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ii

U l l O l l 00 i u ,
JI
0010,

冒
國家災古防救钅

山~一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enter 'for D isaster"Reduction

、

＼

~
鬮＇

丶

l

10011001'
r 、^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2Q12 年輾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illnology rCemter f:or Disaster R函uctiiio

'

NCOR

比起去年，今 (2012) 年不論發生在臺灣或是世界其他國家的天然災
害數量減少，總體損失也較輕微，但即使如此，仍有一些災害值得注意。
在國內，於 7 月 30 日至 8 月 3 日期間登陸的蘇拉颱風，雖僅屬中度颱風，
但卻也給花蓮、宜蘭地區帶來大量與極端的降雨，最高累積總雨量超過
1,700 毫米，最大時雨量更接近 130 毫米，因此導致蘇花公路、北迴鐵路，
以及西部的南投、雲林等地多處交通路線坍塌、掩埋、積水與中斷；另外，
持續的豪大雨引發了花蓮縣秀林鄉和中部落嚴重的土石流災害，巨大的土石
由山區沖刷而下，令人戰慄不已。其次， 8 月 21 日至 25 日以及 8 月 26 日至 28
日兩次往返登陸臺灣、路徑特殊的天秤颱風；其第—次侵襲了最南部的恆春
半島，造成交通、電力、電信全面停擺，恆春鎮部分地區嚴重淹水。而回馬
槍第二次登陸的天秤颱風，則吹著 17 級的強大陣風，捲起十多米的高大巨
浪，再次重創了蘭嶼；摧毀島上唯一的加油站、農會超市、多棟民宅丶道

路、機場，以及居民賴以為生的數十艘船隻與大量漁具；造成數十年來當地
所遭受最嚴重的災情。
而在國外，於 10 月下旬登陸美國東北部的科學怪風珊迪 (Sandy) 颶風，
被認為是近百年來侵襲該地區最嚴重的「超級風暴」，其不但形成半徑長達

800 公里的巨大雲雨帶，強大風速更高達每小時 150 公里。因此，雖然其挾
帶的雨量並非最大，但強風及其形成的暴潮與倒灌的海水，強烈衝擊了曼哈
頓；人口最多的皇后區，除了因強風吹斷電線，造成大區域的停電，以及因
此引發的火災燒毀數棟民宅之外，嚴重的積水更加重了救災行動的困難，許
多民眾都只能自行破窗、倉皇逃生。此外，為了防災應變，包括地下鐵、公
車、鐵路等，每日達 850 萬人次使用的公共運輸交通全部停駛、工商等都市

機能幾乎停擺，連成立三十多年的紐約證券交易所 (NYSE) 也第一次關閉了
交易大廳。不僅如此，強風與暴潮也嚴重沖毀了鄰近紐澤西州海岸地區的高
價房屋群，涵蓋紐約、華盛頓、費城等三大都市的路面交通，七千多架次的

飛機航班皆被迫停駛或取消，高達千萬的區域人口動彈不得。總之，颶風珊

迪重創了世界第—大城紐約及其周邊廣大的都會區域。

施、受災社區等不同災害或事件的規模、衝擊與災損進

相對於貫穿南美、北美兩大）州，共造成二百五十多人死

行分析模擬。而後者，在評估方面例如有關地區或地方

亡、損失約 650 多億美金的颱風珊迪，於 12 月初登陸菲律

政府災害防救總體能力、基層社區自主防救災能力等的

賓的寶發 (Bopha) 颱風，亦被稱為自有觀測以來，最

分析評估，另在能量強化方面，則有地區（地方政府與

低緯度的五級颱風。在登陸菲律賓之前，颱風寶發已造

社區）災害防救能力的發展與建議研討、社福機構颱風

成帛琉、密克羅尼西亞等地重大的損失，而橫掃菲律賓

應變管理工具的研發、災害防救資訊決策支援系統的強

期間，最高時速達 220 公里的暴風與持續降下的豪大雨，

化，尤其是提供地方政府使用版本的開發，還有各類災

累計影響了六百多萬人口，造成干人以上死亡、失蹤，

害潛勢圖資的更新與推廣等。

20 多萬棟建物全倒或半倒等嚴重災情。

除了與氣象或極端氣候相關之議題外，國家災害防

以上，不厭其煩地列舉了過去—年來發生的數個

救科技中心當然也對陋時威脅而且可能嚴重衝擊臺灣的

重大災害，乃再再期待能夠説明越來有越多不同於以往

地震災害及其防救科技進行研討；這些研討包括地震災

經驗、超出預估規模，以及災害風險及其不確定性不斷

害的風險評估、新興的地震海嘯疏散避難計畫指針，以

提高的極端氣候及衍生出來的大規模災害潛藏在我們周

及嘗試推動以大臺北都會區為對象，建置整體性大規模

嬗，甚至在整個地球上，髄時挑戰這些從事於災害防救

地震衝擊的分析評估技術等，期待所得之結果，都可以

科研與實務的單位及人員；而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亦

成為日後震災防救政策或計畫研擬時的基本參據，對防

屬於災害防救科研與推動落實的一員，亦即所有同仁也

救實務能量的提升有所助益。

必須同樣地面對如此的挑戰。
為了面對前述的新挑戰，在過去一年裡，國家災害

總結來説，誠如往年這本年報發行的目的，希望
能夠成為各界，尤其是關心災害及其防救科技之諸位朋

防救科技中心的同仁從「如何更加瞭解、掌握未來高不

友，對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的科技研發、落實推動，

確定性的災害及其風險」，以及「如何評估、強化因應

以及圈際交流等各項活動，能夠更深入了解的管道。而

高不確定性災害的能量」兩方面展開多項的科技研發與

在此列出的多項科研課題有部分或已獲取—定程度的成

應用。具體上，前者首推「因對氣候與環境變遷之防災

果，但亦有部分仍處於進行之中。因此，各位在閲讀本

調適策略研究」，其中更包含有臺灣未來二十年到三十

年報所刊內容之後，若能更進一步了解災害防救的科

年之間的氣候推估，以及在此氣候推估下各類災害的風

技，或甚至願意投入此一領域，共同為建構防災、耐災

險評估等研究。其次，針對由於氣象而可能引發出來，

與具災害回復力 (Resilience) 的臺灣來努力，那這本年

如坡地的大規模崩塌丶土石災害、颱洪、關鍵基礎設

報的編印就十分值得、非常慶幸了。

主任

＼束一亮全
1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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蠶A涓且「：血曲
一、前言

二、主要災害事件固顧

2012 年廣為流傳的話題莫過於「世界末

本中心彙整 2012 年全世界天然災害事件，特

日」，舉凡地震、洪水、土石流、暴風雪，甚至電

別針對世界各地幾件重大災害事件，進行災害回

影情節中所描述的海嘯都成為其代名詞；而 2012 年

顧：

整體的災害情況與過去相較之下，生命財產的損失

並無毀滅性的「大」，但災害仍然持續不斷在全世

度環流與天氣系統滯留影響，歐洲地區發生 25

界發生。圖 1-1 為 2012 年世界各地災害分布區：日

年來異常低溫的現象，日本地區則是於同一時

本、歐洲111 、 2 月寒害、澳洲 2 、 3 月水災丶 5 月美國

期，出現罕見的大雪。此二起事件均造成當地

乾旱持續惡化、 8 月蘇拉颱風襲臺、美東紐約 10 月

人員傷亡與重大衝擊，歐洲地區受到影響範圍

Sandy颶風侵襲、 2012年底菲律賓遭受寶發颱風侵

較廣，約有 650 人死亡、日本則有 132 人於事件

襲。

中喪生。（統計至2012.04)

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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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歐洲、日本雪災： 1 月底至 2 月初，受到大尺

2012 年全世界重大天然災害分布圜（照片來源：歐新社）

I

2.

