪合併為高屏溪並繼續往南由高雄縣林園鄉出海。隘寮溪位於三地

門鄉與瑪家鄉界，在瑪家村、山地村、達來村交界處分為隘寮南溪與隘寮北溪。除了排

灣村一帶之河流注入隘寮南溪外，瑪家鄉境內河川多為東港溪水系，主要河川為牛角灣

溪與萬安溪牛角灣溪，牛角灣溪位於北葉與涼山村之交界，沿瑪家鄉、內埔鄉邊界往南

流入冬港溪，萬安溪自佳義村往南至泰武鄉邊界流入冬港溪上游。 

三、 地形、地質概況 

瑪家村座落於中新世時期-新第三紀的地質區，為輕度變質之地層-廬山層。位於隘

寮南溪南側支流之蝕谷地形。本地區以單斜地形為主，本村恰座落於單斜側所構成之順

向坡上部。村內主要地層為中央脊樑山脈帶的廬山層為主，主要由黑色到深灰色的硬頁

岩、板岩與千枚岩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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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人文產業 

瑪家村產業活動以一級產業為主，有農業、畜牧業，主農作物為小米、玉米、甘藷 

五、 災害歷史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資料所示，於瑪家村境內有一條土石流潛勢溪流

（屏縣ＤＦ０１９）。綜合歷年災害，９６年０８０９豪雨瑪家村發生土石流崩塌災害

類型，９８年莫拉克颱風瑪家村發生土石流、崩塌、地滑災害，於屏３５縣道約１１Ｋ

處發生大規模地層滑動災害，瑪家村１～２鄰聯外道路因邊坡坡面沖蝕嚴重導致洪水宣

洩，土石及樹枝等雜物阻塞排水，水流慢溢阻斷了部分聯外道路，莫拉克颱風為瑪家村

造成２棟房屋受損。 

第二節 瑪家村安置替選地挑選 

當瑪家村發生災害後，對於災後重建首要考量是如何選擇一安全區位，為此在進行

安置替選地的選取上，先利用既有圖資針對瑪家村整體土地狀況進行評估，首要排除安

全有疑慮之地區，以避開災害潛勢範圍免於二次災害，因此第一項準則為排除不適發展

地區或有條件實行管制動作，以找出合宜土地。 

區位選擇上避開土石流、坡地災害、淹水等天然災害潛勢地區，以確保居民居住安

全降低災害所帶來的風險，因此排除易致災風險評估易致災高危害度地區、易致災中高

危害度地區和坡度陡峭地區。另外，為尊重「資源保育」及「國土保安」的原則，因此

本計畫亦排除限制發展地區、禁限建地區。 

考量法令可及性與居民居住安全後，在安置替選地選取上基於某些環境敏感地區對

土地的承載力有限的原則和保障居民生命財產安全，位於一般發展地區與易致災中危害

度地區、易致災低危害度地區，本計畫不建議開發，需有相關開發限制。以下，茲就瑪

家村安置替選地選取進行詳細說明： 

一、 需排除地區 

面對於挑選安置替選地的一基本需求，何處安全、何處危險、遷移後又如何維持永

續的安全這些必須回歸到自然環境自身條件。為此，秉持「危地不居」之概念發現瑪家

村不適合進行安置地挑選，進而以「離村不離鄉」之原則進行區位選擇加上屏東縣屏北

地區受災社區之安置重建位於北葉村瑪家農場，基於當時推動安置重建的迫切性以「莫

拉克排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實施辦理，在挑選安置替選地時未能作較周全性的評估，

為更完整的評估因此本進劃將以北葉村為安置替選地挑選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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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北葉村安置替選地的挑選上，所需扣除項目為既有發展區域即建成區域，面積

達 0.19 平方公里，主分佈於安置替選地西北方；及為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和居住安全性，

基地在坵塊圖上其平均坡度超過 30％者和依照本計畫易致災風險評估土石流災害中高

潛勢地區，本計畫亦予以排除，占瑪家村面積達平方公里 5.73 平方公里；再者，考量

法令之可行性在挑選安置替選地時需先排除區域計畫中之限制發展地區及建築技術規

則相關禁建地區，以保護國土復育原則，因此不允許作任何新的開發，此區域面積高達

8.852 平方公里，占據北葉村村大部分地區。 後，所挑選出北葉村安置替選地的範圍

將為圖中格子區域，面積僅為 0.017 平方公里。 

二、 安置替選地之限制條件 

所挑選出的安置替選地中，為降低居民承擔災害風險和環境保護之下，對於條件發

展地區與易致災中、低潛勢地區等負面因素，於本計畫中有條件限制該類土地開發。排

除法令可行性、居民居住安全性所禁止開發地區後，瑪家村安置替選地中因山坡地、優

良農地、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山地管制區、礦業保留區等地區為不讓開發行為破壞自

然環境和保護居民生命財產的原則下但因所挑選出的安置替選地面積僅 0.017 平方公

里，因此納入瑪家農場作為本計畫安置替選地。 

 
圖 2-1 屏東縣北葉村安置替選地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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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屏東縣瑪家鄉北葉村安置替選地開發管制圖(一)  

 
圖 2-3 屏東縣瑪家鄉北葉村開發管制圖（一）--瑪家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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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安置替選地可及性條件 

在進行北葉村安置替選地可及性分析時，發現安置替選地僅面積 0.017 平方公里，

無法達到分析可及性的效果，因此本計畫以現有安置重建地區之瑪家農場，進行與與原

居地環域之可及性分析。 

 
圖 2-4 屏東縣北葉村安置替選地可及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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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現勘資料分析 

為能更進一步確認安置替選地現況安全性與可利用性，北葉村現地勘查重點將以各

大面向進行討論，分別如下： 

一、 區位 

無論土石流災害、坡地災害、或是易淹水之災害，都具備高度地區特性受到地形、

地質、自然環境狀況、現地工程設施、邊坡等諸多條件相互影響，其致災過程往往是複

雜且多樣，因此透過對現地調查所取得的及時資料就顯得相當重要。 

在此分為兩大部分來探討現地調查狀況，一為北葉村安置替選地附近災害型態的調

查，藉此可以掌握安置替選地附近災害類型再者針對安置替選地進行現地評估，可以確

認安置替選地自然環境之安全性，及周遭土地使用狀況。 

 安置替選地附近災源： 

藉由對災源地現地調查，可以了解到災害發生時整體動態過程，首要觀察的重點分

為：（1） 崩塌（Slump）現象，土壤岩屑岩石因重力及水作用而沿著斜坡向下移動或

崩落的塊體運動，由調查地層稜線、崩積體等，可以推論此處所發生的地質現象。（2）

其次所需調查重點為河川，河道彎曲者，外側流速較快的河岸沖刷力量大，河水伴隨侵

蝕力量，房舍易因地基掏空，而發生崩塌現象，相對曲流內側流速慢則形成沉積物沉積。

（3） 後調查重點是此處岩性種類、岩體結構、膠結狀況等。依據上述基本資料進行

安置替選地附近災源地區危險性評估進而了解安置替選地周圍地區危險性是否會影響

基地之安全。以下茲就北葉村安置替選地附近災源進行現地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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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置替選地： 

對於本計畫所挑選出的北葉村安置替選地，面積僅 0.017 平方公里且緊鄰山坡地，

本計畫考量居住安全性不建議開發，因此本計畫現地調查以北葉村瑪家農場做為安置替

選地現地調查之地點。 

 
圖 2-5 屏東縣瑪家鄉北葉村野外地質調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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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設計規範 

依據本計畫設計規範中，屏東縣瑪家農場屬於限制發展地區與坡地大於百分之３０

地區，考量「國土保育」及居住安全性，建議禁止開發。但在瑪家鄉案例中，係依據民

國９８年８月２８日發布實施之「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條例」、「莫拉克颱風災民安置用

地變更及開發辦法」、「莫拉克災民安置用地申請變更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或使用地書圖

文件須知」、「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之相關規定

辦理，以台糖公司瑪家農場做為屏東縣屏北地區受災社區之安置重建地，在本計畫案例

中視為特例。 

考量瑪家農場地形地勢條件及全區屬於山坡地保育區，因此須謹慎處理整地原則並

配合整體建築基地配置與土地使用計畫，以做適宜之土地開發，因此根據瑪家農場開發

計畫書圖報告資料顯示，法令依據土地使用分區與各編定用地之允許使用項目進行規劃

將全區依相關法令變更為鄉村區，用地別則區分為以種建築用地、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遊憩用地、交通用地、水利用地等土地使用編定，其編訂細項如下： 

表 2-1 安置地設計規範表 

瑪家農場土地使用內容 

 

瑪家農場土地變更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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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台東縣大武鄉尚武村 

根據前面章節所發展出的虛擬土地儲備制度架構與流程，在本章節主要針對高雄縣

甲仙鄉小林村、屏東縣瑪家鄉北葉村、台東大武鄉大竹村進行案例探討，從案例討論中

示範操作虛擬土地儲備制度整體流程，討論的重點有五個階段分別為災源背景資料蒐集

與分析、安置替選地背景資料分析、現勘資料分析、設計規範與 後的建議等，以達到

驗證制度輸出是否滿足制度輸入的要求。 

第一節 災源背景資料蒐集與分析 

一、 區域概況說明 

台東縣大武鄉位於台東縣南端，東濱太平洋，西南與達仁鄉闢鄰，北街太麻里鄉，

背倚中央山脈，面對太平洋，山多平原少，土地貧瘠，全鄉面積有 69.1 平方公里，擁

有大竹、大鳥、大武、尚武、南興等五村。大竹村位於大武鄉北端，北與太麻里鄉多良

村相望，南與大鳥村相鄰，東側緊臨太平洋，西接達仁鄉土坂村。台東縣主要聯外道路

為聯通南北走向的兩條走道，包括貫穿花東縱谷區之省道台 9 縣花東縱谷公路與南迴公

路。大武鄉是南迴公路中途必經要站，是台東門面的重要角色，交通系統以台九線南迴

公路為主要對外幹道，北往台東，南通屏東、高雄。而大竹村道路系統，聚落內有一連

絡道路，主要聯外道路為台 9 縣，往北通過太麻里鄉通往台東、花蓮及宜蘭地區，往南

可連絡屏東地區。 

二、 地質、地形、水文概況 

大武鄉山丘多平地少，重要山脈有大武山，其標高為 3100 公尺，土地貧瘠，屬於

南北狹長之地形。地勢除鄰海村落為由西向東向延伸到海邊之小盆地外，其餘皆為丘陵

山地。地質土壤多為棕紅色酸性土，僅少部分為沖積土壤因此農耕受到限制，主要分為

兩種地質一為硬頁岩、板岩、千枚岩、夾砂岩地質；另一為土、砂、礫石地質。全鄉境

內有大武溪、朝庸溪、大鳥溪及加津林溪，但雨旱季水量相差大，故一般民生用水及灌

溉用水皆取自地下水使用。 

三、 人文產業 

大竹村為依傳統排灣族部落，全村由六個分散的部落所組成，分別為大竹溪南岸愛

國埔（上部落）、工作地（下部落），台９縣上大竹、富山、、富男部落，以及人口 多

的加津林部落。因本村大部份的居民是由排灣族組成，每逢七、八月份豐年祭，，次本

村重要且富有傳承意義的祭典。現有人口數９００多人，釋迦是本村 重要的經濟作

物，居民大多以觀光和一級產業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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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歷史災害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資料所示，於瑪家村境內有一條土石流潛勢溪流

（屏縣ＤＦ０１９）。綜合歷年災害，９８年莫拉克颱風瑪家村發生洪水、地滑災害，

土石流潛勢溪流（東縣 DF092）發生土石石流災害，土石侵入多處民宅，造成房屋受損

15 棟，道路損毀 100 公尺。99 年萊羅克颱風，讓愛國埔部落後方山壁發生崩塌，造成

部落內民宅與道路遭受崩塌土石崩塌，深度約 70 公分，造成 6 棟房屋受損。 

第二節 大竹村安置替選地挑選 

當大竹村發生災害後，如何迅速安置災民且找出適合安置替選地，是一重要課題，

為此在進行安置替選地的選取上，先利用既有圖資資料針對大竹村整體土地狀況進行評

估以就近安置為 大原則下，秉持「離災不離村」、「離村不離鄉」的前提，進行區位選

擇，首要排除不適發展地區，並對某些地區有條件實行管制動作，以找出合宜土地。 

一、 需排除地區 

礙於莫拉克災後重建，所選取的永久居住地（大武國小），無法提供原受災戶足夠

戶數，導致 3 戶原受災戶無永久居住地得以入住，為解決此一問題因此針對舊大武國小

所位於之村里（尚武村），進行安置替選地的選擇。 

首要需排除項目為既有發展區域即建成區，面積達 0.389 平方公里，主分佈於安置

替選地東方；另外，考量居住安全性，依照本計畫易致災風險評估本計畫本應排除土石

流災害高、中高潛勢地區，但扣除兩者地區後，尚有可用土地，為提高居民居住安全，

因此本計畫亦一併排除土石流災害中、低潛勢地區，其面積 7.827 平方公里達，主分佈

於安置替選地東南方；再者，考量法令之可行性在挑選安置替選地時排除區域計畫中之

限制發展地區及建築技術規則相關禁建地區，以保護國土復育之原則，因此不允許作任

何新的開發，此區域面積達 3.571 平方公里，。 後，所挑選出尚武村安置替選地的範

圍為圖中網格區域，面積為 2.337 平方公里。 

二、 安置替選地之限制條件 

所挑選出的尚武村安置替選地中，基於條件發展地區環境敏感，於本計畫中有條件

限制該類土地開發。排除因考量法令可行性、居民居住安全性所禁止開發地區後，尚武

村安置替選地中因山坡地、海堤、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之地區環境敏感對開發行為土地

承載上有限，為避免環境遭受開發行為的破壞和保護居民生命財產的原則下，建議不宜

開發，開發者依據本計畫設計規範需辦理環境影響評估、環境安全評估、技師認定安全

之文件與水土保持計畫，經審查合格後，始准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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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災後需要進行易地重建時，重建地點離原聚落越遠之地方，將導致災民對於後續

社會文化、經濟產業活動發展上產生各種難題。因此，安置替選地的考量長期之社經復

原，透過安置替選地與原居住地之可及性分析，期能減少家園重建之阻力。 

三、 安置替選地之可及性條件 

如尚武村安置替選地可及性所示，安置替選地與原聚落、公共設施距離小於 1.5 公

里者，能使災民迅速恢復舊有生活圈，在本計劃設計規範得以優先辦理重建；而安置替

選地與原聚落、公共設施距離介於 1.5 ~ 5 公里者或 5 公里以上者，須先調查基地及周

邊之產業型態，並分析基地之產業發展潛力，以提供災民日後可能發展的產業或就業方

案；此外建議新開發需調查基地周邊公共設施資源，評估是否需要增設相關公共設施，

需要增設者，需提出分期分區計畫及其財務評估。 

 
圖 3-1 台東縣大武鄉尚武村安置替選地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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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台東縣大武鄉尚武村安置替選地開發管制圖(一)  

 
圖 3-3 台東縣大武鄉尚武村安置替選地可及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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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現勘資料分析 