雨，共造成二到三萬人撤離；而後，又因梅雨鋒

當地時間 4 月 11 日下午 2

地震規模

面移動，除了在九州北部及中部地區降下大雨造

震央位於印尼蘇門答臘島北部外海地

成災清之外，也在本州的德島縣、新瀉縣等地降

區，震源深度 22.9 公里。最大震度為修正莫卡

下大雨致災。共有 29 人死亡丶 4 人失蹤、以及 7

利震度 6 級（相當於我國震度 5 級，即最大地表

人輕重傷等；建物以及公路部分，這次豪雨總共

加速度 80gal 至 250gal)

造成 156 棟建物全毀、超過一萬棟建物被遭受洪

Mw8.6;

: 38 : 37 ,

。地震發生後，美國太

平洋海嘯警報中心 (Pacific

水衝擊；災情最嚴重時，除了多處鐵公路中斷之

Tsunami Warning

Center) 發出海嘯注意報 (Tsunami

外，福岡、大分縣等地區造成孤島聚落，共影響

Watch

Bulletin) 給印度洋沿岸國家，透過電視及手

機簡訊對蘇門達臘及亞齊兩省民眾發布海嘯警

約三百多位居民。（統計至 2012.07)

6.

報。所幸地震發生原因為走向滑移錯動，不同

強度約為 40~80 毫米l小時，最大雨量高達 100.3

造成距離震央最近的印尼亞齊省，電力中斷、

毫米 l 小時。降雨急丶歷時長丶範圍廣，因此

對外通訊中斷，並所幸未造成重大傷亡。（統

北京市受困於水災中，造成至少 79 人死亡，

計至 2012.04)

10,660 間房屋倒塌， 6.6 萬人撤離， 160 萬人受

災，以及超過 116 億人民幣之經濟損失。（統計

苦，而災情最為嚴重的地區首推雲南省，已連

至 2012.08)

人受災、 158 萬頭牲畜飲水困難，直接經濟損失
超過 41.2 億人民幣；斷流河川總計有 273 條，包
括亞｝州第—大瀑布的黃果樹瀑布；林地受災面
積達 200 多萬畝。（統計至 2012.08)

4. 美國乾旱： 2012 年美國中西部旱災持續對各州

7.

蘇拉颱風：淹水災情主要分布在宜蘭縣、新北
市、桃圍縣丶新竹縣市、臺中市、南投縣丶彰
化縣及雲林縣部分地區；坡地災情主要分布在

宜蘭縣、花麵縣、臺中市、苗栗縣、南投縣丶
新北市山區小區域土石滑落。其中以花蓮縣秀
林鄉和中社區和中野溪土石流沖進民宅丶和仁

造成災難性影響後果，損失已超過 350 億美元，

土石流阻斷台 9 線、崇德邊坡遭大雨沖刷崩落阻

預期將降低國內生產總值 GDP 約 0.5 至 1 個百分

斷台 9 線，並且大量土石流進崇德火車站使得鐵

點，相當於 750 億至 1,500 億美元的經濟損失，

路癱瘓。蘇拉颱風造成，全臺共計 5 人死亡、 16

超越 1988 年美國旱災，成為在美國歷史上損失

人受傷丶 2 人失蹤。（統計至 2012.08)

最慘重的旱災事件。農作物（如玉米、小麥丶
黃豆等）受到嚴重乾旱影響最為直接，產量下

降且價格上升。美國為全球最大玉米出口國，
因此美國玉米欠收時，全球糧食價格也受影響
有大幅變動。此外，美國玉米產量有 40% 是使

用於提煉乙醇，以做為燃料，能源價格也因此
受到影響。（統計至 2012.12)

8. 美國 Sandy 颶風： 10 月底 Sandy 以 C1 級颶風
（相當於中央氣象局定義之中度颱風）登陸美
國東岸大西洋城，最大風速為 150 公里l小時，暴
風半徑約 790km 。侵襲期間又適逢大潮，暴潮

由哈德遜河東岸溢淹後進入曼哈頓區，造成紐
約市區大淹水，當地媒體報導最大淹水深達 4 公
尺，原本 24 小時營運的紐約地鐵系統停擺，市

日本九州水災： 6 月底梅雨鋒面北移並滯留於

區大範圍停電停話，部分醫院緊急撤離；另外

長江口與日本西南端，梅雨鋒面滯留期間首先

紐澤西沿岸地區，受暴潮直接衝擊災情嚴重。

在 7 月初於九州北部的福岡縣和大分縣降下大

（統計至 20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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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雲南乾旱：大陸西南地區深受百年大旱之

續三年遭遇大旱。持續乾旱已造成雲南 876.6 萬

5.

大陸北京暴雨： 7 月中下旬，北京市及其周邊
地區遭遇 61 年來最嚴重之暴雨，各區暴雨降雨

於日本 311 東日本大震災，故並未造成海嘯，僅

3.

rr[4

印尼蘇門答臘北部外海地震：地震發生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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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菲律賓寶發颱風：強烈颱風寶發於 12 月襲擊

洪災的因應對策，除加強災害預警、疏散撤離

菲律賓民答那峨東南部，造成死亡人數為 1,067

計畫外，針對關鍵設施（捷運、地下隧道、電

人，另有 848 人失蹤，造成的人命傷亡為拒 20 年

力設施丶通訊設備）必須重點加強改善防護計

來最嚴重災情，且為菲律賓有紀錄以來第二嚴

畫。

重災害事件，亦為 2012 年全球傷亡最嚴重的颱

洪災害事件。 2011 年瓦西颱風與 2012 年寶發颱

4.

建立醫療院所、社韞機構撤離計畫
美國 Sandy颶風中紐約醫療院所撤離、署立新營

風路徑相似皆為民答那峨不同地區造成災害，

醫院北門分院火災事件，雖然災害類型不同，

主要原因是對於颱風侵襲危害資訊與認知的落

但都面臨大量病患撤離作業， Sandy颶風的醫療

差，也因此造成民答那峨東南部造成嚴重災情

院所有計畫且撤離得宜有效降低傷亡，足以作

（瓦西颱風災情在民答那峨西北部）。（統計

為我國建立醫療院所丶社福機構因應災害緊急

至 2013.01)

撤離或疏散避難之參考，同時注意停電後造成
病歷資料欠缺，暴露醫護銜接困難等問題。

三、借鏡與省思
各種災害在各地區所造成的衝擊型態皆不盡

5 擬定大規模疏散撤離計畫與避難虞設備更新

相冏，全球各地持續不斷發生災害，每一次的災害

美國 Sandy颶風撤離人數達 30 萬人以上，菲律賓

案例都是很好的學習經驗，藉由今年的全球災害案

寶發颱風撤離人數高達百萬人。災害所引發大

例，本中心提出以下幾點可供學習借鏡之方向。

規模疏散撤離行動，以及避難處災民需求（取

1.

暖設備丶醫護等），應於事前就已擬定好計

建立海岸防災計畫，建全防災體系

畫，充分進行準備，建議國內可參考萁計畫內

東日本大震災，海嘯侵襲海岸地區，使全臺開

容及運作機制，以因應國內未來可面臨發之大

始思考海嘯侵襲的防救計畫，在 Sandy颶風後，

規模災害。

建議應將海嘯防救計畫的重點調整，並納入海

岸遭受暴潮溢淹等災害類型的防救計晝，以健

6.

全坡地災害丶低窪地區洪水災害到海岸地區的

美國與大陸的乾旱事件，皆為近年來最嚴重的

海岸災害防救體系。

災情，不僅影響民生用水，甚至造成產業停頓
或減產，因此付出龐大經濟損失的代價，甚至

2 強化災前整備工作

更可能會讓社會動盪、威脅國家安全。故旱災

Sandy 颶風氣象預報的準確性高，但各機關相

指標之建立，有利於因應水資源不足之調配，

對於防災的準備工作仍有待加強，例如電力中

遠離缺水之苦，並防止乾旱情況惡化。

斷可能引發的重大衝擊（如華爾街股市交易休
市、醫院停電影響服務、地鐵防護等），可透

3.

7.

大規模地震之因應

過事前的積極準備或情境推估，有效降低災害

由東日本大震災之經驗，大規模地震造成複合

損失。

型災害，引發重大傷亡及長遠的社會經濟衝

改善都會地區關鍵設施防洪能力
這幾年連續發生泰國曼谷洪災丶韓國首爾洪
災丶北京淹水等首都型洪災，更早臺北也因為
納莉颱風，淹水災情嚴重。因此，對於都會區

10

建立乾旱指標與水資源調配

擊。我國都會區已高度發展，災害脆弱性增
加，建議應積極整合地震相關領域之科技研發
成果，推動都會區大規模地震災害防治計畫，

以減少大規模地震造成之衝擊。

I

8.

加強災害潛勢區位調査與研究

能量，並對獨居老人等定期關懷與協助，可降

近年來災害發生地點，有些地區並非潛勢地圖

低高齡化社會防救災問題。

所公布之高潛勢地區，而往往為防救災當下忽
略區域。因此應重新進行災害潛勢調查，以便

本中心針對 2012 年世界六大）州天然災害發生

次數進行統計，共蒐整 359 筆，並以六大｝州－四大災

有效監控高潛勢地區狀況。

害類型分析，結果顯示（圖 1-2)

9.

高齡化的防救災問題

中， 65 歲以上高齡者比例偏高，傷亡原因又以
清除屋頂積雪等除雪作業不慎最多，因此日本
政府積極製作除雪事故防治對策手冊，提倡社

區成立除雪隊，以協助高齡者除雪，降低傷亡
風險。面臨高齡化社會的臺灣，強化社區防災

• ~·
• •

災..

.

• .,

六大｝州中以中

以雪災、雪崩為主要災害外，其餘五大｝州皆以颱洪
災害為主。 2012 年全球的災害經驗告訴我們，災害
發生規模小，且沒有發生巨型災害，所以死亡及受
影響人數都低於過去 10 年平均值。因此，國人仍不

可忽視災害所帶來的傷亡與損失，並且從各國面對
災害的經驗與作為中進行借鏡與學習。

"-TO•TS)

－中心鐓字為各洲災害鬃生鏽次歙縞計

來嬴； 酬琺J.

..

UNISDR. ADRC . OCHA

叻egu 缸di;;i11 ,C NN . I芘

圖 1-2 2012 年六大洲各類災害統計圖

Fil~ 図~
1.

災害防救電子報第 82 期： 2012 年 2 月歐洲、日本低溫事件氣象分析與災害衝擊彙整紀要

2.

災害防救電子報第 84 期： 2012 年 2-3 月澳洲水災事件探討

3.

災害防救電子報第 85 期；雲南連續三年乾旱探討

4 災害防救電子報第 87 期： 2012 年 8 月蘇拉颱風勘災報告：花蓮秀林鄉坡地災害勘至

5. The world Bank , http : //www.worldban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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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洲發生天然災害次數最多（共 201 筆）；除了歐洲,1

日本寒害後，日本政府發現雪災受傷死亡人數

••

rr\[4

災前有效進行防災、減災；災害發生當下，可

四丶結論

• 災害資料綜整建置與勘災調査分析
• 颱洪災害模擬與預警分析
• 臺灣各縣市社會脆弱度歷年證勢評估
• 莫拉克颱風社會衝擊與復原調査（第三期）
• 線上版「臺灣颱洪災損評估系統」
• 颱洪災害規模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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轂A噪渭ii幘詡川血．汛即國1 ~1
一、計畫摘要
「從災害中學習」是防災
硏究與業務推動過程中的重要

. 'r

~

途徑，勘災技術的提升及易致
災區域的調查更新作業，彙整

成各類災害潛勢圖資提供各級
政府應變、減災規畫使用，各

項國內、外重大天然災害綜合
評估結果，提供災害環境脆弱

圖 2-1

災害潛勢地圖網站：地圖查詢、下載與使用說明、 Web GIS 圖台功能

指標建立之先期研究；此外，
為了因應未來複合型災害硏究
與政策研擬之需求，包括災情
比對、模式檢驗、災因分析丶
災損評估及災害風險分析等，

所建立的複合式歷史資料庫，
更進一步提升為災害事件簿，
預期針對災害事件描述能更全
面。除國內災情資料庫建置
外，並探討國際天然災害災情
與問題，期望協助提升災害預
警之精度、擴展對災害議題之
國際視野，長期達成災害風險

圖 2-2 災害潛勢地圖說明會舉辦情形

管理的目標。
過本中心首頁連結 (http://www.ncdr.nat.gov.

二、推動進度與成果

twl) 或是災害潛勢地圖專屬網頁 (http://satis.

ncdr.nat.gov.tw/dmap/) 進行查詢及下載（圖

1. 災害潛勢圖資製作： 2012 年災害潛勢圖資包

2-1)

含兩大部分：「災害潛勢地圖」與「災害潛勢

聯合服務中心分別在：台北、台中丶嘉義、高

數值資料」。受限於災害潛勢地圖版面呈現的

雄丶花蓮、台東等六地舉行「 2012 年度地方政

可閲讀性，因此選擇最重要的資訊呈現在地圖

府災害潛勢圖資應用與決策輔助系統推廣研習

上，更完整的資料則附在數值資料中。 2012

會」，參與講習總人數達 1300 人（圖 2-2)

年災害潛勢地圖，在圖幅尺度上配合政府防救
災三級制，分為縣市圖幅與鄉鎮區圖幅，全台

14

。並配合行政院災防辦公室，行政院各區

2.

。

災害環境脆弱指標建立：由於各地環境承受

不含離島，共完成 1,159 幅災害潛勢地圏，為

災害的能力不同，且同—地點災後環境變化，

了廣為宣傳，新增網路下載服務，民眾可以透

將使得承受災害的能力改變，所以嘗試建立不

淹水範圍資料圖層，然後藉由各淹水事件現場

方式，建立其評比的因子及標準。目前選定的指

資料，進行淹水範圍評估校驗分析（圖 2-4)

標分為兩大類：

(1) 微觀：降雨危害、地文、

歷史災害、崩塌率、道路密度；

(2) 巨觀且有

時間序列：影像判釋結果（裸露地變化）、地殼
變動量。另外，配合災害事件簿內紀錄項目，最

後進行整體評分，透過評分結果以瞭解各縣市、
鄉鎮的脆弱程度。另一方面，從 2008 年起即進
行兩年一輪的易致災調查工作，蒐集了全臺灣淹
水及坡地易致災區域之相關資料，並將調查資
料建置成資料庫， 2008-2009 年調查尺度以「縣

市」單位做調查， 2010-2011 年之調查尺度即進
入「鄉鎮」單位之脆弱因子調查， 2012 年則以

人0
害1
回1
顧與省』
[17
2
[[4

同尺度下災害環境脆弱指標，利用定性及定量的

。

4. 重大天然災害勘査與綜整分析： 2012 年國際
災情蒐整內容，透過每週災害迴報收整，截至
2012 年 12 月為止共蒐整 359 筆國際災情相關資
訊。內容包含：颱風災害、洪水災害、坡地災

害丶地震災害丶乾旱、寒害和雪災等，並針對
其中 20 場國內外災情重大事件進行災害地區自
然、人文地理特性，災害發生情況及災害特性
省思三方向檢討。從而分析國內災害事件所面
臨之問題，提出具體有效的減災策略及重要學
習經驗，編撰「重大天然災害年鑑」

，並於其

中導入2013 年災害防救的方向。

「聚落」為單位進行調查，並建立評估指標，以

三丶結語

利後續每年審視環境變化狀態。

災害勘査作業技術提升：為強化汛期防災整備

受到全琮氣候變遷之影響，全世界各地極端

工作，提昇大規模災害的推估能力，發展淹水範

災害事件發生頻繁，在各研究單位的災害風險評估

圍快速評估技術，利用 0520 豪雨事件台南市仁德

區太乙工業區的淹水災情進行驗證（圖 2-3)

。

（臺灣氣候變遷科學報告， 2011)