為能更進一步確認安置替選地現況安全性與可利用性，尚武村現地勘查重點將以各

大面向進行討論，分別如下： 

一、 區位 

面對居民由危險遷移至安全之地區， 令人關注的議題是如何讓災民遠離二次災

害，並可提供長期發展之安置替選地，但是何處危險？何處安全？這些問題得回歸於地

形、地質、自然環境狀況、現地工程設施等基礎自然環境。因此，土地安全狀況是區位

討論的一大重點，藉由對尚武村安置替選地附近災害型態的調查，可以掌握安置替選地

附近災害類型；再者針對安置替選地進行現地評估，可以確認安置替選地自然環境之安

全性，及周遭土地使用狀況。 

 安置替選地附近災源： 

藉由對災源地現地調查，可以了解到災害發生時整體動態過程，首要觀察的重點分

為：（1） 崩塌（Slump）現象，土壤岩屑岩石因重力及水作用而沿著斜坡向下移動或

崩落的塊體運動，由調查地層稜線、崩積體等，可以推論此處所發生的地質現象。（2）

其次所需調查重點為河川，河道彎曲者，外側流速較快的河岸沖刷力量大，河水伴隨侵

蝕力量，房舍易因地基掏空，而發生崩塌現象，相對曲流內側流速慢則形成沉積物沉積。

（3） 後調查重點是此處岩性種類、岩體結構、膠結狀況等。依據上述基本資料進行

安置替選地附近災源地區危險性評估進而了解安置替選地周圍地區危險性是否會影響

基地之安全。以下茲就尚武村安置替選地附近災源（大竹村富山部落）進行現地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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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建立易致災地區之安全建地劃設機制與準則（第三期）              案例操作 

 

 

 
圖 3-4 台東縣大武鄉尚武村野外地質調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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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法令 

考量居民居住安全性，依據本計畫設計規範，在尚武村安置替選地區中，位於海堤

之安置替選地須辦理環境安全評估與計師認聘安全之文件，而山坡地地區須辦理環境影

響評估與水土保持計畫。另外，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需辦理環境影響評估。透過現地

調查，得知尚武村安置替選地其坡邊坡有崩塌、滑動之狀況，須注意岩體崩落情況，需

評估邊坡穩定及檢附水土保持計畫，並有相關專業技師簽證認為安全之文件，經審查合

格後，始准開發，開發宜保持距離。尚武村安置替選地中土地權屬上為公有地及公營事

業用地者，本計畫建議優先辦理重建；土地權屬為私有地者，其開發需檢附土地取得之

財務可行性評估，以衡量其開發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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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產業經濟 

產業經濟主要以農業用地為主。 

 
圖 3-5 台東縣大武鄉尚武村農業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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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設計規範 

 
圖 3-6 台東縣大武鄉尚武村安置替選地開發管制圖(一) 

圖 3-7 台東縣大武鄉尚武村安置替選地環境影響

評估規範圖 

圖 3-8 台東縣大武鄉尚武村安置替選地水土保持

計畫規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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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台東縣大武鄉尚武村安置替環境安全評估

規範圖 

 
圖 3-10 台東縣大武鄉尚武村安置替選地技師認定

安全規範圖 
依據本計畫設計規範，尚武村安置替選地之山坡地地區，建議不宜開發，新開發需檢附水土保持計畫及
環境影響評估，經審查合格後，始准開發。位於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地區者，建議不宜開發，新開發需
辦理環境影響評估，經審查合格後，始准開發。而位於海堤之區域，建議不宜開發，新開發需辦理環境
安全評估、技師認定安全之文件，經審查合格後，始准開發。

 
圖 3-11 台東縣大武鄉尚武村安置替選地邊坡坡

穩定分析規範圖 

 
圖 3-12 台東縣大武鄉尚武村安置替選地環境與

基地調查分析規範圖 
依據本計畫設計規範針對安置替選地現地調查部分顯著跡象判讀，判定邊坡有崩塌、滑動之情況，新
開發需評估邊坡穩定及檢附水土保持計畫，並有相關專業技師簽證認為安全之文件，經審查合格後，
始准開發，開發宜保持距離。岩體組構為塊狀結構之地區，新開發需辦理環境安全評估及檢附詳細環
境地質及基地地質調查報告，並有相關專業技師簽證認為安全之文件，經審查合格後，始准開發，開
發宜保持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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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尚武村設計規範查核表 

規範作為 受規範項目 
規劃單位

因應說明 
頁次

禁止開發 

限制發展區註 1 

土石流潛勢溪流、嚴重崩塌或其他高危

險地區 
  

山坡地查定為加強保育地   

活動斷層兩側 100 公尺範圍內   

特定水土保持區   

河川區域、洪氾區一級管制區、洪水平

原一級管制區、區域排水設施範圍 
  

國家公園區內之特別景觀區、生態保護

區 
  

自然保留區   

野生動物保護區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自然保護區   

沿海自然保護區   

古蹟保存區   

遺址文化資產區   

國家公園內之史蹟保存區   

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水

口一定距離內之地區 
  

重要水庫集水區   

水庫蓄水範圍   

國有林地、保安林地、大專院校實驗林

地及林業試驗林地等森林地區及區域

計畫劃設之森林區 

  

溫泉露頭及其一定範圍   

其他依法劃定應予禁止開發或建築之

地區 
  

坡度陡峭地區註 2 基地在坵塊圖上其平均坡度超過 30%   

易致災高危害度地區註 3 土石流災害中潛勢地區   

坡地災害中潛勢地區   

易致災中高危害度地區
註 3 

土石流災害低潛勢地區   

坡地災害低潛勢地區   

環境安全評估、 
排水計畫、 

技師認定安全之文件 
條件發展區註 1 

洪氾區二級管制區   

洪水平原二級管制區   

海堤區域   
水土保持計畫、 
邊坡穩定分析、 

技師認定安全之文件 
邊坡註 4 崩塌、滑動   



 

3-15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第三章

表 3-1 尚武村設計規範查核表 

規範作為 受規範項目 
規劃單位

因應說明 
頁次

環境影響評估、 
水土保持計畫 

條件發展區註 1 山坡地   

環境影響評估 條件發展區註 1 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區   

公共設施資源調查 

分期分區計畫 

財務評估 

發展潛力 與公共設施之距離大於 1.5 公里   

基地及周邊產業調查 

、產業發展潛力分析 
發展潛力 與原集居地之距離大於 1.5 公里   

財務評估 土地權屬 私有地   

依現行法令辦理

重建 

一般發展地區註 1 -   

非坡度陡峭地區註 2 基地在坵塊圖上其平均坡度低於 30%   

非易致災地區註 3 -   

土地權屬 
公有地   

公營事業用地   

發展潛力 
與原集居地之距離小於 1.5 公里   

與公共設施之距離小於 1.5 公里   

註 1：變更區域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 

註 2：建築技術規則 

註 3：易致災風險評估 

註 4：現地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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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南投縣水里鄉新山村 

第一節 災源背景資料蒐集與分析 

一、 水里鄉區域概況 

水里鄉位於東經 120 度 50 分，北緯 23 度 49 分;東鄰信義鄉、東北鄰魚池鄉，北界

為國姓鄉，西北鄰中寮鄉，西方與集集鄉相接，西南則是面臨鹿谷鄉。 

水里鄉面積約 106.84 平方公里，海拔高度約為 243 至 2366 公尺間，地形呈現狹長

之谷地，水里鄉平坦之腹地較少，僅有都是處於溪河兩岸的河階平台以及沖積扇，境內

一共 19 村，分別為:新興、車埕、新城、水里、農富、鉅工、城中、中央、北埔、南光、

永豐、頂崁、民和、玉峰、永興、興隆、新山、郡坑、上安，而此次我們所選擇的地區

為八八風災受創較為嚴重之新山村。 

此次調查區域新山村位於南投縣水里鄉行政範圍內，東與信義鄉人和村毗鄰，南與

郡坑村為界，西與永興村、興隆村隔著陳有蘭溪相望，北以濁水溪與頂崁村接境。民國

三十九年從集集鎮劃分出至水里鄉，改稱新山村，屬台中縣管轄；同年十月，改稱南投

縣水里鄉新山村。聯外道路為台 21 號公路，經橫跨濁水溪上方的龍神橋， 向北可至魚

池鄉、水里市區；由通往郡坑村的新山橋，向南可至信義鄉，面積約 4.24 平方公里。 

二、 新山村地形、地質概況 

而新山村地質是屬於玉山主峰層延伸和十八重溪層以及部分達見砂岩層;年代可追

溯至史新世(3700 至 5300 萬年)。玉山主峰是由板岩與變質石英砂岩互層組層，而十八

重溪層是由黑色及暗灰色板岩組成，夾有薄層變質砂岩， 後達見砂岩層是由淺灰色石

英砂岩組成，夾有板岩及少量碳質板岩。 

水里鄉屬於新地質結構，為第四沖積層及第三紀中新上新世砂岩頁岩層，土壤主要

由山地河谷沖積而成，大部分屬於崩壤土，主要分布於丘陵及山地較陡之坡下，而此次

研究地區新山村也是屬於崩壤土為多，崩壤土成土後較不穩定，構造亦較不安定，因此

在九二一大地震時，包含新山村等五個村莊發生嚴重走山、崩塌之情況，其餘三類水里

鄉常見之土壤種類為石質土、沖積土及黃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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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人文產業 

新山村人口約 386 人，面積約 4.42 平方公里，人口密度為 87.3 人/平方公里，男

生 205 人，女生 181 人，戶數為 133 戶(民國 100 年 1 月統計)，而新山村人口密度與水

里鄉其他各村人口密度相比較小。 

早期新山村以農業為主，民國四十至五十年代新山村以香蕉產業為大宗，由其以四

十年代末期為出口日本 熱絡之時期，後來由於香蕉產業漸漸沒落，取而代之的是柳橙

與椪柑等果樹，等到五十年代末期，由於農產品滯銷，因此居民開始藉由畜牧業(養豬)

增加收入，漸漸的新山村居民所養的豬隻數量越來越多，等到九十年代已有七千多頭

豬，並開始有企業化經營豬隻的概念，而近年來茶產業也成為新山村重要的農業產品。 

四、 新山村水文 

在河川水系與水文方面，水里鄉內有濁水溪、陳有蘭溪、水里溪等縱貫全鄉，主要

為水里溪系統。水里溪發源於車坪崙附近，沿縣道 131 順地形蜿蜒而下，至車埕地區會

合鐵路集集支線，並於水里都市計畫區社子堤防附近匯入濁水溪系統。濁水溪所沖積河

谷寬大遼闊，加上兩旁山勢高峻，適合眺望景觀的活動；陳有蘭溪則經污染較少地區，

水質保持良好，沿岸可從事自然觀察，撿石等親水性活動。 

陳有蘭溪屬於濁水溪分支之一，也影響水里鄉 多，由於陡坡、弱岩、多雨再加上

人為的不當開發，因此增加了災害造成之頻率，雖然每每風雨成災山崩路損，造成農作

物之損失，但是包含新山鄉等六個村落之農牧用地，皆是有賴陳有蘭溪所攜帶的泥沙沖

積而成。 

五、 歷史災害 

新山村曾遭受兩次較嚴重的歷史災害，一為民國 88 年 9 月 21 日之 921 大地震，另

一個為民國 98 年之莫拉克颱風(八八風災)，這兩次災害也都給新山村帶來極大的生命

財產損失 

莫拉克颱風由於帶來創紀錄之雨量，引發全台灣多處的水災、坍崩及土石流，更導

致高雄縣小林村土石流掩埋村落，數百人遭活埋，而在新山村由於村旁的陳有蘭溪氾

濫，將數百米長的山坡沖刷一空，8 戶民宅滑落河床，10 戶民宅懸在半空中，上百位新

山村民無家可歸，幸好及早發現，在路面坍崩之前疏散居民，才沒有導致人員傷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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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山村災源地屬於沉積岩之砂岩與頁岩組成，堆積物屬於礫石層與砂層，在岩體之

組織上屬於塊狀結構，坡度幾乎皆大於 70 度有上，災源地位於河階台地與山坡地範圍，

而這次導致山崩之原因是由於雨量過大導致古河床崩落，而災源地屬於河道沖擊角之位

置，約距離河道 200 公尺，滑動區位屬於全坡面且為新崩塌地(為莫拉克時間造成崩塌)，

斜坡之形狀屬於凹嘴形，並且有實施邊坡防護，為箱籠與擋土牆工程，而災源地現況由

於山崩導致路面坍方、斷裂毀損並且地基流失，在河道防護上為堤防工程(興建中)。 

第二節 新山村安置替選地挑選 

當新山村發生災害後，如何迅速安置災民，是一重要課題，為此在進行安置替選地

的選取上，先利用既有圖資針對新山村整體土地狀況進行評估排除不適發展地區或有條

件實行管制動作，以找出合宜土地。 

區位選擇上為達到「資源保育」及「國土保安」的原則，需注意法令可行性外，亦

得考量居民居住安全降低災害所帶來的風險，因此本計畫易致災風險評估易致災高危害

度地區、易致災中高危害度地區和坡度陡峭地區亦予以排除。 

考量法令可及性與居民居住安全後，在安置替選地選取上基於某些環境敏感地區對

土地的承載力有限的原則和保障居民生命財產安全，位於一般發展地區與易致災中危害

度地區、易致災低危害度地區，本計畫不建議開發，需有相關開發限制。以下，茲就新

山村安置替選地選取進行詳細說明： 

一、 需排除地區 

進行新山村安置替選地的挑選上，所需扣除項目為既有發展區域即建成區，面積達

0.034 平方公里，主分佈於安置替選地西北及北方；及為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和居住安全

性，基地在坵塊圖上其平均坡度超過 30％者共 3.423 平方公里和依照本計畫易致災風險

評估土石流災害中高潛勢地區共 2.639 平方公里以及易淹水地區中高級潛勢地區共

3.541 平方公里，本計畫亦予以排除；再者，考量法令之可行性在挑選安置替選地時需

先排除區域計畫中之限制發展地區及建築技術規則相關禁建地區，以保護國土復育原

則，因此不允許作任何新的開發，此區域面積高達 4.11 平方公里，占據新山村大部分

地區。 後，所挑選出新山村安置替選地的範圍將為圖中網狀區域，面積為 0.096 平方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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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安置替選地之限制條件 

所挑選出的安置替選地中，為降低居民承擔災害風險和環境保護之下，對於條件發

展地區與易致災中、低潛勢地區等負面因素，於本計畫中有條件限制該類土地開發。 

排除法令可行性、居民居住安全性所禁止開發地區後，新山村安置替選地中因山坡

地、優良農地、山地管制區對開發行為土地承載上有限，為避免環境遭受開發行為的破

壞和保護居民生命財產的原則下，建議不宜開發，開發者依據本計畫設計規範需辦理環

境影響評估與水土保持計畫，經審查合格後，始准開發。 

此外，新山村坡地低潛勢地區所覆蓋之新山村安置替選地，面積達 0.551 平方公里，

基於居民生命財產安全性的考量，為降低未來可能面臨二次災害所需承擔之風險，建議

不宜開發，開發者依據本計畫設計規範需辦理環境影響評估與相關專業技師簽證，經審

查合格後，始准開發。 

三、 安置替選地之可及性條件 

當災後需要進行易地重建時，離原聚落越遠之地方，將導致災民對於後續發展上產

生各種難題，災民需面臨重新塑造新的生活圈如新環境適應、生活機能、文化、產業經

濟、交通等問題。因此，本著就近選擇安置替選地之 高原則，對於空間範圍上評估採

用「離災不離村」、「離村不離鄉」的前提，進行區位選擇。 

如新山村安置替選地可及性所示，安置替選地與原聚落、公共設施距離小於 1.5 公

里者，能使災民迅速恢復舊有生活圈，在本計劃設計規範得以優先辦理重建；而安置替

選地與原聚落、公共設施距離介於 1.5~5 公里者或 5 公里以上者，須先調查基地及周邊

之產業型態，並分析基地之產業發展潛力，以提供災民日後可能發展的產業或就業方

案；此外建議新開發需調查基地周邊公共設施資源，評估是否需要增設相關公共設施，

需要增設者，需提出分期分區計畫及其財務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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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南投縣水里鄉新山村安置替選地分佈圖 

 
圖 4-2 南投縣水里鄉新山村安置替選地開發管制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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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南投縣水里鄉新山村安置替選地開發管制圖(二) 

 
圖 4-4 南投縣水里鄉新山村安置替選地可及性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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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現勘資料分析 