，臺灣為發生

極端事件之高風險地區。預期本計畫將持續轉化災

運用儀器對地形高程與淹水深度進行現場校驗

害經驗為全面性及整合性資訊並配合各類圖資網站

分析，藉以提升快速評估方法之準確性，並界

供地方政府和民眾查詢使用。同時希望藉以提升社

定評估技術之適用條件。由於利用 DTM 法評估

會大眾對天然災害的認知並提高災害風險意識，協

淹水範圍時，平面淹水範圍需要套疊水路、公

助災害風險溝通管理，強化勘災技術及研究掌握每

路丶鐵路等，輔助劃定實際淹水範圍，故委由

個區域可能發生極端事件之災情規模，相信對於研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協助提供屏東縣 0610 豪雨丶

擬具體有效之減災、整備及應變對策有相當大之益

泰利颱風丶天秤颱風之淹水位置丶淹水深度及

處。

圖 2-3 0520 豪雨事件，台南市仁德噩太乙工業區淹水災

圖 2-4 天秤颱風事件·屏東縣恆春鎮淹水範圍校驗分析

情勘查，現場校驗分析與評估淹水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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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技術，探討如何進行多模式的整合與呈

一、計畫摘要

現，以作為支援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執行颱洪

颱風豪雨災害預警與應變可概分為預報（預

應變時之決策研判需求。

測丶分析模擬）丶監測（即時資訊、即時災情）丶

(3) 發展整合預報方法可提早進行預報丶提高預

操作（研判、決策丶通報、應變）等三部份。由去

報精度，多模式整合預報時應採用不同結構

年 2011 年的數場颱風豪雨事件應變過程中，由於短

的模型，以確保各模型的獨立性，抵銷相互

延時強降雨導致情境變化快速，衍生應變難以決策

的錯誤。

及操作的問題。為此本計畫朝颱洪應變主題區的檢
討規劃、多模式的整合與呈現、監測預警系統測試
維護及規劃丶氣象坡地淹水預警情境模擬技術研發
及社經災害預警系統建置等方向前進，以落實應用
於颱風豪雨災害應變作業需求。

二、推動進度與成果

3.

颱洪應變主題圖的檢討
(1) 災害應變的過程中，除文字敘述和統計數字
等資料外，地圖的使用為一個更有效的説明
方式，本計畫將所有可得到的資訊依其關聯
性，轉化為易於閲讀的地圏方式呈現，以時
間為主軸配合颱風影響時序與降雨境況進行

1.

災害監測預置技術強化

應變圖資之繪製。

(1) 根據歷年災害調查資料，更新各地區之內水

(2) 本計畫將災害應變區資與現階段災害決策支

積淹丶水庫下游淹水、水位溢淹、潮位溢

援輔助、潛勢圖資依照資料屬性與使用目的

淹、坡地崩塌丶土石流等之警戒預警值。

進行整理，將災害區資分為兩個大類別，其

(2) 本年度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合作著手建

－屬於災前的整備使用，另一則屬於災時

置災害管理資訊平台，經由垂直流程之整合

（後）應變圖資。其地圖的展示方式則可利

貫通，實現各流程銜接介面之標準化，進行

用固定的地圖版型、呈現主題化災害關聯

資料的整合運用分析、模式模擬成果解析、

性，並透過紙本丶數位影像檔，以固定情境

決策管理指標的形成，成果以圖形化呈現，

之靜態資料展示，或是將相關繪製之地圖資

並與參與者溝通合作形成指標與決策。

料傳化為地理資訊系統可用之格式，透過災
害決策支援輔助系統動態空間展示功能，依

2.

發展整合預警模式
(1) 本計畫於 2010 年起即著手發展「災害境況模
擬整合展示平台」，歷經兩年的建置，目前
已經整合五個淹水模式，可提供即時預警與
災後模擬分析。為了將多模式整合成果最佳

化，採用預報得分方式，將各個模式給予加
權得出災害風險。
(2) 應用即時演算及同時多工化演算概念，跨領
域整合現有已研發的氣象、坡地及淹水等預

16

照當時實際狀況直接套疊出所需要的應變圖
資。

(3) 根據 2012 年泰利颱風、蘇拉颱風及天秤颱風
相關統計與分類，整體圖資需求今年度大致

為降雨預估丶坡地災情（含道路災情）、淹
水災情、預警性封閉作業、綜合災情丶歷史

災情分布以及避難疏散 7 類，其各場颱風繪
製比例如下圖 2-5 所示。

人0
害1
回1
顧與工 [[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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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鸝風（鑪

＇歉： ,23)

2

天秤屬風（續 一

黯： 2為

圖 2-5 2012 年各場颱風應變圖資繪製結果

三丶結語
2011 年本計畫協助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以下

測預警平台強化工作、颱洪應變主題圖的檢討規

簡稱 CEOC) 颱風豪雨應變災害情資研判，進行教

劃、多模式的整合與呈現丶監測預警系統測試維

育訓練、應變演練、 CEOC 情資研判作業研習會、

護及規劃。在學術上共計發表 SCI 期刊 1 篇，國內

配合 CEOC 應變作業辦法進行情資研判組作業流程

期刊 2 篇，國內外研討會 15 篇，技術報告 2 本；技

的更新，以支援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颱風豪雨應變作

術上建置災害情境模擬整合展示系統；人才培育

業。此外，亦將決策輔助系統銜接地震災害應變需

上教育訓練 14 場280 人次，培育碩博士4 人。

求，新增颱風豪雨災害關鍵設施資料、完成災害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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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摘要

2.

本中心依據過去發展的社會脆弱度指標

(Social Vulnerability Index, SVI) 架構（圖 2-6)
作為指標細項 (indicators) 選取準則，並收集
2000 至 2010 年的政府統計資料作為指標細項，共
計29 項，將資料轉換為標準化指數，藉以評估全臺
22 縣市的 SVI 趨勢，在縣市比較上，臺東縣整體社
會脆弱度最高，臺北市次之。在年度比較上，高雄
縣及苗栗縣社會脆弱度歷年攀升幅度最大，臺南縣

社會脆弱性評估方法建立
(1)SVI 架構：本計畫指標細項的逕擇，涵蓋
四個分類，包括：暴露量 (Exposure)
減災整備

(Mitigation)

、

丶應變能力

(Response) 及復原能力 (Recovery)
每個分類下又包含 12 個次項（圖 2-6)

,

,
在

各次項下，考量資料精度與可得性訂定指標
細項，計 29 項（表 2-1)

。

(2) 指標細項換算方法：將細項指標轉換為相對
分數 z, 可將原始值去單位化，使得各指標

次之。

細項間能夠運算。此外， Z 分數為相對地位

二、推動進度與成果

量數，即代表各縣市 SVI 相對高低。另利用 S
指數計算年度間的波動幅度，設定 2000 年為

1. 政府統計資料蒐整

基準年（設定 S 指數為 100)

(1) 資料來源： 29 個指標細項資料皆取自政府統
計資料，來源依據資料屬性及主管機關不罔

而異，主要取自主計處縣市統計指標，部分
資料取得後仍需進行加值運算（見表 2-1)

,

將各年度變動

率標準化，不論上升或下降逐年疊加，形成
漲跌趨勢線，可與基準年或其他年度進行比

較。

,

每指標細項除資料缺損的年份，共計 11 年
份。

(3) 綜合指標計算方法：利用平均法綜合各個
指標細項，綜合時，需依據 SVI 架構逐層平
均，以消弭因某個分類下指標細項過多產生

(2) 指標選取原則：除依據 SVI 架構進行指標細
項選取外，指標細項另須符合幾項原則，

1 . 可及性：指標細項最好選擇政府定期公告

的加權情況，在未能有較佳的權重評估方法
時，設定 4 分類對於 SVI 的整體影響力是相同
的。

之統計資料為主，除較具公信力外，也較
易累積歷年統計資料。 2. 相對性：除暴露
量外，其他層面指標選定盡量以「相對數

(1) 縣市比較：臺東縣 2010 年社會脆弱度為全

值」表示（如比率 l 百分比 1 萬分比丶平均值

台之冠，主要影響原因是應變及復原能力。

等）。例：獨居老人以獨居老人戶％呈現該

亦即，老年人口比率高、醫療可及性低、家

地區整體結構問題。 3. 單向性：採用之統計

戶及政府財政能力依存度過高，台北市則次

指標應與脆弱度成單一方向性，盡量避免可

之，主要是工商業及家戶資產等暴露量過大

能同時被詮釋為正向或負向之項目。 4. 全面

導至（圖 2-7)