為能更進一步確認安置替選地現況安全性與可利用性，新山村現地勘查重點將以各

大面向進行討論，分別如下： 

一、 區位 

面對居民由危險遷移至安全之地區，但是何處危險？何處安全？這些問題得回歸

於地形、地質、自然環境狀況、現地工程設施等基礎自然環境。因此，土地安全狀況是

區位討論的一大重點，藉由對新山村安置替選地附近災害型態的調查，可以掌握安置替

選地附近災害類型；再者針對安置替選地進行現地評估，可以確認安置替選地自然環境

之安全性，及周遭土地使用狀況。 

圖 4-5 南投縣水里鄉新山村野外地質調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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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法令 

台灣地形地貌特殊複雜，約三分之二土地屬於山坡地及高山林地，並不事宜做為開

發使用。因此考量居民居住安全性，依據本計畫設計規範，在新山村安置替選地區中，

位於山地管制區、優良農地之安置替選地須辦理環境影響評估，而山坡地地區須辦理環

境影響評估與水土保持計畫。另外，易致災風險評估中位於坡地災害低潛勢地區之安置

替選地，須辦理環境安全評估、技師認定安全之文件。透過現地調查，得知新山村安置

替選地其坡度大於 30 度，雖非順向坡，但仍須注意岩體崩落狀況，需評估邊坡穩定及

檢附水土保持計畫，並有相關專業技師簽證認為安全之文件，經審查合格後，始准開發，

開發宜保持距離。新山村安置替選地中土地權屬上為公有地及公營事業用地者，本計畫

建議優先辦理重建；土地權屬為私有地者，其開發需檢附土地取得之財務可行性評估，

以衡量其開發可行性 

三、 經濟產業 

在新山村安置替選地地區中，居民的生產方式多以農業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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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南投縣水里鄉新山村農業區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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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設計規範 

 
圖 4-7 南投縣水里鄉新山村安置替選地開發管制圖(一) 

 
圖 4-8 南投縣水里鄉新山村安置替選地環境影響

評估規範圖 

 
圖 4-9 南投縣水里鄉新山村安置替選地水土保持

計畫規範圖 
依據本計畫設計規範，新山村安置替選地之山坡地地區，建議不宜開發，新開發需檢附水土保持計畫
及環境影響評估，經審查合格後，始准開發。位於優良農地與山地管制區者，建議不宜開發，新開發
需辦理環境影響評估，經審查合格後，始准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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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 南投縣水里鄉新山村安置替選地開發管制圖(二) 

圖 4-11 南投縣水里鄉新山村安置替選地環境影

響評估規範圖 

 
圖 4-12 南投縣水里鄉新山村安置替選地技師認定

安全規範圖 
依據本計畫設計規範，新山村安置替選地之坡地災害低潛勢地區，建議不宜開發，新開發需辦理環境
安全評估，並有相關專業技師簽證認為安全之文件，經審查合格後，始准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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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南投縣水里鄉新山村安置替選地邊坡坡

穩定分析規範圖 
圖 4-14 南投縣水里鄉新山村安置替選地環境與

基地調查分析規範圖 
依據本計畫設計規範針對安置替選地現地調查部分顯著跡象判讀，判定邊坡陡峭，其坡度大於 30 度，
新開發需評估邊坡穩定及檢附水土保持計畫，並有相關專業技師簽證認為安全之文件，經審查合格
後，始准開發，開發宜保持距離。 
安置替選地岩體組構包含了為層狀、塊狀與碎裂結構，新開發需辦理環境安全評估及檢附詳細環境地
質及基地地質調查報告，並有相關專業技師簽證認為安全之文件，經審查合格後，始准開發，開發宜
保持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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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新山村設計規範查核表 

規範作為 受規範項目 
規劃單位

因應說明 
頁次

禁止開發 
限制發展區註 1 

土石流潛勢溪流、嚴重崩塌或其他高危

險地區 
  

山坡地查定為加強保育地   

活動斷層兩側 100 公尺範圍內   

特定水土保持區   

河川區域、洪氾區一級管制區、洪水平

原一級管制區、區域排水設施範圍 
  

國家公園區內之特別景觀區、生態保護

區 
  

自然保留區   

野生動物保護區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自然保護區   

沿海自然保護區   

古蹟保存區   

遺址文化資產區   

國家公園內之史蹟保存區   

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水

口一定距離內之地區 
  

重要水庫集水區   

水庫蓄水範圍   

國有林地、保安林地、大專院校實驗林

地及林業試驗林地等森林地區及區域

計畫劃設之森林區 

  

溫泉露頭及其一定範圍   

其他依法劃定應予禁止開發或建築之

地區 
  

坡度陡峭地區註 2 基地在坵塊圖上其平均坡度超過 30%   

環境安全評估、 

環境地質調查報告 

基地地質調查報告 

技師認定安全之文件 

地質註 4 
岩體組構為塊狀結構、塊狀裂縫結構、

薄狀結構、層狀結構、碎裂結構 
  

水土保持計畫、 

邊坡穩定分析、 

技師認定安全之文件 

地質註 4 

陡峭（大於 30 度）   

順向坡   

側向坡、逆向坡   

環境安全評估、 

水土保持計畫、 

技師認定安全之文件 

水文註 4 
海岸侵蝕、河岸侵蝕、向源侵蝕、侵蝕

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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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新山村設計規範查核表 

規範作為 受規範項目 
規劃單位

因應說明 
頁次

環境安全評估、 

技師認定安全之文件 

易致災中高危害度地區
註 3 

土石流災害中高潛勢地區   

易致災低危害度地區註 3 易淹水災害中高潛勢地區   

坡地災害低潛勢地區   

邊坡穩定分析、 

技師認定安全之文件 
邊坡防護註 4 

蛇籠、箱籠、擋土牆等各式護坡、擋土

設施，具龜裂、變形、損壞、移動、傾

倒或沉陷情形 

  

環境影響評估、 

水土保持計畫 
條件發展區註 1 

山坡地   

山地管制區   

環境影響評估 條件發展區註 1 優良農地   

公共設施資源調查 

分期分區計畫 

財務評估 

發展潛力 與公共設施之距離大於 1.5 公里   

基地及周邊產業調查 

、產業發展潛力分析 
發展潛力 與原集居地之距離大於 1.5 公里   

財務評估 土地權屬 私有地   

依現行法令辦理

重建 

一般發展地區註 1 -   

非坡度陡峭地區註 2 基地在坵塊圖上其平均坡度低於 30%   

非易致災地區註 3 -   

土地權屬 
公有地   

公營事業用地   

發展潛力 
與原集居地之距離小於 1.5 公里   

與公共設施之距離小於 1.5 公里   

註 1：變更區域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 

註 2：建築技術規則 

註 3：易致災風險評估 

註 4：現地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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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桃園縣龜山鄉龍壽村 

第一節 災源背景資料蒐集與分析 

一、 龜山鄉區域概況 

龜山鄉位於桃園縣東北方，與新北市五鄉鎮市連接，因交界區地勢較平坦，往來交

通便利，成為新發展的精華地區，地形以林口台地和龜山丘陵(山仔腳山塊)為主。龍壽

村位於桃園縣龜山鄉東南側，北與樂善村、龍華村相接，西鄰舊路村、嶺頂村，南接新

嶺村，東界蜿蜒的龜崙山脈與新北市相隔。面積約為 652.08 公頃，占龜山鄉總面積的

9.7%，區內包含凹缺、虎頭崁、尖山外、尖山腳、馬頭厝、關公嶺、大菁坑、塔寮坑等

以地形命名之地名。 

二、 龍壽村地形、地質概況 

龍壽村地形屬於龜山丘陵。龜山丘陵又稱為山仔腳山塊，以南崁溪和新朝溪(塔寮

坑溪)為界，即縱貫公路(台一線)以南的丘陵區，包括龍壽、龍華、迴龍、嶺頂、新嶺

等十七村，占全鄉面積的三分之一。丘陵是背斜構造所控制之豚背狀，屬於山仔腳山塊

之一部分，高度 200~400 公尺之間，表層為黃棕壤、石質土。整個丘陵地形之嶺脈走向，

河谷溪流方向很明顯地受山仔腳背斜構造及地層岩性所控制，主嶺脈為龜崙嶺，標高為

405 公尺的分水嶺脊(即現為大棟山 405 高地)，是本鄉 高點，呈東北、西南走向，與

背斜軸大略一致。 

龍壽村之地質包含中新世早期之野柳層、中新世早期之公館凝灰岩層、現代沖積

層。中新世早期之野柳層屬於第三紀地層，由厚層塊狀淺灰色砂岩及深灰色頁岩的互層

所構成，約 24~26 百萬年前。其中並夾層 5~6 層，層厚不均而延展不佳，成環狀分布於

龍壽村塔寮坑南方。中新世早期之公館凝灰岩層屬於第三紀地層，由玄武岩質凝灰岩及

岩流所組成，約 24~26 百萬年前。分布於本鄉東南方，有條狀露頭。在兔子坑、石雲寺

以至主嶺線附近出露之岩性皆為凝灰質石灰岩，局部甚至堆積成相當厚度而純淨之石灰

岩；石灰岩中大部分為方解石，其在龍壽村馬頭厝附近，則可見到層面及節理面清晰之

凝灰岩或局部為凝灰質砂岩。現代沖積層屬於第四紀岩層，由黏土、粉砂、砂和礫石組

成，是 新堆積所成者；乃是雨水沖蝕山坡，搬運下來而後堆積於低凹谷地之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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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壽村因地處第三紀砂頁岩丘陵地帶，土壤以黃壤為主，屬中粘質地，土壤構造為

小鈍角塊狀或粒狀，肥力強，但較紅壤稍高，土層 20 至 50 公分厚，坡度 16~55%。 

三、 龍壽村人文產業 

龍壽村人口根據戶政事務所統計於 99 年 12 月底共計 2,072 人，村內包含 17 鄰，

共計有 703 戶。村內產業包含一級產業與二級產業，農業所種植之作物以綠竹筍等農業

特產為主，工業則是源自於工業發展時代，由龜山鄉西南方之山頂村逐漸擴散至此，並

於民國 70 年，本村內的龍壽工業區成為密集工業分布區，開發面積約有 6.28 公頃。 

龍壽村於日據時期稱為塔寮坑，包含馬頭、底坑、新潮嶺、關公嶺大菁、尖山外、

大坑，起源於往昔移民在此坑谷中，搭建茅寮為保護行旅安全，位於林口台地與龜山丘

陵(山仔腳山塊)間通谷，塔寮坑溪流經谷中。塔寮坑為乾隆十六年(1751)開闢築桃仔園

經新路坑、塔寮坑、埤角直達新庄之捷徑。光復後塔寮坑因大廣人稀，聯合新路坑一部

分而成嶺頂、新嶺、龍壽、龍華、迴龍等五村。 

四、 龍壽村水文 

龍壽村內有新潮溪(塔寮坑溪)以及大坑溪支流流經。新潮溪(塔寮坑溪)發源於桃園

縣龜山鄉新嶺村新潮嶺西側，經塔寮坑、迴龍後，離開桃園縣境，成為樹林與新莊的界

河， 後注入大漢溪，長約 5.4 公里。由於上游地區過度開發，遇大雨溪水暴增，塔寮

坑溪下游經常發生水患，現由經濟部水利署負責整治工程。大坑溪源於龜山鄉坪頂之大

湖，先是西流經大坑村，穿過高速公路後，轉向西南，經南崁之北，匯羊稠坑水，與南

崁溪平行向西北流，於南崁溪西北兩公里處匯入南崁溪，長 4.2 公里，主要供應周邊地

區灌溉水源。 

五、 龍壽村災害歷史 

塔寮坑位於桃園縣龜山鄉龍壽村、台北樹林與桃園龜山交界的林口台地上，當地人

稱之「大峽谷」，因早期大規模的開採，將一座座山部分挖空，形成險峻的人工峽谷，

而盜採被禁絕之後所留下的大峽谷，日久因降雨和地下水形成一個個的深潭，當地的人

戲稱之為「毒龍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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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寮坑屬於林口紅土台地的礫石層，是土與石相夾雜的，透水性極佳，而這些礫石

即是工程上殷切需求的建材，在這山體內蘊藏了大量可用來作鋪路及配石和混凝土石材

的礫石。正因如此，當地成為 70 年代盜採砂石的密集區，砂石盜採雖然在 80 年代即被

遏止了，但林口台地周邊的樹林、五股、龜山一帶，卻留下了山壁被垂直挖空的痕跡。 

塔寮坑於 1996 年 5 月 19 日發生山坡地嚴重坍塌，民眾逃生不及，慘遭活埋，而造

成如此嚴重之坡地災害，歸因塔寮坑的礫石含量越底層越豐富，且等級越好，當年盜採

砂石的業者，不僅掠奪山壁上的礫石，連帶盜取山壁底層的礫石，因此造成了崩塌意外。

塔寮坑坡地嚴重坍塌即是山坡地災害中的山崩類型，山崩是速度 快的一種坡地災害，

它常發生在陡峭的山崖，塔寮坑因砂石盜採形成的大峽谷，即是典型例子，而山崩因坡

地斜面，加上異常雨量，往往伴隨著土石流的災害。 

第二節 龍壽村安置替選地挑選 

有鑑於本村存在山崩與土石流災害，本節以找出合宜土地，作為安置替選地之挑選

為目標。在區位的選擇上以「資源保育」及「國土保安」為原則，除了考量到法令可行

性外，亦著重居民之居住安全，以降低災害所帶來之風險;在安置替選地的選取上，基

於環境敏感地區對土地之承載力有限，並為求保障居民生命財產安全，因此於一般發展

地區與易致災中與低危害度地區，本計畫不建議開發，需有相關開發限制。 以下，茲

就龍壽村安置替選地選取進行詳細說明： 

一、 需排除地區 

在安地替選地的挑選上，將本村不適宜之地區予以排除，包含建成區、限制發展地

區、坡地災害中高潛勢地區、坡地大於百分之三十地區。建成區主要分布於北側坡地較

低之地區，面積約為 0.56 平方公里；限制發展地區依據區域計畫法指自然環境較敏感

地區，主要以加強資源保育、環境保護及不破壞原生態環境與景觀資源為保育及發展原

則，因此不允許作非保育目的之發展及任何開發行為，因此於已排除，其面積約為 0.62

平方公里；基於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坡地災害中高潛勢地區本計畫建議禁止開發，

分布於本村東側，面積約為 0.84 平方公里；依據建築技術法，坡度陡峭者(坵塊圖上其

平均坡度超過百分之三十者)，不得開發建築，本村地形屬龜山丘陵，坡度多大於百分

之三十，其面積約為 2.58 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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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安置替選地之限制條件 

條件發展地區是指考量某些環境敏感地區對於開發行為的承載力有限，為兼顧保育

與開發，有條件限制該類土地開發，且避免開發行為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建議不宜開

發，包含北側高速鐵路兩側限建地區，面積約 0.19 平方公里；優良農地，面積約 4.98

平方公里，涵蓋全村；山坡地者，基於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及山坡地對於開發行為的

承載力有限，建議不宜開發，新開發需檢附水土保持計畫及環境影響評估，經審查合格

後，始准開發，面積約 4,90 平方公里。 

此外，對於龍壽村易致災中、低危害度地區，包含土石流災害中潛勢地區，面積約

1.98 平方公里、坡地災害低潛勢地區，面積約 3.61 平方公里，以及坡地災害中潛勢地

區，面積約 0.20 平方公里，基於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之目的，建議不宜開發，新開

發需辦理環境安全評估，並有相關專業技師簽證認為安全之文件，經審查合格後，始准

開發。 

三、 安置替選地之可及性條件 

安置替選地可及性係考量到災後進行異地重建時，與原聚落之距離越遠，災民需重

新建立生活圈與生活機能，以及面對環境適應、文化、產業經濟、交通等問題，因此，

安置替選地以「離災不離村」、「離村不離鄉」為原則，於空間範圍上進行區位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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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桃園縣龜山鄉龍壽村安置替選地分佈圖 

 
圖 5-2 桃園縣龜山鄉龍壽村安置替選地開發管制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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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桃園縣龜山鄉龍壽村安置替選地開發管制圖(二) 

 
圖 5-4 桃園縣龜山鄉龍壽村安置替選地可及性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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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現勘資料分析 

為能更進一步確認安置替選地現況安全性與可利用性，龍壽村現地勘查重點將以各

大面向進行討論，分別如下： 

一、 區位 

安置替選地之區位歸因於龍壽村當地之地形、地質、自然環境現況以及現地工程設

施等因素，因此勘查重點為安置替選地附近災害型態，可用於確定災害類型，之後對安

置替選地進行現地評估，以確認其自然環境現況之安全性以及周遭土地使用狀況。 

而對災源地現地調查，可幫助了解災害發生時整體動態過程，其觀察重點可分為：

（1）崩塌（Slump）現象，土壤岩屑岩石因重力及水作用而沿著斜坡向下移動或崩落

的塊體運動，由調查地層稜線、崩積體等，可以推論此處所發生的地質現象。（2）河川，

河道彎曲者，外側流速較快的河岸沖刷力量大，河水伴隨侵蝕力量，房舍易因地基掏空，

而發生崩塌現象，相對曲流內側流速慢則形成沉積物沉積。（3）岩性種類、岩體結構、

膠結狀況等。依據上述基本資料進行安置替選地附近災源地區危險性評估進而了解安置

替選地周圍地區危險性是否會影響基地之安全。 

以下茲就龍壽村安置替選地附近災源進行現地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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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置替選地現地調查 

 
圖 5-5 桃園縣龜山鄉龍壽村野外地質調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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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法令 

依據本計畫設計規範，在龍壽村安置替選地中，位於高速鐵路兩側限建地區、優良

農地之安置替選地須辦理環境影響評估，而山坡地地區須辦理環境影響評估與水土保持

計畫。此外，易致災風險評估中位於土石流災害中潛勢地區、坡地災害中潛勢地區、坡

地災害低潛勢地區，須辦理環境安全評估、技師認定安全之文件。 

龍壽村安置替選地中土地權屬上為公有地及公營事業用地者，本計畫建議優先辦理

重建；土地權屬為私有地者，其開發需檢附土地取得之財務可行性評估，以衡量其開發

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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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經濟產業 

龍壽村農業所種植之作物以綠竹筍等農業特產為主，下圖為安置替選地與農業用地

分布圖，可藉此了解兩者之空間分布狀況，農業用地面積約為 0.19 平方公里。 

 

圖 5-6 桃園縣龜山鄉龍壽村農業區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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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設計規範 

 

圖 5-7 桃園縣龜山鄉龍壽村安置替選地開發管制圖(一) 

!.

!.

              圖    例

!. 須做水土保持計畫之地點

需做水土保持計畫之範圍

安置替選地0 420 840210 Meters

Ü 比例尺

圖 5-8 桃園縣龜山鄉龍壽村安置替選地環境影響

評估規範圖 

              圖    例

需做環境影響評估之範圍

安置替選地0 420 840210 Meters

Ü 比例尺

圖 5-9 桃園縣龜山鄉龍壽村安置替選地水土保持

計畫規範圖 
依據本計畫設計規範，龍壽村安置替選地之山坡地地區，建議不宜開發，新開發需檢附水土保持計畫
及環境影響評估，經審查合格後，始准開發。位於高速鐵路兩側限建地區者與優良農地者，建議不宜
開發，新開發需辦理環境影響評估，經審查合格後，始准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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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0 桃園縣龜山鄉龍壽村安置替選地開發管制圖(二) 

!.

              圖    例

!. 需做環境安全評估之地點

需做環境安全評估之範圍

安置替選地0 420 840210 Meters

Ü 比例尺

圖 5-11 桃園縣龜山鄉龍壽村安置替選地環境影

響評估規範圖 

!.

!.

!.

!.

                 圖    例

!. 需有技師認定安全文件之地點

需有技師認定安全文件之範圍

安置替選地0 420 840210 Meters

Ü 比例尺

 

圖 5-12 桃園縣龜山鄉龍壽村安置替選地技師認定

安全規範圖 

依據本計畫設計規範，龍壽村安置替選地之土石流災害中潛勢地區、坡地災害中潛勢地區、坡地災害
低潛勢地區，建議不宜開發，新開發需辦理環境安全評估，並有相關專業技師簽證認為安全之文件，
經審查合格後，始准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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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例

!. 需做邊坡穩定分析之地點

安置替選地0 420 840210 Meters

Ü 比例尺

 
圖 5-13 桃園縣龜山鄉龍壽村安置替選地邊坡坡穩定分析規範圖 

!.

                   圖    例

!. 需做環境與基地地質調查之地點

安置替選地0 420 840210 Meters

Ü 比例尺

 
圖 5-14 桃園縣龜山鄉龍壽村安置替選地環境與基地調查分析規範圖 

依據本計畫設計規範針對安置替選地現地調查部分顯著跡象判讀，判定邊坡陡峭，其坡度大於 30 度，
新開發需評估邊坡穩定及檢附水土保持計畫，並有相關專業技師簽證認為安全之文件，經審查合格
後，始准開發，開發宜保持距離。安置替選地岩體組構為層狀結構，新開發需辦理環境安全評估及檢
附詳細環境地質及基地地質調查報告，並有相關專業技師簽證認為安全之文件，經審查合格後，始准
開發，開發宜保持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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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龍壽村設計規範查核表 

規範作為 受規範項目 
規劃單位

因應說明 
頁次

禁止開發 
限制發展區註 1 

土石流潛勢溪流、嚴重崩塌或其他高危

險地區 
  

山坡地查定為加強保育地   

活動斷層兩側 100 公尺範圍內   

特定水土保持區   

河川區域、洪氾區一級管制區、洪水平

原一級管制區、區域排水設施範圍 
  

國家公園區內之特別景觀區、生態保護

區 
  

自然保留區   

野生動物保護區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自然保護區   

沿海自然保護區   

古蹟保存區   

遺址文化資產區   

國家公園內之史蹟保存區   

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水

口一定距離內之地區 
  

重要水庫集水區   

水庫蓄水範圍   

國有林地、保安林地、大專院校實驗林

地及林業試驗林地等森林地區及區域

計畫劃設之森林區 

  

溫泉露頭及其一定範圍   

其他依法劃定應予禁止開發或建築之

地區 
  

坡度陡峭地區註 2 基地在坵塊圖上其平均坡度超過 30%   

環境安全評估、 

環境地質調查報告、

基地地質調查報告、

技師認定安全之文件 

地質註 4 
岩體組構為塊狀結構、塊狀裂縫結構、

薄狀結構、層狀結構、碎裂結構 
  

水土保持計畫、 

邊坡穩定分析、 

技師認定安全之文件 

邊坡註 4 
陡峭（大於 30 度）   

崩塌、滑動   

環境安全評估、 

技師認定安全之文件 
易致災中危害度地區註 3

土石流災害中潛勢地區   

坡地災害中潛勢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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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龍壽村設計規範查核表 

規範作為 受規範項目 
規劃單位

因應說明 
頁次

易致災低危害度地區註 3 土石流災害低潛勢地區   

坡地災害低潛勢地區   

邊坡穩定分析、 

技師認定安全之文件 
邊坡防護註 4 

蛇籠、箱籠、擋土牆等各式護坡、擋土

設施，具龜裂、變形、損壞、移動、傾

倒或沉陷情形 

  

環境影響評估 

、水土保持計畫 
條件發展區註 1 山坡地   

環境影響評估 條件發展區註 1 
高速鐵路兩側限建地區   

優良農地   

公共設施資源調查 

分期分區計畫 

財務評估 

發展潛力 與公共設施之距離大於 1.5 公里   

基地及周邊產業調查 

、產業發展潛力分析 
發展潛力 與原集居地之距離大於 1.5 公里   

財務評估 土地權屬 私有地   

依現行法令辦理

重建 

一般發展地區註 1 -   

非坡度陡峭地區註 2 基地在坵塊圖上其平均坡度低於 30%   

非易致災地區註 3 -   

土地權屬 
公有地   

公營事業用地   

發展潛力 
與原集居地之距離小於 1.5 公里   

與公共設施之距離小於 1.5 公里   

註 1：變更區域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 

註 2：建築技術規則 

註 3：易致災風險評估 

註 4：現地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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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前言

前言 

本計畫擬定的「虛擬土地儲備制度」在流程上分為四個部份(如下圖所示)：易致災

地區劃設、地區性安置替選地劃設、安置替選地調查作業、安置替選地設計規範。第一

個部份易致災地區劃設與高風險村里指認由於考量分析複雜度及技術困難度，因此第一

部份建議由中央主管機關維護圖資，提供各縣市政府下載。第二部份地區性安置替選地

劃設是地方政府由中央主管機關取得圖資後，自行進行土地適宜性分析，並計算四種可

及性指標，第一章安置替選地土地適宜性分析模擬劃設即為說明第二部份的操作程序。

第三部份的安置替選地調查作業中，在進行田野調查之前，需準備地區尺度的地形圖，

如坡度及坡向圖、地質圖等，製作野外地質調查圖後，開始進行田野調查及記錄，若縣

市政府尚無地區尺度的地形圖或地質圖，則可依第二章 p.17~p.25 進行坡度及坡向圖和

地質圖的製作，本計畫特聘請擁有豐富田野調查經驗的蔡金郎教授講授田野調查所需的

地質岩層種類、結構、坡度及坡向判定常識，其教材為第三章野外地質調查講義。至於

田野調查時所要填寫的表格，請參閱附錄一~四，第四章現地調查操作講義有解說附錄

四的填寫重點及成果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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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土地儲備制度

安置替選地設計規範
一、分析安置替選地調查結果
二、擬訂安置替選地規範規劃
三、製作設計規範報告

區
位
選
擇

地
區
尺
度
區
位
評
估

替
選
地
安
全
性
評
估

替
選
地
設
計
規
範

安置替選地調查作業

一、訪談居民蒐集災歷
二、確認災源現況
三、確認聚落現況(脆弱度)
四、確認安置替選地安全性
五、製作安置替選地資料報告

地區性安置替選地劃設

一、地區性安罝替選地劃設
二、土地適宜性分析

易致災地區劃設

一、危害地圖劃設
二、風險地圖劃設
三、高風險村里指認

安置替選地劃設--第一

章：安置替選地土地適

宜性分析模擬劃設 

行前準備--第二章：野外調

查地質圖製作 

 

地質基本知識—第三章：野

外地質調查講義 

 

田野調查填表操作及調查

後的報告製作—第四章：現

地調查操作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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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安置替選地土地適宜性分析模擬劃設 

劃設操作範例 

一、可用土地方案篩選 

步驟說明 參考操作畫面 

利 用 ArcToolbox →

Analysis Tools→Overlay 中

的 Erase 工具來排除不適發

展區。 

在其對話視窗中： 
 Input Features 選擇未

佔用土地 
 Erase Features 選擇限

制發展地區 
 Output Feature Class 

設定儲存路徑與檔名 

則可得到全部可用土地。 



 

4 

建立易致災地區之安全建地劃設機制與準則（第三期）               操作手冊及教材 

步驟說明 參考操作畫面 

利用 Tools 工具列中之

Select Features 工具並輔以

Shift 鍵來篩選合適的可用

土地方案。 

右鍵單擊圖層→Data
→Export Data，將所選之方

案 匯 出 並 以 代 碼 命 名 之

（如：可用土地 001.shp）。 

 

利 用 ArcToolbox →

Data Management Tools→

Generalization 中 之

Dissolve 工具將可用土地

方案溶解為單一圖徵，以建

立可用土地方案中心座標。 
 Input Features 選取可

用土地方案圖層 
 Output Feature Class 

設定存檔路徑與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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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說明 參考操作畫面 

利 用 ArcToolbox →

Data Management Tools→

Features 中 之 Feature To 
Point 工具將可用土地方案

轉為點圖徵。 
 Input Features 選取已

溶解之可用土地方案

圖層 
 Output Feature Class 

設定存檔路徑與檔名 

轉為點圖徵之可用土

地 方 案 屬 性 表 如 右 圖 所

示，屬性表中若無座標資

料，可利用左下角 Options
按鈕→Add Field 新增兩欄

位，Name 欄名設為 X 及

Y ， Type 類 型  設 為

Double ， Scale 欄 寬 設 為

10，Precision 精度設為 10。 

再選取欄位名後，利用

Options → Calculate 
Geometry，來計算點位的 X
座標(X Coordinate)及 Y 座

標(Y Coordi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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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潛力面發展條件分析 

步驟說明 參考操作畫面 

開啟 ArcCatalog，於

該 軟 體 中 尋 找 路 網

shapefile 檔，並對其單擊

右 鍵 → New Network 
Dataset 以建立網絡分析

所需之網絡資料組。 

在出現之對話視窗

中，命名路網資料組後按

下一步。 

選擇 Connectivity 按

鈕，將 Connectivity Policy
設定為 Any Vertex，設定

好後確認左鍵單擊 OK，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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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說明 參考操作畫面 

此資料中沒有起終

點欄位資料，故選 No，

下一步。 

允許路網遇岔路時

轉彎(Turns)，故選 Yes，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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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說明 參考操作畫面 

新增路網成本(Cost)
條件，本計畫僅以距離做

為連結度成本概念，故左

鍵單擊 Add 按鈕，Name
欄位輸入 Length，Type
欄位選擇 Cost，Unit 欄位

選擇 Meters，Data Type
資料形式選擇 Double。確

認輸入無誤後按 OK。 

確認設定內容無誤

後，左鍵單擊 Finish 即完

成建立。 

完成網絡資料組建

立，會出現副檔名為.nd
的網絡資料組及交叉點

Junctions 的 shape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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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說明 參考操作畫面 

開 啟 ArcMap ， 於

Tools 頁籤下 Extension 視

窗 中 確 認 Network 
Analyst 已載入，並開啟

Network Analyst Toolbar。

將網絡資料組 Add
至 ArcMap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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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說明 參考操作畫面 

選 擇 Network 
Analyst Toolbar 中下拉式

選 單 按 鈕 中 的 New 
Closest Facility 近設施

分析。 

打開網絡分析工作

視 窗 Show Network 
Analyst Wind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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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說明 參考操作畫面 

將分析鄉鎮之國小

分布點位與可用土地點

位 Shapefile Add 至

ArcMap 中。 

右鍵單擊工作視窗

中 之 Facilities → Load 
Locations，載入國小分布

點位。 

選擇國小分布點位

shape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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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說明 參考操作畫面 

右鍵單擊工作視窗

中 之 Incidents → Load 
Locations，載入可用土地

點位。 

左鍵單擊工作視窗

右上角之 Layer Properties
按 鈕 ， 選 擇 Analysis 
Settings 標籤，Facilities To 
Find 必須設定與國小數

目相同，Travel From 選擇

為 Incident to Facility。 

選 擇 Accumulation
標籤，勾選 Length，確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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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說明 參考操作畫面 

左鍵單擊工具列中

之 Solve 按鈕，即可產生

可用土地至各國小之路

徑。 

右鍵單擊工作視窗

中 之 Routes → Export 
Data，將結果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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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說明 參考操作畫面 

開啟路徑與國小分

布點位之 Shapefile 屬性

表，利用 Editor 將對應之

路徑長度複製至國小分

布點位之屬性表中。至此

便完成網絡可及性分析。

將公有地圖層 Add
至 ArcMap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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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說明 參考操作畫面 