性：選用指標應以適用各種災害類別為主，
特定災別之指標則可作為次要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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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縣市差異及歷年譜勢

。

(2) 年度比較：苗栗蒜 2000 至 2007 年間 SVI 增幅
為全臺之最，高雄縣自 2007 起後來居上，

暴露量

減災整備

應變能力

復原能力

Exposure 6

Mitigation 6

Response 9

Recovery 8

救援

醫療

保險

會持
社支

弱勢

方政
地財

災害

戶濟
家經

災育
防教

譬＾ 劻

人口

治程
防工

項勾
次 0

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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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SVI 架構

表 2-1

指標細項 (indicators)

AP

農林漁牧業產值

方向
性

指標細項資料說明

資料單位

資料計算

資料來源

資料時間

原統計
單位

百萬元

無

主計處

1998-2010

縣市

(+)

百萬元

公司資本十商業資本十營利事業銷售額

主計處

1998-2010

縣市

(+)

坪

平均每人居住坪數＊縣市人口數

主計處

1998-2010

縣市

(+)

元

無

主計處

1998-2010

縣市

無

內政部戶政司

1997-2010

縣市

無

水保局

2005-2012

鄉鎮

工程）含：河堤丶護岸、海堤、海堤保護水利署

2005-2010

縣市

地震組

2000 、 2005

鄉鎮

水保局

2002-2010

縣市

水保局

2002-2010

縣市

無（滿分 100)

體系組

2006-2011

縣市

進行演練村里數l縣市坡地村里數

水保局

2000-2011

村里

%

獨居老人數l戶籍人口數*100

內政部統計科

2000-2011

鄉鎮

%

身心障礙者人口 l戶籍人口數*100

主計甂

2000-2011

鄉鎮

主計處

1998-2011

縣市

主計處

1999-2011

縣市

主計處

2000-2010

縣市

主計處

2000-2010

縣市

主計處

2000-2010

縣市

(+)

人人

(+)

(+)

防減災 I 程（排水疏浚工程十禦潮海堤整建
公尺

(-)

%

低 (L) 耐震強度樓地板面積 +(P) 未經耐震設

ES

低耐震強度建物％

(+)

EE

治山防洪工程經費

(-)

元

山坡地超限利用比

(+)

比率

訪視訪評成績

'_,'_,
,\(,'`,'`,'`
--

LD

計強度樓地板面積／總建物樓地板面積*100

無

比率
、l

+
身心障礙人口％

VDF 身障機構入住人口％％（萬分比）

+

l

VAF 老褶機構入住人口％％（萬分比）

、丿、

VD

+

(+)
(+)

%%

%%

元

FD

長期照顧、安養機構實際進住人數/65歲以
上老人數*10000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實際安置住宿及日托人
數／身障者人數*10000

無無

人

IT

山坡地違規使用查報與取締案件面積（公

頃）l 山保條例山坡地面積（公頃）

平方公里無

(+)

ED

無

消防人數／戶籍人口數*100000

主計處

救災車輛數／戶籟人口數·100000

內政部統計資訊網

低收入戶人口數／縣市人口數

主計處

1998-2011

縣市

可支配所得／總戶數

主計處

1998-2010

縣市

2000-2009

鄉鎮

2000-2009

鄉鎮

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

(-)

颱洪險投保戶％

(-)

地震險投保戶％

(-)

%

地震險十基本地震險／縣市戶數 *100

補助及協助收入依存度％

(+)

%

補助及協助收入／歲出） *100

主計處

1998-2010

縣市

(-)

百萬元

社會褡利支出／年度中人口數

主計處

1998-2010

縣市

志鸝臟務廠員人靈/15籤以上人口 量）• 100 11 主計重

1998-2011

豔巿

2000-2011

癮巿

%

颱風洪水險十地層下陷、滑動或山崩險／滕保險事業發展中心（購
市戶數*100

%

%%

社 會 攝利工作人 員 靈／ 囑 市人口
靈）*10,000

雪）

保險事業發展中心（購
置）

II 主計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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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Z

SVI

圖 2-7 2010 年肚會脆弱度 (Z 分數）

2000-2010 mean S S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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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2000-2010 年社會脆弱度 cs 指數）

成為全台 SVI 增加最快的縣市。兩縣市 SVI

之變遷。此外，可提供中央及地方災害防救單位參

逐年提升的肇因皆是暴露量增加，亦即，人

考，以協助其制定中、長期業務及課題規劃，如：

口及平均居住面積上升的幅度很大，助長兩

依據趨勢評估結果而得之脆弱因素（含人口、經

縣市總體 SVI 評估結果成為各縣市之首（圖

濟、資源及政策等層面），各縣市政府可據此於地

2-8)

區防救災計畫中編列因應策略。藉由指標及方法的

。
五 Cl

結
丶

三

___

本年度計畫著眼於歷史資料的社會脆弱度分
析，藉由 SVI 歷史趨勢以呈現不同地區其社會脆弱度

20

確立，未來可逐步建置 SVI 評估系統，擴大 SVI 評估

_n

資訊的分享與應用，各級政府可隨時利用系統，評
估在地可能囚社會及經濟結構變遷而衍伸的脆弱度

問題，有助於災害防救政策與業務的擬定及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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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摘要

二、推動進度與成果

為落實以「人」為本的災害治理理念，本中心

1.

歷年調査資料

自 2004 年起針對各類天然災害進行災後調查，瞭解

(1) 資料申請平台：自 2004 年至今，本中心針

天然災害對臺灣民眾在社會、心理及經濟層面所造

對 6 次災害事件進行 9 次的災後調查，其中，

成的衝擊和影響，持續累積國內防災領域的人文資
料（圖 2-9)

2010 年以前的 7 次調查資料已釋出供外部單

。 2009 年莫拉克颱風為臺灣近年來的

位申請使用，外部單位可透過本中心網頁

重大天然災害事件，根據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

(http://satis.ncdr.nat.gov.tw/NCDR_DB/)

建推動委員會統計，莫拉克颱風造成 1,766 戶房屋

或中央研究院「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申請

毀損， 699 人死亡及失蹤，災害損失估計達 1,998.3

資料。至 2012 年 12 月為止，此 7 筆調查資料

億元。為徹底瞭解莫拉克颱風受災戶中、長期的復

總共被申請 47 次（表 2-2)

原情況，本中心自 2010 年至 2012 年委託各縣市主

，申請單位多為

學校教職員或研究機構的研究員作為學術研

計處，以面對面訪查的方式，針對「因莫拉克颱風

究之用。
(2) 歷年調査題庫於臺灣社會變遷調査的應用：

調查，藉此瞭解莫拉克受災戶的復原狀況並提出災

「臺灣社會變遷調查」是由 1984 年持續進行

後重建的策略建議。

災

生年份
2磁

國s

'

t·

I

2006

. .

''

~

2007

20051

賈匿

土

蝨k

豔

「
lo:is

`

圖 2-9 歷年災害社經調查議題

-- IL
----

表 2-2 外部單位調查申請次數

調査名稱

水災與土石流風險認知調查

- 1,-

9473O4

天然災害社會經濟衝擊與風險知覺調查

天然災害社會、心理、經濟影響調查：水災與龍王風災
天然災害之風險態度與減災行為調查：地震災害
天然災害社會、心理、經濟影響調查：恆春地震
天然災害社會、心理、經濟影響調查：柯羅莎颱風

2

。

莫拉克颱風社會衝擊與復原調查（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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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的長期全臺抽樣調查研究計畫，由中央
硏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人員主持。 2013
年將針對「風險社會」與「國家認同」兩大
主題進行調查，其中，風險社會當中的部分

題組，參考本中心歷年的災害調查題目並進
行編修。研究者若能結合本中心歷年調查成

果，與「臺灣社會變遷調查」調查成果，可
瞭解臺灣受災民眾與一般民眾在風險議題上
的認知差異，協助決策者制定合宜的防減災

策略。

三、結語與建議
2012 年針對莫拉克颱風事件的調查結果顯示
（圖 2-10 及圏 2-11)

,

莫拉克災後的硬體重建大致

上已有明顯的成果，受災戶大多也能適應目前的
生活型態；然而，對受災戶而言，「住宅重建」
不等於重建完成，後續的產業、文化以及心理等

軟性重建也是不能忽視的重建項目。成功的軟性
重建需要因時、因地制宜，建議相關單位應要持
續與當地民眾進行對話丶增加雙方的意見交流，
方能針對居民文化調整軟性重建的方向。

2.2012 年「莫拉克颱風社會衝擊與復原調査

（第三期 ).J 調査成果

本計畫以「人」為出發點，從社會、心理以

及經濟的面向瞭解天然災害與人文環境的交互作

(1) 完訪統計：「莫拉克颱風社會衝擊與復原調

用，為國內少有的災害人文資料庫，未來將持續

查」第—、二次調查分別於 2010 年及 2011

累積國內的災害經驗，為臺灣的災害治理提供實

年執行。 2012 年為「莫拉克颱風社會衝擊

證資料。

與復原調查」第三次調查，調查期間為 9 月 3

日至 9 月 28 日，調查範圍包含南投
(%)

縣丶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丶
嘉義縣及臺東縣等六縣市，原預
計訪查 1,572 戶，最後成功訪查
1,542 戶，完訪率達 98% 。
(2) 住宅重建：綜合三年期的調查
資料，可發現受訪戶居住於穩

定住所（災前住所丶其他自有住
宅及永久屋）的比例，逐年為

圖 2-10 居住地點

56.4% 、 73.5% 以及 84.6%, 顯示

住宅復原持續進行中，但至調查
為止，仍有 16.4% 災民居住於較
不穩定的居住環境（圖 2-10)

匹

IJJ.~

。

(3) 復原狀況：復原天數顯示至調
查時間為止，大部分的受訪戶

(95%) 已有穩定的生活作息，

`

譚

但認為自己已不是災民的受訪

戶比率相對較少 (65.9%)
2-11)

。

(圖

I 2S
``
圖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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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摘要

2.

過去臺灣面臨颱洪災害造成的水災、土石流、

系統功能與操作
(1) 系統功能
TAIWAN 操作簡便，使用者只需匯入

坡地崩塌、橋梁斷裂、河海堤損毀丶交通中斷及農

TLAS

業損害等，都難在短時間內完成災害損失之計算。

危害影響圖層（例如：淹水模擬圏層、水災

以 2009 年釀成臺灣颱風史上嚴重災情的莫拉克颱

調查範圍丶土石流影響規模及崩塌影響規模

風為例，經過「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

等），接著進行一些簡單設定，如：選擇

災後近一年半的調查，才統計出臺灣經濟總損失高

計算年份、鄉鎮，系統就會自動依據國土測

達近二仟億元。為求提升損失評估效率，本中心藉

繪中心的土地利用資料，判別各類損失模組

由過去文獻研究和本中心歷年的災損調查成果，結

及其計算，待計算完成後，系統會自動寄送

合 GIS 技術發展出各項損失推估模型，並建立—套

email 通知使用者進入系統下載計算結果。

可快速計算的災損評估系統，以提
供災後復原工作規劃即時的助益。

淹水損失模緝

二、推動進度與成果
20 1

地上物

2 年完成開發與建置

失

線上版「臺灣颱洪災損評估系
統」

(Taiwan Typhoon Loss

Assessment System , TLAS
TAIWAN)

。本系統擁有 (1) 簡易

操作的介面和步驟丶
評估模組丶

(2) 多面向的

(3) 快速計算之特點。

本系統研發內容及成果如下：

組

失

1.

TLASTPJWAN 坡地f

開發災損評估模組
TLAS 災損模組依災別分為淹水

項模組（圖 2-12)

:

地L

失

及坡地兩類，兩種災別下又分八
影響戶數丶

土地損失丶住宅損失丶農林漁牧

＊礴鼴．

• !'c

損失、工商業損失、公共建物損
失、交通及水利設施損失。（土

地損失僅坡地災害模組才有）

圖 2-12

TLAS

TAIWAN 災損模組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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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計算結果

三丶結語

系統會依據村里、鄉鎮和縣市三種空間尺
度，進行資料合併與加總，計算結果也會以
GOB 、 KMZ 和 XLS 三種格式提供使用者分
析與檢視，使用者可依實際需求進行加值分

析。

TLAS TAIWAN 的應用不只侷限於災後損失評
估，亦可於災前進行災害規模之推估，例如：災前
的風險評估、土地利用規劃等，同時也可協助防災
工程進行成本效益分析。目前本中心已與政府相關
單位合作，進行系統試用與模組校驗，期待 TLAS

TAIWAN 能更臻完備，以滿足政府單位對於防災工
作之需求。

圖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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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摘要

二、推動進度與成果

為加強對災害規模訊息的研析能力，本計畫

1.

降雨規模硏究：本計畫接續 2011 年降雨規模

針對颱洪災害發生成因與規模進行瞭解。由於過去

指標數 (Rainfall

對於災害資料與預警方法多以質性描述為主，故本

作， 2012 年著重於降雨規模分級設定與降雨規

計畫首先建立淹水與坡地災害的資料處理標準作業

模推估。使用各災害的降雨警戒值做為 RSI 的門

流程，並使用處理後之資料建立災害量化指標，

檻值，並依據門檻值與歷史極值進行線性標準

目前已完成 4 場歷史颱風事件之淹水衝擊與坡地災

化，建立鄉鎮尺度之 RSI 。並利用歷史個案 RSI

害規模設定。此外， 2012 年也改進降雨規模指標

設定降雨規模分級，進而用於降雨規模推估，

(RSI) 的可用性，並進行災害事件的致災氣象囚

並以凡那比颱風測試之，結果顯示 RSI 的訊號完

子分析，將淹水與坡地災害等事件和氣象指標作連

全有別於時雨量或累積雨量，有助於降雨規模

結，研擬規模推估的方法，以強化未來颱風災害

與災害規模之間的連結。同時也可提供災害應

應變工作能力。 2012 年主要利用過去 4 場大小不同

變作業時，即時研判的參考依據。

(2008)

、卡玫基 (2008)

、莫拉克 (2009) 與

梅姬 (2010) 等四場颱風事件，主要流程與成果如

2.

RSI) 之研究工

災害規模推估硏究：本計畫針對梅雨與颱風
事件進行多重尺度之氣象分析，分別彙整其致

災性降雨事件之氣象環境條件與影響降雨的主

圖 2-14 。

,a;

.#

··
i

·

i

i..-圖 2-14 災害規模研究成果與流程示意圖，以莫拉克颱風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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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因子。本計畫亦測試分析 RSI 與淹水丶坡地災

之門檻值，進而利用於過去四場歷史事件之

害等量化指標（如淹水損失、 ML 分數……等參

坡地災害規模，規模設定結果如圖 2-15 。

數）之相關性，嘗試建立彼此之關係，結果顯

(2) 淹水災害資料整理與規模設定

示 RSI 與 ML分數有不錯的相關；而 RSI 與淹水參

淹水危害規模設定與淹水災害之損失估算需

數之關係則較不明朗。

3.