利 用 ArcToobox →

Analysis Tools → Overlay
中的 Identity 工具使可用

土地方案中刻劃出公有

地範圍。 
 Input Features 選擇

可用土地方案圖層 
 Identity Features 選

擇公有地圖層 
 Output Feature Class

設定存檔路徑與檔

名後按 OK。 

開啟圖層屬性表，並

利用 Options 下拉式選單

→Calculate Geometry 來

計算刻劃公有土地後公

私有各種土地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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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說明 參考操作畫面 

完成後可用 Options
下拉式選單→Export 來

將屬性表另存以便應用。

完成後之屬性表如

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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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限制面發展條件分析 

步驟說明 參考操作畫面 

將各種災害潛勢地

圖圖層 Add 至 ArcMap
中，並檢示與可用土地是

否重疊。若有重疊，則利

用與步驟二之（三）相同

之方法，將可用土地方案

刻劃出坡度陡峭地區或

其他不利因素之範圍。 

 



 

18 

建立易致災地區之安全建地劃設機制與準則（第三期）               操作手冊及教材 



 

19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第二章

第二章 野外調查地質圖製作 

野外調查地質圖前置處理 

基本圖資取得 

1. 地質圖下載 

使用下列網址，進行區域性地質圖下載，其內容包含當地地質、順向坡資訊、 

及地質圖說明，免收費。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8/license_agree.cfm 

步驟：  

I、利用工具列選取欲下載之範圍。  

II、勾選順向坡選項。  

III、下載選取之範圍至指定位置。  

 

Step I 

Step II 

Step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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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Aster DEM 地形資料下載 

該地形資料為全球網格資料，解析度為 30 公尺，採分幅分批下載，為免付費資料。下

載網址如下： 

http://www.gdem.aster.ersdac.or.jp/search.jsp 

步驟： 

(1)選取 Select tiles directly 或者 Target Select tiles by coordinated，若以知欲選取

之地區則可選擇直接選取之選項；由於台灣地區在該圖幅中涵蓋範圍為 E 120°~ E 

122°；N 21°~ N 26°，故各別在選定區域中，鍵入上述邊界值。建議直接選取。 

(2)點選 NEXT 確認選定區域後，開始下載檔案。 

 

Step I 

Step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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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利用 ArcGIS 產生等高線地形圖及坡度、坡向圖，由於與安置替選地坐標不同，故須

進行坐標轉換。 

步驟：I.將下載之 ascii grd 檔案，轉換為 raster 檔，並點選進行 3D 空間分析功能(3D 

Analyst Tool)選擇 Raster Surface 選項中之 contour，生成等高線地形圖。 

 

II、選擇欲儲存之路徑後，即生成等高線地形圖，如下圖所示。(20m 等高線地形圖) 

Step III 

填寫所需等高線間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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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坡度及坡向圖 

利用上述步驟類似，點選 3D 空間分析功能(3D Analyst Tool)選擇 Raster Surface 選項

中之 Aspect 及 Slope 選項，即可產生坡度及坡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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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利用中研院坐標 轉換程式「ShpTrans」，將其以生成之等高線地形圖坐標 WGS84

轉換至 TWD97 坐標系統。由於該軟體中並無直接由 WGS84 轉 TWD97，故先轉換至

67 經緯，再由 67 經緯轉換成 67 TM2°分帶，才能轉為 TWD97。( 同時保留原格式，

可用於 Google Earth 展示時使用 )。 

 

3. 影像空間地理對位 

由於圖幅之底圖所含之空間資訊坐標系統為 TWD67，因此須重新進行地理對位作業，才能  

於 ArcMap 中展示其正確空間位置，流程如下： 

(1)於 ArcMap 加入底圖，利用工具列中 Georeferncing 的增加控制點進行地理對位作業。  

 

(2)於十字標處按滑鼠左鍵後接右鍵，輸入已轉換為 TWD97 之坐標。 

線上坐標轉換網址可參考使用： 

中央研究院 - Web 版坐標轉換程式 

http://webgis.sinica.edu.tw/cgi-tran/webtran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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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輸入 4 個以上十字標之經緯度後，可開啟連結表格檢視殘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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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確認圖幅單位，並進行修改。本計畫為 TM2 度分帶，採用單位為公尺。 

 

4.圖層套疊 

將上述已生成之圖層，利用 Add layer 選項，進行圖層套疊。完成後，即完成安置地之基

本地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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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檔案格式轉換  

由於空間資料之格式須為 shpfile，才能於 Arcgis 中作展示。因此須將空間資料轉換為

*.shp，其流程如下：  

(1)於 Excel 中依序建立現勘資料之坐標位置，第一列標註經度及緯度。再選擇 dbf（Ⅳ）

或 xls 格式( 9.3 以上版本 )儲存檔案。  

(2)於 ArcMap 中加入資料，展示 XY 資料，設定 X 軸為經度欄；Y 軸為緯度欄；其坐標

系統選擇 TWD97 的地理坐標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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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將檔案匯出為”*.shp”。 

 

 

 

 

(2)編輯坐標系統 

(1)坐標位置 (3)坐標系統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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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空間與屬性資料連結  

將空間及屬性資料分別儲存，可以使得資料結構化且便於資料的控制及管 理。若之後

現勘目標地有變異所時，可直接修改屬性資  

料，即可完成資料變動處理。其連結步驟如下（以工程設施圖層進行其屬性資料連  

結為例）：  

(1) 建立工程設施之屬性資料表，增加 ID 欄位以供作為連結時的索引。 

 

(2) 於圖層屬性管理中，建立連結（join）。選擇屬性資料來源、圖層中欲建立連結的

欄位、屬性資料表格及連結之欄位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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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立照片與現勘點位連結 

打開屬性表，使用 Join 連結屬性，並利用 Identify 中 Hyperlink，連結現勘相片。  

 

7. 空間資料由 Shapefile 轉成*.kmz 

進行轉換前須先考量其經緯度坐標是否為 WGS84 坐標系統。（若否，藉由上述中

研院 GE 研究中心所提供的轉換程式 ShpTrans 進行坐標轉換）。 

(1) 開啟 ArcMap 插入新圖層，將各分項的 Shapefile 載入。 

(2) 載入後，開啟 Arc ToolBox 中的 3D Analyst　Conversion　To Kml　Layer To 

KML 選項。 

(3) 載入欲轉換之圖層，在此以安置替選地位置為例，並選擇域儲存之位置。Layer 

output  scale 為“1”，保持原尺寸不做任何變更。按下執行鍵之後，及轉換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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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結合現勘成果並載入相片。 

開啟 Google Earth，並將上述的 Kmz 檔載入，地圖便會飛梭至該區域，並於圖中

顯示現地踏勘點位位置。而與現勘照片連結部分於各圖層下，將文字內容與照片連結放

於「說明」中。即可顯示該位置之狀態與相片說明。 

連結語法：<font size="8"> <face="標楷體"> 

現地狀況說明<img src="相片檔來源"><br> 

範例： 

<font size="8"><face="標楷體"> 

由裸露處可研判該處土石油坡頂向下崩落 

<img src="E:/work/建立易致災地區之安全建地劃設機制與準則/外業表格及內容/小

林村五里埔/640x480/P1030686.jpg"><br> 

Step I 

Step II 選擇欲轉換之圖層，  

      及欲輸出之位置。 

Step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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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成果展示 

與相片連結後之成果展示，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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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野外地質調查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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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現地調查操作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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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工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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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案 

第一次工作會議 
壹、時間：99 年9 月9 日（星期四）下午2 點30 分 

貳、地點：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會議室 

參、出席人員：  紀錄：黃韋慈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區域發展課  羅美容課長、黃琳芳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金會  林漢良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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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討論事項： 

一、當災害潛勢資料更新後，地方政府能否自行進行繪製危害地圖、風險地圖及安全建地候選

方案等圖資？由於繪製以上圖資需要經過軟體特殊運算，目前不適合由地方政府自行進行

繪製，建議由分署繪製完圖資後，將圖資公佈於網站，提供地方政府自行下載使用。 

二、安全建地現地調查的調查表需要較長時間的填寫資料，建議將安全建地現地調查改為二階

段，第一階段由地方機關派人到安全建地進行現地調查、收集現況資料，將資料、圖資等

完整收集後，第二階段由地方主管機關會同專業技師、當地居民代表等，進行現地初勘。 

三、虛擬土地儲備制度的試操作，其土地變更程序應以災害未發生之前的狀況，即沒有特殊法

源的依據下，進行相關程序操作為主，並以災例做為對照組，進而修正相關細節。 

 

陸、結論 

 請規劃團隊依前述意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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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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案 

第二次工作會議 
壹、時間：99 年10 月11 日（星期一）下午5 點00 分 

貳、地點：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會議室 

參、出席人員：  紀錄：黃韋慈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區域發展課  羅美容課長、黃琳芳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金會  林漢良教授、黃韋慈 

  

肆、會議討論事項及結論： 

一、釐清第一、二期工作項目：第一期工作項目主要為評估風險地圖及危害度地圖的資料庫，

以及建置危害度地圖架構，並以南投縣地利村為示範區。第二期工作項目為劃設全台的風

險地圖及危害度地圖，並指認高風險村里，進行 100 個高風險村里現地調查。 

二、關於期初報告中的建置地區尺度的易致災風險評估與安全建地之評估指標體系部分：由於

本項工作目前剛形成架構，但論述尚未完成，未來後續之工作請持續進行。 

三、期初報告書勘誤部分請進行改正。 

四、關於教育訓練時程：由於考量教育訓練宜於案例現勘及現勘標準操作手冊完成後再舉行，

並配合工作計畫書規定，三次教育訓練預定於 1 月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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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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案 

第三次工作會議 
壹、時間：100 年02 月22 日（星期二）下午4 點30 分 

貳、地點：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會議室 

參、出席人員：  紀錄：黃韋慈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區域發展課  羅美容課長、曾妍菁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金會  林漢良教授、黃韋慈、陳秋萍、葉佳靈 

 蘇洵頡、林育汎 

肆、會議結論： 

一、請規劃單位釐清簡報附圖土石流村里風險分佈重現期距 25 年及 200 年迴歸期所計算出之

高風險村里圖之相關性，以及開發設計規範總表、開發設計規範圖之內容。 

二、請作業單位確認災防科技中心 100 年 2 月 28 日前所需繳交 99 年度「強化災害防救科技

研發與落實運作方案」計畫之項目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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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諮詢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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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案 

期初報告書審查會議紀錄 

壹、 開會時間 : 99 年 10 月 11 日(星期一)下午 14 時 00 分 

貳、 開會地點 : 本分署 5 樓會議室 

參、 會議主持人 : 謝副分署長正昌      紀錄 :何淑霓、黃琳芳 

肆、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 : 詳如簽到簿 

伍、 會議討論 : 如附件 

陸、 決議 :本案准予備查，並請規劃團隊參酌專家學者與各單位的意見進行修正，於期

中報告書提出回應表。 

 

散會 :下午 16 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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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發言摘要 

一、 莫拉克重建委員會葉處長: 
(一) 莫拉克風災條例，有其專用對象及範圍，不適用所有災害。 

(二) 此案與 921 之救災方式不同，因風災係因天候不佳，初期安置需有遮蔽場地，如

寺廟、活動中心；中期為廢棄營區、公務宿舍；長期安置為永久屋，依永久屋之

性質，921 屬政府建築拍賣，莫拉克屬 NGO 建築予災民地上權，實際應用方式

須再研商。 

(三) 劃定安全堪虞區及特定區後，縣府需配合不再投資公共設施及建照的使用執造核

發。 

(四) 組合屋須統一管理，使用較無固定性，且因政府政策而存在，時效完成後即屬違

章建築。 

(五) 安置土地（永久屋）有條例，應簡便行政程序，但學校之劃定非屬條例適用的範

圍內，故須依法較費時。 

(六) 政府重建之工程，不可用緊急採購，ㄧ般需花較多的行政程序，且時程之長短因

人而異。 

二、 莫拉克重建委員會陳愷: 
(一) 此案須討論三大問題：  

1. 哪裡危險，進而繪製出危害地圖。  

2. 哪裡聚落屬危險，繪製風險地圖。  

3. 而又安全的定義為何?該搬至何處？進而研擬虛擬土地的儲備。 

(二) 第二期之成果展現 100 處危險聚落，需與第三期相互呼應。  

(三) 安全評估之方式，分詳細及粗略之評估方式，除軟硬體設施外，需增加環境效益

之評估。 

(四) 如僅有安全建地之劃設，較不周延，建議納入安全產業用地，使生活生產同時兼

具。 

三、 國家科學委員會謝組長: 
(一) 研究題目容易誤解，是否有更改題目的機會，於易致災地區在找出安全建地，似

乎兩相矛盾。 

(二) 此案有其使用之價值，其目的應針對「建立易致災地區之安全建地劃設機制與準

則」進行規劃。 

(三) 劃設原則應納入： 

1. 災害潛勢，未發生之土石流地區應納入，可向地調所協尋相關的資料。 

2. 道路之安全性評估須列入考慮，如道路的脆弱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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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諮詢會議

3. 安全建地開發後對下游地區的影響。 

4. 高精度之淹水潛勢資料(目前之淹水潛勢資料較適合於減災規劃，不適合做安全

建地之評估原則)。 

5. 安全聚落之 大容納人數須納入考慮。 

(四) 推動機制與宣傳及教育訓練需兩相輔助。 

(五) 建議劃定的區域應定期重新檢討。 

(六) 報告書 P.2-23:淹水潛勢圖更新概述建議引用水利署之「淹水潛勢圖更新規範草

案」。 

四、 消防署李科長: 
(一) 易致災之災害係包含天然災害之土石流、水災、地震，需將地震因子排除，因預

測有其困難度，且目前無完全安全之房屋。 

(二) 水災又可細分為都市與非都市水災。在都市地區不太可能找出安全建地，而非都

市地區，以山中土石流為例，難以預測土石流災害。建議以安身立命為主題，找

出適合之公有或國有土地，較符合現況。 

(三) 淹水潛勢及災害之模擬，多與地籍資料無法吻合，無法掌握流動人口數，需納入

各項限制條件之設定。 

五、 解教授鴻年: 
(一) 本階段工作在周延機制，落實易致災地區之災後重建安置。研究單位之虛擬土地

儲備制度構想具創意及可行性。 

(二) 研究程序及案例之解構易具參改性，研究團隊努力值得肯定。 

(三) “安全建地＂之名辭恐有較大爭議，若土地為公部門所有應較無爭議，若為私有

土地，需提前開發時，又如何否決其許可。  

(四) 可檢視替選基地提出後，其落實成安置之建地程序及時程如何簡化及快速審視，

並作成法定程序，若時程上可掌握，似不需現階段請各管機關先行審議，而改以 

SOP 教育訓練及假設模擬為備籌。 

(五) 安全建地是否可改為＂安置地＂或＂模擬基地＂，做為作業對象。 

(六) 防災有演習，規劃應也有針對防災的 SOP 演練。 

(七) 評估安全與否的指標應注意生產的鏈結。 

(八) 建議將第二年成果的 100 處危險聚落加以分類，落實成 SOP 的教導操作手冊。 

六、 台北市政府: 
(一) 評估現住地之安全性。 

(二) 現私有土地如何控管、控管時程及監控單位、方式，皆需詳細說明。 

(三) 危險聚落可否提供予各縣市政府，以供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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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簡報 20.21 頁，指標與實際之情況容易混淆。 

(五) 那類似的相關作業，倘若縣市政府執行時，該由哪個單位來負責較適當。 

七、 屏東縣政府: 
(一) 災地之安全地區，但就莫拉克風災，多處災區成為孤島，其安全建地就算安全，

但對外卻失去聯繫，期望題目可在研議。 

(二) 舉例來說，屏東林邊都市計畫地區因皆為淹水地區，幾乎無安全建地可言。 

(三) 有關啟動機制之時間及土地管理之時機，需有相關準則。 

八、 李得全顧問: 
(一) 本案期初工作報告架構完整，內容尚稱完備，惟有關政府災後重建之角色似可納

入後續討論。  

(二) 「建立易致災地區之安全建地劃設機制與準則」之命題本身似乎有矛盾，如易致

災地，所謂安全建地之定義為何 ?安全程度或災害風險程度為何?  

(三) 全球「極端氣候」持續嚴重影響下，台灣易致災地區是否仍有所謂之「安全建地」

以供長期安置，且不致造成未來之災害，而此建地之使用強度與營建方式可有相

對應之限制或規範。  

(四) 本案目的似乎考量從「安全建地」擴大思維至「安全聚落或社區」 (包含非居住

需求之其他相關生活所需)劃設機制與準則，以回應台灣災後重建選址之需求，但

集中安置或分散安置之政策分析或 適重建規模似乎因不同個案會有不同之考

慮，且應可討論非「災後重建」之其他社會救助、保險機制等其他方式，並列入

後續相關研究。  

(五) 第一、二期之成果各單位是否已有共識?(村里尺度)40M*40M 之地區尺度如何應

用於都市及非都市地區?是否有所不同?可否選擇一些地區實地操作以分析適用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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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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案 

期中報告書審查會議紀錄 

壹、 開會時間 : 99 年 11 月 22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 00 分 

貳、 開會地點 : 本分署 5 樓會議室 

參、 會議主持人 : 謝副分署長正昌      紀錄 :黃韋慈、黃琳芳 

肆、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 : 詳如簽到簿 

伍、 會議討論 : 如附件 

陸、 決議 : 本案准予備查，並請規劃團隊參酌專家學者與各單位的意見進行修正，於

期末報告書提出回應表。 

 

散會 :中午 12 時 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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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發言摘要 

一、 行政院莫拉克重建委員會 陳正工程司愷 : 

(一) 報告書部分章節也些許地方需要修正: 

1、 建議報告書中的文字用詞語單位名稱可以統一且正確。例如八八風災委員會應

修正為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委員會，以及 921 重建會有前後階段性的名

稱，建議使用前後階段，勿使用新、舊來區分 921 重建會。 

2、 數據方面，建議有定義說明。例如表格上的安置用地計有 30 多處，但依重建

會與內政部對於安置用地有不同的觀念，建議補充說明。 

3、 報告書 p.2-28 內的圖 2-15 各類土地開發審議流程圖，以土地分來說，可分為

都市土地、非都市土地及國家公園三類審議規則，其中國家公園的審議規模以

10 公頃為劃分標準。 

4、 報告書 p.3-18 提及以永續經營的方式來規劃安置用地，若真以該方式規劃需

要哪些考量? 

5、 報告書 p.3-28 及 29 

(1)有關經費課題之敘述，實際上政府將重建會規劃為一督導與協調的機關，執行

工作則為中央部會及各縣市政府，故文中所指「將各部會所需的預算發落出去，

導致重建委員會無實際權力」內容部分建議修正。 

(2)另「縣(市)政府在審議沒有駁回機制」，其實是有駁回機制的，例如嘉義阿里山

山美地區在水保審議階段被駁回。 

6、 課題撰寫內容建一篩選過後再放入報告書，其用字措詞仍須多加注意。 

(二) 簡報部分，補充說明有關永久安治屋屬長期安置，非屬緊急安置，所以未來不適

用緊急採購。 

(三) 長期安置除了可依重建條例 21 條及延續其以下規定外，另政府為辦理安至災區

災民所需之土地，也可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42 條之 1 進行變更，例如高

雄縣六龜鄉的榮興段即是使用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42 條之 1。 

 

二、 城鄉發展分署李簡任正工程司賢基 : 
(一) 在虛擬土地儲備制度部分，是否可在期末報告階段具體以圖、表分別呈現一定規模

(例如 0.5 公頃)以上安置替選地全台區位(至少呈現公有土地部分)。 

(二) 後續教育訓練對象、師資之安排，請補充說明。 

(三) 調查作業如屬地區性尺度(例如:鄉鎮村里)之設計，如人口密度之單位請選用適宜者，

不必用到萬人/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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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基隆市政府都市發展處 余技士憶雯 : 
(一) 有關安全替選地的部分，建議虛擬土地儲備制度與災後家園重建流程對照圖，可否

於縱向軸加入「時間」預估觀念，例如從安全性評估之前置作業至分配進住新家園

共需花費多久時間?另外，開發成本(及財務可行性及人力安排)是縣市政府優先考量

之重要因子，請再補充。 

(二) 有關易致災地區部分，政府原為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惟有關易致災地區之劃設

預期將會影響房地產業者及民眾(當地住民)之反彈，故會造成房價下跌、房子賣不

出去之恐慌，所以公告與否應審慎考量。 

 

四、 城鄉發展分署區域發展課 羅美容課長 : 
(一) 有關虛擬土地儲備制度談及誘發因子因為全球氣候變遷而增加分析之困難度。以凡

那比颱風來說，該次降雨量接近了 200 年重現期的降雨強度，建議可是拉長重現期

以做分析，反推未來氣候變遷可能造成的降雨量。 

(二) 有關後續執行層面部分，之後的執行制度建立是由地方政府來操作，雖有基礎資料

的建置，但有關資料維護與更新該如何處理，才能讓土地儲備制度可以真的被執

行。 

 

五、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陳組長建忠(書面意見) : 
(一) 無論是地震災害或洪災，災後重建首要面臨的即是如何取得安全的重建用地，「虛

擬土地儲備制度」在災害發生前預先做好準備工作與演練，立意良好，但是，「虛

擬土地儲備制度」具高度專業技術性，如何移轉落實到地方?地方政府的人力是否

足夠?建議未來平時的演練獲取當地居民的認同。 

(二) 例如，阿里山樂野村在八八風災後，當地鄒族進行原鄉重建，因選址地點不安全或

開發成本過高，與嘉義縣政府爆發衝突，而專家學者認為屬於安全的地區，卻遭災

民反彈，認為生活機能不便、沒有水源而不願遷居。類似案例，是否有解決之道?”

安全建地”之名辭恐有較大爭議，若土地為公部門所有應較無爭議，若為私有土地，

需提前開發時，又如何否決其許可。 

(三) 安置替選地的選址，建議將開發成本納入考量。安全建地是否可改為”安置地”或”

模擬基地，做為作業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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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陳盛昌(書面意見) : 
(一) 有關譚美颱風、凡那比颱風對於高雄市之影響與莫拉克颱風對於山地鄉震造成的影

響與成因截然不同，高雄市是由潟湖地形所發展而成，先天地勢低窪排水不易，故

本案建議相關分析資料能補充凡那比水災狀況，並就高密度密集發展之都市易致災

地區之安全建地劃設納入考量。 

(二) 地質法甫經立法院三讀通過，本案敏感地區劃設是否與地質法競合，建議釐清。危

險聚落可否提供與各縣市政府，以供查詢。 

(三) 經評估現居及遷村土地如何處分，建議研提處理方案。那類似的相關作業，倘若縣

市政府執行時，該由哪個單位來負責較適當。 

 

七、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 林教授漢良 : 
(一) 有關期中報告書之用字及詞彙多數是訪談資料(個人意見)收錄，對於往後報告書之

用詞將進行修正，另外會將訪談資料納入附錄部分。 

(二) 對於地區性安置替選地之選擇，會將生活機能、開發成本等因素納入考慮，原則上

會透過可及性分析與土地適宜性分析，以指標方式具體呈現。 

(三) 不同災害類型會有不同考量，例如都市密集發展地區若發生地震，幾乎不可能異地

重建，故將於期末報告書中進一步說明不同類型對於土地的考量亦會有不同的處理

方式。 

(四) 虛擬土地儲備制度可分為兩部分，一為制度一為儲備。制度是一種程序，與現有重

建程序可以互相對應，並且有主辦的相關單位，並有相關的法令配合，且牽涉到制

度設計的概念。而儲備的定義須仍再研擬，如何才算是土地的儲備制度?本案之儲

備目前至少有做到區位的選擇，但 嚴格也 具體的行為即須有強制的作為，例如

土地公告禁限建，但以公有土地作為儲備土地其合理性與可行性仍須審慎評估。 

(五) 安置替選地的時間預估與財務及人力可行性安排，將探討處理土地方面的時間問題，

並藉由案例分析來歸納與檢討。 

(六) 公告之問題應回歸於圖資之事業目的主管機關，因本案所做的分析圖資均使用官方

之公開圖資與資料交叉疊合分析，若以此角度思考並無公告問題之疑慮。 

(七) 有關「虛擬土地儲備制度」，若承辦人員對於業務熟悉與程序了解有一定的程度加

上本案的基礎資料，在實際操作上並不困難，不會有人力不足的考量。而接下來的

教育訓練便是一種演練方式，重點為承辦人員自己本身應加強對法規的了解，以及

業務與資源的結合。 

(八) 居民認同問題多為協調工作，唯該項問題非本案研究之範圍，且無法就單一案例找

出一個共通的解決方法，但只要有協調的機制便可有解決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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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有關高密度密集發展之都市易致災地區之安全建地劃設，多數高密度開發地區之災

後重建逡無法透過儲備土地的概念來重建，惟有從都市土地內的住宅區選取，或是

透過工程技術來補強解決。 

(十) 與地質法競合之問題，公告之資料即為本案之上游研究資料，無相關疑問。 

(十一) 誘發因子使用 高期限 200 年是可以接受的，但目前進入氣候變遷的時代，過

去的 200 年重現期可能是現在氣候變遷時代的 10 年重現期，惟缺乏氣候變遷的重

現期資料，故建議提高安全係數、緩衝區，以加強安全方面的考量。 

(十二) 後續執行層面需透過訪談才能更加詳細了解，希望能讓地方以簡單又便利的方式

操作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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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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案 

期末報告書審查會議紀錄 

壹、 開會時間 : 100 年 3 月 30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00 分 

貳、 開會地點 : 營建署 B1 第 3 會議室 

參、 會議主持人 : 謝副分署長正昌      紀錄 :黃韋慈、曾姸菁 

肆、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 : 詳如簽到簿 

伍、 會議討論 : 如附件 

陸、 決議 : 本案准予備查，並請規劃團隊參酌專家學者與各單位的意見進

行回覆與修正，於結案報告書提出回應表。 

 

散會 :中午 12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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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發言摘要 

一、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陳組長建忠: 
(一) 本計畫作業成果豐碩，原則具體可行。內政部建築研究所亦進行現有建築物坡地災害地

圖套疊，以便現住戶可瞭解所在場所安全度及對策，請貴分署將成果提供作業單位參

考。 

(二) 報告書 p.100 圖 4-35 全台建管規則禁止開發區分佈圖，所載坡度大於 30 度似為 30％

之誤，其相關規定宜配合「山坡地開發建築管理辦法」修改為「山坡地建築管理辦法」，

有關開發準則可回歸土地使用管理之機制，其限制主體應在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所

訂非都市土地變更審議規範，依其規定 30-40％，仍可供作道路或公共設施使用，至因

坡度被限制於自然地形下為不得開發者，自不得予以整地。 

(三) 考量 Part2 之抽印使用，有關檢核表及設計規範查核表宜予列註填寫說明（如「○」其

意義是什麼？）以快速引導使用者填寫。 

(四) 封面以及內容標示為「防災國家型科技計畫」後來改為「落實應用方案」，今年再度更

改為「應用科技方案」。因此封面不應再提「防災國家型科技計畫」。 
 

二、 桃園縣政府 李顧問永展 : 
(一) 報告書勘誤：報告書 p.21 日月潭應改為集集，p.39、p.125 有贅字，文章應再通順，

p.40，觀察與餐與觀察應改為觀察與參與觀察，p.44 圖 3-10 中，應改為行政院秘書長。

即有資料應改為既有資料。p.58 利有改為利用，p.62 行政院水利署改為經濟部水利署，

p.101 圍廣闊改為 為廣闊，p.106 聯得應改為連到，p.118 排除現致應改為排除限

制，p.163 嘉義縣改為台東縣，p.167 南投縣建設處都市計劃科改為城鄉發展科，p.182

對策二和 p.185 無法連貫，p.215 圖表標題錯誤，應改為 200 年重現期距。 

(二) 參考文獻應再加強，補齊清單，並依筆劃順序排列。 

(三) p.66 圖 3-21 應加強說明如何得到六大面向的雷達圖及其想法。 

(四) 根據 p.76， 25 年重現期距的土石流高風險村里圖、p.78 的 50 年重現期距、p.80 的

100 年重現期距及 p.82 的 200 年重現期距，照常理，25 年期距為高風險村里，在 200

年期應該也是高風險，請說明為何高風險村里在 25 年期為高風險，200 年期卻降為中

風險。 
 

三、 銘傳大學都市規劃與防災學系 洪主任啟東 : 
(一) 本計畫的主要貢獻為：用”安置替選地”取代”安全建地”一詞，並將安置替選地劃設

架構、風險地圖所使用的圖資及工具均有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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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結論部分，應連結三期的成果及其關係，而非只有做法的連結，顯示計畫成果的累積。

可再補充關於跨域治理或是跨機關管理部分。 

(三) 關於 4 個高風險村里 後應如何落實於土地管理，是否有配套措施，可再補充說明。 

(四) 關於 p.13 案例類型的四個象限應再斟酌用詞，不要直接寫”本計畫沒劃設”，並將三

年成果與此四個象限進行比對說明。 

(五) p.59 虛擬土地儲備制度設計中，著重在住宅安置替選地的部分，是否有可能將工作安置

替選地或產業安置替選地進行結合，也可考量原住民祭祀或祭典的需求。 

(六) p.60 圖 3-16 中，可否納入土地貸款及融資的程序 

(七) 在結論中，可否加強說明三種災害的對口單位或機關跨域治理在虛擬土地儲備制度中的

應用。 

(八) 本計畫三年的圖資及案例應分開，圖籍歸圖籍，案例歸案例，將操作手冊單獨印製，透

過營建分署內部教育訓練，可推廣到各縣市政府。 

(九) 未來可將圖籍資料放在平板行動電腦中，可進行資料應用，讓計畫更有實務性。 
 

四、 國立台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洪教授鴻智 : 
(一) 本計畫內容完整，確實可提供易致災地區之安全建地劃設與安置地區規劃之參考。 

(二) 本計畫安全建地劃設準則，主要仍偏重實質（或暴露）因素之考慮，及透過地理資訊系

統疊圖分析，做為安全建地劃設準則與主要的規劃方法。對於居民社會經濟屬性、文化

與居民需求等因素之考量較為簡略（如 p.93 所述），此可能需進行相關配套措施的建議。 

(三) 關於 p.76 圖 4-25、p.78 圖 4-26、p.80 圖 4-27、p.82 圖 4-28 等之繪製原則與過程，

請能更清楚說明，以利於後續管理與執行單位操作。 

(四) 由於本計畫劃設安全建地與相關分析的基本單元，多以行政區為主（例如鄉鎮、村里等），

建議或許可多討論跨域或跨行政區的安全建地劃設與規劃準則。 

(五) p.59 所提出之「虛擬土地儲備制度」具有參考價值，然建議這些替選或土地儲備地區，

仍須有一些配套措施，例如生活條件改善、設施改善等輔助措施，以提高安置的可行性。 
 

五、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廖益群先生(書面意見) : 
(一) 期末告報內 p.49 表 3-12 各部會相關法規表內，有關「莫拉克颱風災區劃定特定區說明

書」之部會欄項為本會乙節，因該說明書係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委員會核定通過，

建請將本會更正為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另 p.171 文中提及「土地權

屬涉及到原住民族傳統領域，需原住民族委員會同意使用，解決方式為留設兩公頃土地

做為備災用地」乙節，建議文字修正為「土地涉及到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得參照原住民