使用歷史淹水資料，其中尤以淹水深度與範

圍之資訊最為重要。然而過去淹水災害調

歷史颱風事件災害資料重整與規模設定

查資料未有完整淹水深度與範圍之資訊，故

(1) 坡地災害資料整理與規模設定

本計畫先進行資料補遺，再利用本中心社

本計畫嘗試將歷史坡地災害之規模予以指標

經組開發之臺灣颱洪災損評估系統 (TLAS

量化分級，而坡地災害規模係指坡地危害

TAIWAN) 進行淹水經濟損失與影響家戶數

(Hazard) 事件，對人員與財產所造成損

計算。利用過去個案之計算結果制定淹水損

傷之影響程度。由歷史事件之坡地災害資

失規模與受災家戶比規模，進而以兩者設定

料庫，選定 5 項坡地災害規模分級指標，計

鄉鎮與縣市尺度之綜合淹水災害規模，規模

算各縣市、鄉鎮市區之坡地災害規模分數

設定結果如圖 2-16 。

(M 己。因莫拉克颱風有較為完整的崩塌調

查資料，故利用莫拉克颱風之資料和 ML進行

三丶結語

相關性校驗分析，分析結果顯示，兩者具有
本計畫於 2012 年完成淹水與坡地災害之量化

高度相關性。因此，本計畫由莫拉克颱風事

指標建立，進而完成 4 場歷史颱風事件之淹水衝擊

件之 ML定義出坡地災害規模高、中、低分級

嶧＝

攣·

-..-

..

篔國寰

定。精進降雨規模指

鴨...

-]一

-h·`

與坡地災害規模制

_
..

數 (RSI) 可用性，
並進行規模推估硏究
測試，研究結果顯示

RSI 可應用於坡地災
害規模之推估，而淹

.
圖 2-15 四場颱風之鄉鎮尺度坡地災害規模地圖

水規模推估的研究則
有待更多研究。建議

淹水與坡地災害的細
緻化災因分析仍須持

續進行，以強化災害
規模硏究之基礎。

圖 2-16 四場颱風之鄉鎮尺度淹水災害規模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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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摘要

二、推動進度與成果

配合中心目標與任務，本計畫主要目的為：

1.

1.

即時地震災害分析與整合震災分析資料：

提供地震發生後全面性初期災害評估、 2. 支援中央

為有效掌握地震發生後各地震度資訊，提升

災害應變中心進行地震災害緊急應變。主要工作包

計算效能評估與行政區域的更動，結合即時

括支援地震應變、地震防救災資訊圖形化、運用地

運算技術，可提供快速與更新資訊，本項工

震災害分析模組支援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推動地震應

作成果為：最大地表加速度 (Peak

變作業、擬定可能災害的主題提供各階段災情資訊

Acceleration,

整合、境況展示以及預估後續災情等情資以輔佐應

格方式計算與產製等值線震度圖資，檔案格式

變操作參考。年度重點成果有，依據傷亡救援情境

包含地理資訊系統所需的圖層 (shp 格式與 png

模擬，彙整動態人口分布，並將人員傷亡需進行之

區形檔案），投影座標系統除原有 TW97 外，

醫療作為研擬緊急醫療情境設定；強化地震弓 I 致山

另外增加 WGS84 投影座標系統；配合行政區

崩的評估模式以劃定震後山崩的潛勢區域。

更動，原臺北縣更動為新北市、臺中縣與臺中

Ground

PGA) 網格設定更新，以固定網

.......--

-

曰 ....

~

＿曰一

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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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國家防災日之想定災情主題圖

由空間化與系統化的應變圖資來提升震災緊急

雄市與高雄繇合併為高雄市，其鄉鎮之行政區

應變與支援之決策效能。

更動為區，地震震央位置位於陸地上以所在鄉

2.

3.

震後山崩風險燈號設定：首以網格化地文敏
戚圖藉由中央地質調查所更新的大比例尺岩層

鎮區標示再加以外海 xx 公里；更新網頁訊息供

資料以獲得良好的分析結果，故共整理 157 幅

讀者多－方式取得最新的地震資訊，包含地震

比例尺為 1

發生時間丶規模丶位置丶深度與各地震度等值

例尺為 1

線圖，另以表格方式呈現各縣市的最大震度與

為1

PGA數值，作為可能災害產生研判參考。

基本圖資，完成後再依岩體強度分級分類給予

災害情境主題圖研擬與資訊界面設定：地

權重評分後結合網格資料進行計算；接續進行

震災害主題圏主要利用作戰地圖方式呈現與災

地震山崩資料之分析，針對生成地震崩塌的環

害情境相關的空間地理資訊，做為緊急應變輔

境性質以及相關區位進行分析，藉由 921 集集

助決策之有效工具。規劃使用對象為中央指

大地震後所發生的崩塌紀錄，考量地震災害所

揮單位，同時提供給地方政府與公共事業單位

帶來的破壞與其能量傳遞有關，故利用地表加

於應變作業參考使用。參考日本緊急製圖團隊

速度丶斷層最短距離以及震源距離，配合崩塌

EMT) 在 311 東

紀錄、地文敏威的資料進行分析，考慮地文之

日本大地震的實際發布的圖資，本計畫整理出

因素、距離與強震區之資料，故在警戒值之設

與地震災害相關圖資格式與圖籍範本，以協助

定上，研究中以崩塌記錄與各不同地文敏烕等

本中心應變製圖團隊了解地震災害所需掌握的

級、 PGA 紀錄進行回歸，設定各地文敏咸等級

圖資內容，如建立地震災害主題圖屬性資料格

的 PGA警戒值，接續按災害分析之結果，依強

式，其中屬性資料表為提供簡易查詢各主題圖

震區與距離分給與權重，利用列聯表之方式計

之功能性以及各主題圖資於地震應變中應用之

算潛勢分級，如圖 3-2 所示。

:

:

:

25,000 環境區域地質圖丶 56 幅比

50,000 區域地質圖以及 18 幅比例尺

50,000 流域地質圖作為地質資料更新之

情形，各主題圖屬
性資料建置項目應
包含主題圖名稱、
圖層資訊丶使用時
機丶起訖時間、最

範圍、內容説明丶
目的、出圖時間。
2012 年九二－國

＿＿－－l－一＿－

小資料單元、空間

家防災日已應用地

震災害主題圖來支

援震災中央災害應

音玭文靈蠹－

I~~-·:1

變中心執行地震災
囹

2 引］

PGA•1

中位 中 -:-启
no

195

1.70

.Q,

I

no,

害之分析研判，相
關產製圖資如圖

圖 3-2 各地文敏威等級與 PGA警戒值對照

3-1 所示，期望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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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標定受災風險人口分布：有效應用地震應變

病患安置、臨時醫療站設置丶可供醫療病床數

資訊將可讓政府在地震災害應變中的角色從原

目丶水電維持與藥品、醫療人員充足問題等，

先被動搶救轉換為主動警戒，藉由行動通訊協

完成收集建置大型醫院地理資訊系統圖層，並

助標定受災高風險人口，首要工作為建立受災

建置屬性欄位供後續相關作業使用，屬性涵蓋

高風險人口分布，協助指揮官調度資訊於災害

醫院名稱、地址與聯絡電話等；參考近年來大

發生時標定災害影響範圍以及使用災害地圖來

規模災害，如 921 地震、莫拉克風災等，研擬各

表示受災程度，其目的可將救援人力於第一時

種類型之緊急應變情境設定， 2012 年針對地震

間投入需要救援的地區，因此若能有效管理應

緊急醫療進行情境模擬，依據地震發生後可能

用地震災害資訊將能儘早讓災區透明化以提升

的狀況與考量時序的演進，研擬震後一周內可

政府救災效率；此外，國外應用案例如 2010

能的醫療情境，包含防災體制、罹難者處理丶

年海地地震發生後，民間團體與當地行動通訊

搜索丶救助及緊急運送、醫療活動、國軍支援

業者進行手機基地台標定震後發生 19 日之人口

等分項作業進行，完成地震應變醫療時序並彙

分佈情形，提供參考資訊於救災資源的配送作

整為表格。

業；此外，海地地區發生霍亂疫情期間，疫區
與鄰近區域人口的掌握，可掌握人口分布進－
步協助緊急醫療作業；資料處理流程初步擬定

5.