族基本法第 21 條規定，解決方式為留設兩公頃土地做為備災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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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內政部消防署 鄭秘書惠文(書面意見) : 
(一) 有關避難收容場所名冊之掌握係屬內政部社會司業務(避難場地)，另有關避難疏散保全

名冊係為內政部民政司業務(避難人員)，以上均非本署業務。 

(二) 有關本案建立易致災地區之安全建地劃設機制，因現行內政部社會司正研議如何妥善規

劃災民臨時收容所，建議本機制可提供給社會司作為未來選定災民臨時收容所之參考。 
 

七、 新北市政府 劉怡君小姐(書面意見) : 
(一) 如「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第 20 條規定（略以）「災害重建應尊重該地區人民、

社區（部落）組織、文化及生活方式…」所陳，在「安置替選地」之空間區位上，認同

儲備土地應具備「離災不離村」、「離村不離鄉」的概念，並維持災後重建社區（部落）

之社會鄰里結構，並有助災區復原重建工作。 

(二) 未來將配合辦理災後都市計畫或非都市計畫相關變更審議程序。 

(三) 有關貴署辦理高災害風險潛勢區之「安置替選地」選址事宜，若需相關用地資料，本府

可提供協助。 

(四) 建議後續能辦理相關教材操作教育訓練及講習，予以供未來地方政府能將本計畫納入辦

理都市規劃及防災事宜規劃參考。 
 

八、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 林教授漢良 : 
(一) 回覆李永展顧問 25 年期為高風險村里，200 年期卻降為中風險村里問題： 

高風險村里的演算法是由各縣市相同雨量重現期距先算出其風險值，再將風險值級距化，

進而選出高風險村里。首先，關於各地方重現期距比較的問題，由於重現期距是根據雨

量站資料而推算的，因此假設 a 地的 25 年重現期雨量比 b 地 25 年重現期雨量大，但

是有可能 a 地 200 年重現期雨量比 b 地 200 年重現期雨量小。另外，由於算出各地的

風險值後，再進行級距化，因此所謂高風險村里是指在同樣的雨量情境中，相對於其他

村里而言，是相對性，而非絕對性。因此才會產生某些村里 25 年期為高風險村里，200

年期卻降為中風險村里的現象。 

(二) 本團隊不贊成坡度 30%進行開發，在地區性安置替選地劃設有排除坡度 30%，並且在

安置替選地設計規範綜理表中，坡度 30%列為禁止開發。但是因為實際個案狀況(如瑪

家農場)是將坡度 30%地區進行人工整地後，再進行開發。因此本團隊在報告中將個案

納入說明，若實務狀況中選到坡度 30%土地，應在開發審議中提出說明報告，讓審議委

員進行審議。在成果報告書中會改善其撰寫方式。 

(三) 虛擬土地儲備制度的配套 具體的做法是土地的禁限建，但因為無法預知災害何時發生，

受災規模多大，所需安置替選地多大，若因此而進行禁限建會引起民眾反彈，因此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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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的行政作為會引起重大衝擊，故本計畫不建議做實質的行政措施，只做到該安置替

選地的開發管制，透過綜理表及開發管制圖來規範該安置替選地的開發。 

(四) 有關生活及族群融合部分，在訪談過程中，在區位選擇中並不能解決，大部分是以建築

設計方法處理，因此在本計畫中，是在安置替選地設計規範中納入族群文化項目，建議

在土地審議階段，利用建築設計來處理相關問題。 

(五) 本計畫有進行 SOP 標準化步驟，目前是以教育訓練教材方式呈現，在成果報告書中會

改善其撰寫方式。 

(六) 本計畫已在第二期進行資料數位化，並建立網站，呈現第二期所有相關成果及圖資，可

透過網站進行資料分享與應用。至於未來如何將資訊放至行動裝置如平板電腦，進行數

位行動化，建議分署另案處理。 

(七) 關於財務部分，本計畫會再訪談其他老師，再予以建議。 

(八) 本計畫會再加強對口單位及資訊流動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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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初審查會議記錄及回應表】 

時間：99 年 10 月 11 日(星期一)下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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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拉克

重建委員

會葉處長 

(一) 莫拉克風災條例，有其專用對象及範

圍，不適用所有災害。 

(二) 此案與 921 之救災方式不同，因風災

係因天候不佳，初期安置需有遮蔽場

地，如寺廟、活動中心；中期為廢棄營

區、公務宿舍；長期安置為永久屋，依

永久屋之性質，921 屬政府建築拍賣，

莫拉克屬 NGO 建築予災民地上權，實

際應用方式須再研商。 

(三) 劃定安全堪虞區及特定區後，縣府需配

合不再投資公共設施及建照的使用執

造核發。 

(四) 組合屋須統一管理，使用較無固定性，

且因政府政策而存在，時效完成後即屬

違章建築。 

(五) 安置土地（永久屋）有條例，應簡便行

政程序，但學校之劃定非屬條例適用的

範圍內，故須依法較費時。 

(六) 政府重建之工程，不可用緊急採購，ㄧ

般需花較多的行政程序，且時程之長短

因人而異。 

1. 由於重大災害發生後，為了加速災後重

建，因應災害實際狀況，而頒佈專用的

災後條例。為了解現行災後重建體系及

其所遇到的課題，因此特以台灣重大災

害：921 地震及莫拉克風災為研究對象。

其中 921 震災雖與本計畫研究的災害無

關，但因 921 至今已有 12 年，其重建過

程完整，可做為借鏡，而莫拉克風災可

檢驗本計畫劃設易致災機制。(p.21) 

二、莫拉克

重建委員

會陳愷 

(一) 此案須討論三大問題：  

1、 哪裡危險，進而繪製出危害地圖。

2、 哪裡聚落屬危險，繪製風險地圖。

3、 而又安全的定義為何?該搬至何

處？進而研擬虛擬土地的儲備。

(二) 第二期之成果展現 100 處危險聚落，

需與第三期相互呼應。 

(三) 安全評估之方式，分詳細及粗略之評估

方式，除軟硬體設施外，需增加環境效

益之評估。 

1. 危害地圖及風險地圖之基礎定義為本計

畫第二期之重要項目，本計畫第三期不

重新定義危害地圖及風險地圖，僅進行

資料更新。”安全建地”意指相對於易

致災地區或高風險村里而言，該重建基

地有較高的安全性，而非一般的絕對安

全(p.20) 

2. 試操作案例中，高雄縣小林村、台東縣

大竹村與桃園縣龍壽村均為第二期所指

認的高風險村里。(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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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審查意見  修正回應 

(四) 如僅有安全建地之劃設，較不周延，建

議納入安全產業用地，使生活生產同時

兼具。 

3. 地區性安置替選地劃設過程中，有做土

地適宜性分析，其評估指標中，有與聚

落可及性、產業可及性、交通可及性及

公共設施可及性(p.106)。 

三、國家科

學委員會

謝組長 

(一) 研究題目容易誤解，是否有更改題目的

機會，於易致災地區在找出安全建地，

似乎兩相矛盾。 

(二) 此案有其使用之價值，其目的應針對

「建立易致災地區之安全建地劃設機

制與準則」進行規劃。 

(三) 劃設原則應納入： 

1、 災害潛勢，未發生之土石流地區

應納入，可向地調所協尋相關的

資料。 

2、 道路之安全性評估須列入考慮，

如道路的脆弱度。 

3、 安全建地開發後對下游地區的影

響。 

4、 高精度之淹水潛勢資料(目前之

淹水潛勢資料較適合於減災規

劃，不適合做安全建地之評估原

則)。 

5、 安全聚落之 大容納人數須納入

考慮。 

(四) 推動機制與宣傳及教育訓練需兩相輔

助。 

(五) 建議劃定的區域應定期重新檢討。 

(六) 報告書 P.2-23:淹水潛勢圖更新概述建

議引用水利署之「淹水潛勢圖更新規範

草案」。 

1. 研究題目是由行政院擬定，因此無法更

改題目。 

2. 遵從辦理，本計畫第三期重要成果為擬

訂一個可落實於地方政府行政程序的虛

擬土地儲備制度。(p.2) 

3. 因本計畫成果未來可能納入行政程序，

為考量其需有公信力，因此資料來源採

用主管機關所公佈的相關資料，如水保

局的土石流潛勢圖、地調所的都會區及

周緣坡地整合性環境地質資料庫、水利

署的淹水潛勢圖等。另外，土地適宜性

部分有考慮到交通，但在脆弱度部分，

因無法定義道路的脆弱度，故尚未納入。

四;  消防署

李科長 

(一) 易致災之災害係包含天然災害之土石

流、水災、地震，需將地震因子排除，

因預測有其困難度，且目前無完全安全

之房屋。 

(二) 水災又可細分為都市與非都市水災。在

都市地區不太可能找出安全建地，而非

都市地區，以山中土石流為例，難以預

測土石流災害。建議以安身立命為主

1. 感謝委員提供寶貴意見，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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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審查意見  修正回應 

題，找出適合之公有或國有土地，較符

合現況。 

(三) 淹水潛勢及災害之模擬，多與地籍資料

無法吻合，無法掌握流動人口數，需納

入各項限制條件之設定。 

五、解教授

鴻年 

(一) 本階段工作在周延機制，落實易致災地

區之災後重建安置。研究單位之虛擬土

地儲備制度構想具創意及可行性。 

(二) 研究程序及案例之解構易具參改性，研

究團隊努力值得肯定。 

(三) “安全建地＂之名辭恐有較大爭議，若

土地為公部門所有應較無爭議，若為私

有土地，需提前開發時，又如何否決其

許可。  

(四) 可檢視替選基地提出後，其落實成安置

之建地程序及時程如何簡化及快速審

視，並作成法定程序，若時程上可掌

握，似不需現階段請各管機關先行審

議，而改以 SOP 教育訓練及假設模擬

為備籌。 

(五) 安全建地是否可改為＂安置地＂或＂

模擬基地＂，做為作業對象。 

(六) 防災有演習，規劃應也有針對防災的 

SOP 演練。 

(七) 評估安全與否的指標應注意生產的鏈

結。 

(八) 建議將第二年成果的 100 處危險聚落

加以分類，落實成 SOP 的教導操作手

冊。 

1. 感謝委員提供寶貴意見，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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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審查意見  修正回應 

六、台北市

政府 

(一) 評估現住地之安全性。 

(二) 現私有土地如何控管、控管時程及監控

單位、方式，皆需詳細說明。 

(三) 危險聚落可否提供予各縣市政府，以供

查詢。 

(四) 簡報 20.21 頁，指標與實際之情況容

易混淆。 

(五) 那類似的相關作業，倘若縣市政府執行

時，該由哪個單位來負責較適當。 

1. 感謝委員提供寶貴意見，遵照辦理。 

七、屏東縣

政府 

(一) 災地之安全地區，但就莫拉克風災，多

處災區成為孤島，其安全建地就算安

全，但對外卻失去聯繫，期望題目可在

研議。 

(二) 舉例來說，屏東林邊都市計畫地區因皆

為淹水地區，幾乎無安全建地可言。 

(三) 有關啟動機制之時間及土地管理之時

機，需有相關準則。 

1. 感謝委員提供寶貴意見，遵照辦理。 

2. 本計畫安置替選地主要以土石流及坡地

災害為主要對象。 

八、李得全

顧問 

(一) 本案期初工作報告架構完整，內容尚稱

完備，惟有關政府災後重建之角色似可

納入後續討論。  

(二) 「建立易致災地區之安全建地劃設機

制與準則」之命題本身似乎有矛盾，如

易致災地，所謂安全建地之定義為何 ?

安全程度或災害風險程度為何?  

(三) 全球「極端氣候」持續嚴重影響下，台

灣易致災地區是否仍有所謂之「安全建

地」以供長期安置，且不致造成未來之

災害，而此建地之使用強度與營建方式

可有相對應之限制或規範。  

(四) 本案目的似乎考量從「安全建地」擴大

思維至「安全聚落或社區」 (包含非居

住需求之其他相關生活所需)劃設機制

與準則，以回應台灣災後重建選址之需

求，但集中安置或分散安置之政策分析

或 適重建規模似乎因不同個案會有

不同之考慮，且應可討論非「災後重建」

之其他社會救助、保險機制等其他方

3. 感謝委員提供寶貴意見，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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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審查會議及回應

委員  審查意見  修正回應 

式，並列入後續相關研究。  

(五) 第一、二期之成果各單位是否已有共

識?(村里尺度)40M*40M 之地區尺度

如何應用於都市及非都市地區?是否有

所不同?可否選擇一些地區實地操作以

分析適用性。（五）第一、二期之成果

各 單 位 是 否 已 有 共 識 ?( 村 里 尺

度)40M*40M 之地區尺度如何應用於

都市及非都市地區?是否有所不同?可

否選擇一些地區實地操作以分析適用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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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審查會議記錄及回應表】 

時間：99 年 11 月 22 日(星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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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拉克

重建委員

會陳正工

程司愷 

(一) 報告書部分章節也些許地方需要修

正: 

1、 建議報告書中的文字用詞語單

位名稱可以統一且正確。例如

八八風災委員會應修正為行政

院 莫 拉 克 颱 風 災 後 重 建 委 員

會，以及 921 重建會有前後階

段性的名稱，建議使用前後階

段，勿使用新、舊來區分 921

重建會。 

2、 數據方面，建議有定義說明。

例如表格上的安置用地計有 30

多處，但依重建會與內政部對

於安置用地有不同的觀念，建

議補充說明。 

3、 報告書 p.2-28 內的圖 2-15 各

類土地開發審議流程圖，以土

地分來說，可分為都市土地、

非都市土地及國家公園三類審

議規則，其中國家公園的審議

規模以 10 公頃為劃分標準。 

4、 報告書 p.3-18 提及以永續經營

的方式來規劃安置用地，若真

以該方式規劃需要哪些考量? 

5、 報告書 p.3-28 及 29 

(1) 有關經費課題之敘述，實際上

政府將重建會規劃為一督導

與協調的機關，執行工作則為

中央部會及各縣市政府，故文

中所指「將各部會所需的預算

發落出去，導致重建委員會無

1. 有關期中報告書中的文字用詞多數是訪談

資料(個人意見)收錄，對於往後報告書之用

詞將進行修正，另外會將訪談資料納入附錄

部分。 

2. 對於地區性安置替選地之選擇，會將生活機

能、開發成本等因素納入考慮，原則上會透

過可及性分析與土地適宜性分析，以指標方

式具體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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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審查會議及回應

委員  審查意見  修正回應 

實際權力」內容部分建議修

正。 

(2) 另「縣(市)政府在審議沒有駁

回機制」，其實是有駁回機制

的，例如嘉義阿里山山美地區

在水保審議階段被駁回。 

6、 課題撰寫內容建一篩選過後再

放入報告書，其用字措詞仍須

多加注意。 

(二) 簡報部分，補充說明有關永久安治屋

屬長期安置，非屬緊急安置，所以未

來不適用緊急採購。 

(三) 長期安置除了可依重建條例 21 條及

延續其以下規定外，另政府為辦理安

至災區災民所需之土地，也可依非都

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42 條之 1 進行

變更，例如高雄縣六龜鄉的榮興段即

是使用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42

條之 1。 

二、城鄉發

展分署李

簡任正工

程司賢基 

(一) 在虛擬土地儲備制度部分，是否可在

期末報告階段具體以圖、表分別呈現

一定規模(例如 0.5 公頃)以上安置替

選地全台區位(至少呈現公有土地部

分)。 

(二) 後續教育訓練對象、師資之安排，請

補充說明。 

(三) 調查作業如屬地區性尺度(例如:鄉鎮

村里)之設計，如人口密度之單位請選

用適宜者，不必用到萬人/平方公里。

1. 有關「虛擬土地儲備制度」，若承辦人對於

業務熟悉與程序了解有一定的程序，加上本

案的基礎資料，在實際操作上並不困難，不

會有人力不足的考量。接下來的教育訓練是

一種演練方式，重點為承辦人員自己本身應

加強對法規的了解，以及業務與資源的結

合。 

三、基隆市

政府都市

發展處余

技士憶雯 

(一) 有關安全替選地的部分，建議虛擬土

地儲備制度與災後家園重建流程對

照圖，可否於縱向軸加入「時間」預

估觀念，例如從安全性評估之前置作

業至分配進住新家園共需花費多久

時間?另外，開發成本(及財務可行性

及人力安排)是縣市政府優先考量之

重要因子，請再補充。 

(二) 有關易致災地區部分，政府原為保障

1. 安置替選地的時間預估與財務人力可行性

安排，將探討處理土地方面的時間問題，並

藉由案例分析來歸納與檢討。 

2. 公告之問題應回歸於圖資之事業目的主管

機關，因本案所做的分析圖資均使用官方之

公開圖資與資料交叉疊合分析，若以此角度

思考並無公告問題之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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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審查意見  修正回應 

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惟有關易致災地

區之劃設預期將會影響房地產業者

及民眾(當地住民)之反彈，故會造成

房價下跌、房子賣不出去之恐慌，所

以公告與否應審慎考量。 

四、城鄉發

展分署區

域發展課

羅課長美

容 

(一) 有關虛擬土地儲備制度談及誘發因

子因為全球氣候變遷而增加分析之

困難度。以凡那比颱風來說，該次降

雨量接近了 200 年重現期的降雨強

度，建議可是拉長重現期以做分析，

反推未來氣候變遷可能造成的降雨

量。 

(二) 有關後續執行層面部分，之後的執行

制度建立是由地方政府來操作，雖有

基礎資料的建置，但有關資料維護與

更新該如何處理，才能讓土地儲備制

度可以真的被執行。 

1. 誘發因子使用 高期限 200 年是可以接受

的，但目前已進入氣候變遷時代，過去的

200 年重現期可能是現在氣候變遷的 10 年

重現期，惟缺乏氣候變遷的重現期資料，故

建議提高安全係數、緩衝區，以加強安全方

面考量。 

2. 後續執行層面需透過訪談才能更加詳細了

解，希望能讓地方以簡單又便利的方式操作

執行。 

五、內政部

建築研究

所  陳組長

建忠 

(書面意見) 

(一) 無論是地震災害或洪災，災後重建首

要面臨的即是如何取得安全的重建

用地，「虛擬土地儲備制度」在災害

發生前預先做好準備工作與演練，立

意良好，但是，「虛擬土地儲備制度」

具高度專業技術性，如何移轉落實到

地方?地方政府的人力是否足夠?建

議未來平時的演練獲取當地居民的

認同。 

(二) 例如，阿里山樂野村在八八風災後，

當地鄒族進行原鄉重建，因選址地點

不安全或開發成本過高，與嘉義縣政

府爆發衝突，而專家學者認為屬於安

全的地區，卻遭災民反彈，認為生活

機能不便、沒有水源而不願遷居。類

似案例，是否有解決之道?”安全建

地”之名辭恐有較大爭議，若土地為

公部門所有應較無爭議，若為私有土

地，需提前開發時，又如何否決其許

可。 

(三) 安置替選地的選址，建議將開發成本

1. 居民認同問題多為協調工作，唯該項問題非

本案研究之範圍，且無法就單一案例找出一

個共通的解決方法，但只有要協調機制便可

有解決之機會。 

2. 「虛擬土地儲備制度」可分為二部分：制度

與儲備。制度是一種程序，與現有重建程序

可相互對應，並且有主辦的相關單位，及相

關法令的配合，涉及到制度設計的概念。而

儲備的定義須仍再研擬，如何才算是土地儲

備？本案之儲備目前至少做到區位的選

擇，但 嚴格也 具體的行為即須有強制性

作為，例如土地公告禁限建，但以公有土地

作為儲備土地其合理性與可行性仍須審慎

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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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審查會議及回應

委員  審查意見  修正回應 

納入考量。安全建地是否可改為”安

置地”或”模擬基地，做為作業對

象。 

六、高雄市

政府都市

發展局陳

昌盛 

(書面意見) 

(一) 有關譚美颱風、凡那比颱風對於高雄

市之影響與莫拉克颱風對於山地鄉

震造成的影響與成因截然不同，高雄

市是由潟湖地形所發展而成，先天地

勢低窪排水不易，故本案建議相關分

析資料能補充凡那比水災狀況，並就

高密度密集發展之都市易致災地區

之安全建地劃設納入考量。 

(二) 地質法甫經立法院三讀通過，本案敏

感地區劃設是否與地質法競合，建議

釐清。危險聚落可否提供與各縣市政

府，以供查詢。 

(三) 經評估現居及遷村土地如何處分，建

議研提處理方案。那類似的相關作

業，倘若縣市政府執行時，該由哪個

單位來負責較適當。 

1. 有關高密度密集發展之都市易致災地區之

安全建地劃設，多數高密度開發地區之災後

重建均無法透過儲備土地的概念來重建，惟

有從都市土地內的住宅區選取，或是透過工

程技術來補強解決。 

2. 與地質法競合之問題，公告之資料即為本案

之上游研究資料，無相關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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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審查會議記錄及回應表】 

時間：100 年 3 月 30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00 分 

地點：營建署 B1 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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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

建築研究

所  陳組長

建忠 

(一) 本計畫作業成果豐碩，原則具體可行。內政部

建築研究所亦進行現有建築物坡地災害地圖套

疊，以便現住戶可瞭解所在場所安全度及對

策，請貴分署將成果提供作業單位參考。 

(二) 報告書 p.100 圖 4-35 全台建管規則禁止開發

區分佈圖，所載坡度大於 30 度似為 30％之

誤，其相關規定宜配合「山坡地開發建築管理

辦法」修改為「山坡地建築管理辦法」，有關開

發準則可回歸土地使用管理之機制，其限制主

體應在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所訂非都市土

地變更審議規範，依其規定 30-40％，仍可供

作道路或公共設施使用，至因坡度被限制於自

然地形下為不得開發者，自不得予以整地。 

(三) 考量 Part2 之抽印使用，有關檢核表及設計規

範查核表宜予列註填寫說明（如「○」其意義

是什麼？）以快速引導使用者填寫。 

(四) 封面以及內容標示為「防災國家型科技計畫」

後來改為「落實應用方案」，今年再度更改為「應

用科技方案」。因此封面不應再提「防災國家型

科技計畫」。 

1. 本團隊不贊成坡度 30%進行開

發，在地區性安置替選地劃設有

排除坡度 30%，並且在安置替選

地設計規範綜理表中，坡度 30%

列為禁止開發。但是因為實際個

案 狀 況 (如 瑪 家 農 場 )是 將 坡 度

30%地區進行人工整地後，再進行

開發。因此本團隊在報告中將個

案納入說明，若實務狀況中選到

坡度 30%土地，應在開發審議中

提出說明報告，讓審議委員進行

審議。在成果報告書中會改善其

撰寫方式。(p.4‐30) 

2. 感謝委員指正，關於 part2 與封面

已逐一修正。 

二、桃園縣

政府  李顧

問永展 

(一) 報告書勘誤：報告書 p.21 日月潭應改為集集，

p.39、p.125 有贅字，文章應再通順，p.40，

觀察與餐與觀察應改為觀察與參與觀察，p.44

圖 3-10 中，應改為行政院秘書長。即有資料應

改為既有資料。p.58 利有改為利用，p.62 行政

院水利署改為經濟部水利署，p.101 圍廣闊

改為 為廣闊，p.106 聯得應改為連到，p.118

排除現致應改為排除限制，p.163 嘉義縣改為

台東縣，p.167 南投縣建設處都市計劃科改為

城鄉發展科，p.182 對策二和 p.185 無法連貫，

p.215 圖表標題錯誤，應改為 200 年重現期距。

1. 感謝委員指正，關於報告書勘誤

部分與參考文獻，已逐一改正。

圖 3‐8 安置替選地調查作業工作

項目與遷村六大議題關係圖已加

強說明。(p.3‐27) 

2. P.6‐11 嘉義縣已改為台東縣，但

p.6‐14 與 p.6‐15 的地方政府承辦

單位根據再次與南投縣政府確

認，實乃地方政府承辦單位，非

筆誤所致。 

3. 回覆李永展顧問 25年期為高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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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參考文獻應再加強，補齊清單，並依筆劃順序

排列。 

(三) p.66 圖 3-21 應加強說明如何得到六大面向的

雷達圖及其想法。 

(四) 根據 p.76， 25 年重現期距的土石流高風險村

里圖、p.78 的 50 年重現期距、p.80 的 100 年

重現期距及 p.82 的 200 年重現期距，照常理，

25 年期距為高風險村里，在 200 年期應該也

是高風險，請說明為何高風險村里在 25 年期

為高風險，200 年期卻降為中風險。 

村里，200 年期卻降為中風險村里

問題：(p.7‐14) 

高風險村里的演算法是由各縣市相同

雨量重現期距先算出其風險值，再將

風險值級距化，進而選出高風險村

里。首先，關於各地方重現期距比較

的問題，由於重現期距是根據雨量站

資料而推算的，因此假設 a 地的 25 年

重現期雨量比 b 地 25 年重現期雨量

大，但是有可能 a 地 200 年重現期雨

量比 b 地 200 年重現期雨量小。另外，

由於算出各地的風險值後，再進行級

距化，因此所謂高風險村里是指在同

樣的雨量情境中，相對於其他村里而

言，是相對性，而非絕對性。因此才

會產生某些村里 25 年期為高風險村

里，200 年期卻降為中風險村里的現

象。 

三、銘傳大

學都市規

劃與防災

學系  洪主

任啟東 

(一) 本計畫的主要貢獻為：用”安置替選地”取

代”安全建地”一詞，並將安置替選地劃設架

構、風險地圖所使用的圖資及工具均有交代。

(二) 在結論部分，應連結三期的成果及其關係，而

非只有做法的連結，顯示計畫成果的累積。可

再補充關於跨域治理或是跨機關管理部分。 

(三) 關於 4 個高風險村里 後應如何落實於土地管

理，是否有配套措施，可再補充說明。 

(四) 關於 p.13 案例類型的四個象限應再斟酌用

詞，不要直接寫”本計畫沒劃設”，並將三年

成果與此四個象限進行比對說明。 

(五) p.59 虛擬土地儲備制度設計中，著重在住宅安

置替選地的部分，是否有可能將工作安置替選

地或產業安置替選地進行結合，也可考量原住

民祭祀或祭典的需求。 

(六) p.60 圖 3-16 中，可否納入土地貸款及融資的

程序。 

(七) 在結論中，可否加強說明三種災害的對口單位或

機關跨域治理在虛擬土地儲備制度中的應用。

1. 感謝委員指正，關於結論部分，

已在 chap 7 補充說明。(p.7‐1) 

2. 虛擬土地儲備制度的配套 具體

的做法是土地的禁限建，但因為

無法預知災害何時發生，受災規

模多大，所需安置替選地多大，

若因此而進行禁限建會引起民眾

反彈，因此若做實質的行政做為

會引起重大衝擊，故本計畫不建

議做實質的行政措施，只做到該

安置替選地的開發管制，透過綜

理表及開發管制圖來規範該安置

替選地的開發。 

3. 有關生活及族群融合部分，在訪

談過程中，在區位選擇中並不能

解決，大部分是以建築設計方法

處理，因此在本計畫中，是在安

置替選地設計規範中納入族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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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本計畫三年的圖資及案例應分開，圖籍歸圖

籍，案例歸案例，將操作手冊單獨印製，透過

營建分署內部教育訓練，可推廣到各縣市政府。

(九) 未來可將圖籍資料放在平板行動電腦中，可進

行資料應用，讓計畫更有實務性。 

化項目，建議在土地審議階段，

利用建築設計來處理相關問題。

4. 本計畫已在第二期進行資料數位

化，並建立網站，呈現第二期所

有相關成果及圖資，可透過網站

進行資料分享與應用。至於未來

如何將資訊放至行動裝置如平板

電腦，進行數位行動化，建議分

署另案處理。 

5. 關於財務部分，本計畫會再訪談

其他老師，再予以建議。 

6. 本計畫會再加強對口單位及資訊

流動的描述。(p.3‐22) 

四、國立台

北大學不

動產與城

鄉環境學

系  洪教授

鴻智 

(一) 本計畫內容完整，確實可提供易致災地區之安

全建地劃設與安置地區規劃之參考。 

(二) 本計畫安全建地劃設準則，主要仍偏重實質（或

暴露）因素之考慮，及透過地理資訊系統疊圖

分析，做為安全建地劃設準則與主要的規劃方

法。對於居民社會經濟屬性、文化與居民需求

等因素之考量較為簡略（如 p.93 所述），此可

能需進行相關配套措施的建議。 

(三) 關於 p.76 圖 4-25、p.78 圖 4-26、p.80 圖

4-27、p.82 圖 4-28 等之繪製原則與過程，請

能更清楚說明，以利於後續管理與執行單位操

作。 

(四) 由於本計畫劃設安全建地與相關分析的基本單

元，多以行政區為主（例如鄉鎮、村里等），建

議或許可多討論跨域或跨行政區的安全建地劃

設與規劃準則。 

(五) p.59 所提出之「虛擬土地儲備制度」具有參考

價值，然建議這些替選或土地儲備地區，仍須

有一些配套措施，例如生活條件改善、設施改

善等輔助措施，以提高安置的可行性。 

1. 有關生活及族群融合部分，在訪

談過程中，在區位選擇中並不能

解決，大部分是以建築設計方法

處理，因此在本計畫中，是在安

置替選地設計規範中納入族群文

化項目，建議在土地審議階段，

利用建築設計來處理相關問題。

2. 感謝委員指正，關於 chap4 的繪

製過程，已補充說明。(p.4‐17) 

五、行政院

原住民族

委員會  廖

益群先生 

(一) 期末告報內 p.49 表 3-12 各部會相關法規表

內，有關「莫拉克颱風災區劃定特定區說明書」

之部會欄項為本會乙節，因該說明書係行政院

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委員會核定通過，建請將

感謝委員提供意見。報告書 p.3‐8 及

p.6‐19 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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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意見)  本會更正為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

員會；另 p.171 文中提及「土地權屬涉及到原

住民族傳統領域，需原住民族委員會同意使

用，解決方式為留設兩公頃土地做為備災用地」

乙節，建議文字修正為「土地涉及到原住民族

傳統領域，得參照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1 條規

定，解決方式為留設兩公頃土地做為備災用

地」。 

六、內政部

消防署  鄭

秘書惠文

(書面意見) 

(一) 有關避難收容場所名冊之掌握係屬內政部社會

司業務(避難場地)，另有關避難疏散保全名冊係

為內政部民政司業務(避難人員)，以上均非本署

業務。 

(二) 有關本案建立易致災地區之安全建地劃設機

制，因現行內政部社會司正研議如何妥善規劃

災民臨時收容所，建議本機制可提供給社會司

作為未來選定災民臨時收容所之參考。 

感謝委員提供意見。 

七、新北市

政府  劉怡

君小姐 

(書面意見) 

(一) 如「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第 20 條

規定（略以）「災害重建應尊重該地區人民、社

區（部落）組織、文化及生活方式…」所陳，

在「安置替選地」之空間區位上，認同儲備土

地應具備「離災不離村」、「離村不離鄉」的概

念，並維持災後重建社區（部落）之社會鄰里

結構，並有助災區復原重建工作。 

(二) 未來將配合辦理災後都市計畫或非都市計畫相

關變更審議程序。 

(三) 有關貴署辦理高災害風險潛勢區之「安置替選

地」選址事宜，若需相關用地資料，本府可提

供協助。 

(四) 建議後續能辦理相關教材操作教育訓練及講

習，予以供未來地方政府能將本計畫納入辦理

都市規劃及防災事宜規劃參考。 

感謝委員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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