地震災害的成因與機制複雜，須藉由各學門科

藉由建物基地面積結合行動通訊之註冊數目，

硏與跨單位合作來達到減輕災害的具體對策。 2010

進而使用網格均化技術，可依不同時段建立網

年高雄甲仙發生規模 6.4 地震造成房屋損壞，同年

格人口分布圖層，如日間丶通勤丶夜間、以及

海地規模 7.0 地震造成逾 20 萬人的死亡，以及智利

假日時段等資料庫，依災害性地震發生時間，

規模 8.8 地震造成約 450 人死亡。 2011 年紐西蘭規模

評估受災風險人口總數。

6.3 地震造成超過 180 人死亡，而東日本大震災造成

研擬緊急醫療情境設定：為提升地震發生後

超過 1 萬 5 千人死亡。本計畫參考上述案例提供震後

之緊急應變效能，研擬各種類型之緊急應變情

災害規模與實際防救災資訊，強化收集並建置之地

境， 2012 年針對地震應變緊急醫療進行情境模

震災害資料庫與災害潛勢資料庫，增加災害評估模

擬，希望藉由對地震發生後之緊急醫療情境模

式並予以加值分析。接續整合運用目前既有災害防

擬，能對大規模震災時之醫療調度提供有效之

救科技研發成果與跨領域合作，於大規模地震發生

建議於決策者，以減少人員傷亡；因此，人員

後，進行緊急應變，提供決策者有效之建議。

救護部分，醫療救援需詳盡擬定相關對策與考

量，涵蓋醫院位置、震後醫院受災程度、院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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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摘要

二、推動進度與成果

本計畫擬透過大臺北地區震源機制設定、地表

2012 年先針對可能影響大臺北地區之震源與

振動模擬與地震潛勢評估，結合動態人口、建物丶

地動分佈情境進行探討。在制定可能影響震源的，

交通系統與重要設施受災衝擊分析技術之開發，完

主要透過三方面進行分析與討論：（－）蒐集中央

成大臺北地區震後境況之分析，據以規劃並支援

氣象局的歷史災害地震記錄，瞭解大臺北地區的歷

「大臺北地區大規模地震災害防治計畫」之技術研

史災害性地震分佈位置；（二）篩還斷層參數（斷

發架構與政策內容建議（圖 3-3)

層長度、再現期、最大可能規模等），利用中央地

大臺北地區大規模地震災害防治計畫之目的。近期

質調查所第一類活動斷層的完整資料，分析大臺北

將結合中心自行研究成果，並加值國內學界與研究

地區未來可能面臨的斷層震源；（三）參考本中心

機構之相關研究，達到落實相關科研成果於大臺北

與氣象局共同完成之臺灣區域震源發生機率潛勢

地區大規模地震災害防治計畫研擬之成果。本計畫

圖，瞭解大臺北地區未來可能面臨的區域震源威

以「模擬地表震動與地震災害潛勢」、「建立衝擊

脅。綜合以上資料，初步建議大臺北地區可能潛在

評估技術測試環境」、「對策研擬」、「研擬減災

震源（新竹與花蓮方向之遠域地震、直下型斷層震

對策＆教育訓練 l 演鍊計畫」三方向為主軸，規劃

源等）之位置、地震規模等相關參數，並整合國內

所需之分析工具、方法開發與具體對策。

地動衰減公式之分析模式，與大臺北地區場址放大

V

群組一、模擬地表震

群組二、建立衝擊

動與地震災害潛勢

評估技術測試環境

,

策＆教育訓練／演練
計畫

目標：整合地動模擬

目標：建立衝擊評估

目標：研擬以「災害

技術，推估合理震源

技術測試環境，並發

衝擊情境」為依據之

下之強地動與災害潛

展具數量化、空間

防護目標與滅災對

勢分佈。

化丶公開化丶可視化

策，並開發教育訓練

衝擊評估技術。

與演練計畫。

技術研發支援

圖 3-3 大規模地震災害防救工作整體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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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應硏究成果，演算大臺北地區於各震源條件下之

衝擊分析技術作為計畫推動之主要架構，如圖 3-5

地表振動模擬，如圖 3-4 所示。後續將邀集學者專

所示。透過整合評估技術之過程，建立國內相關評

家對於相關成果進行討論，作為本計晝後續進行災

估技術測試環境與專家審視機制，作為未來技術更

害衝擊與境況分析之發展依據。

新與落實應用之管道。期望藉由本計畫之執行，彙

整相關分析方法以及應用技術並形成具體可操作之

三、結論與建議

標準流程，提供未來其他都會區域研擬相關計畫之

本計畫後續之推動，將以建構國內大規模地震

汜

(a)

參考。

(b)

(c)

璽-■ l!H ll,L鴯 •~,11!1.I_Pili,■,!j五1,11.(JIII:~

jll!!l,.!,C:.-•1~-~~ 這-

國

211

l,'ll!!U,~•~-llc.l 已 sa, 一

11'1
Ill
:ri

漬.

r,»

｀，噓

圖 3-4 大臺北地區各類型可能潛在震源之境況模擬 Shakemap (a) 遠距離斷層震源 (b) 遠距離點震源 (c) 直下型地震。

地動與災害潛勢模擬結果

建立衝擊評估

提供評估結果

技術測試環境
1. 整合現有技術，依
防災需求進行地震
衝擊評估

2.

現有評估技術整合應用

建立開放式之災損
技術測試環境與使

丨·一

一畫
-」

I

用者介面

3.

建立專家審視機
制，硏提衝擊評估

~ ,..,..-硏究需求規劃

建議方法（彙整報

災害防救應用科

告）

技方案

圖 3-5 本計畫後續以「大規模地震衝擊分析技術測試環境之運構」作為主要推動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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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丶前言
2011 年東日本大震災，引發巨大海嘯造成複
合式災害以及近兩萬人死亡及失蹤。面臨海嘯災害
之威脅，首要任務是掌握海嘯災害潛勢地區，並據
以研擬海嘯疏散避難計畫及防災對策。國內已有學
者提出海嘯模擬硏究結果，然而仍有許多縣市尚未
詳實考慮海嘯災害潛勢而研掇海嘯防災計畫。囚
此，本中心根據國科會提供之海嘯溢淹模掇成果，

(3) 標示收容場所及社會福利機構位置：建議標
示收容場所、社會福利機構（如老人、身心
障礙福利機構）等位置，俾便收容場所及避

難引導措施規劃之參考。
(4) 標示機關及設施位置：建議標示縣市政府、
鄉鎮市區公所、重要設施（機場、漁港等）
等位置，俾便防災資源整備規劃及海嘯衝擊

評估參考。

製作海嘯溢淹影響圖；並且對於如何運用海嘯溢淹

(5) 加註使用說明及限制：於海嘯溢淹影響圖下

影響圖及相關圖資進行海嘯疏散避難規劃，研提規

方加註製作條件丶適用範圍、防災規劃及應

劃考慮要項及操作步驟之建議，做為地方政府研擬

變操作之注意事項。

海嘯疏散避難計畫之參考。

二、研發內容與成果

1.

海嘯溢淹影響圖製作方法及範例

(6) 輸出圖檔，完成海嘯溢淹影響圖。
本中心依據國科會委託計畫（吳祚任， 2011)
之海嘯模擬結果進行加值處理，產製海嘯溢淹影

響圖範例如圖 3-6 。

建議考慮遠域及近域海嘯情境進行海嘯溢淹
模擬，根據海嘯溢淹模擬結果，套疊相關圖
資，製作海嘯溢淹影響圏，建議操作步驟如
下：

(1) 取得底圖及製圖準備：取得街道電子

地圖做為底圖，並彙入地理資訊系統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軟體。調整比例尺至可清楚顯示縣
市轄管範圍，並標示縣市及鄉鎮界線丶

比例尺、圖幅涵蓋範圍之經緯度。
(2) 彙入海嘯模擬結果：根據各海嘯模擬所
得之海嘯溢淹影響範圍及淹水深度，取
影響範圍及溢淹水深最大者彙入 GIS 軟體
製圖，並標示淹水深度。淹水深度之級

`

距標示，建議與中央氣象局海嘯警報預
估波高之級距相同，即分為 1 公尺以下丶

1 至 3 公尺丶 3 至 6 公尺、 6 公尺以上之級
距。

圖 3-6 海嘯溢淹影響圖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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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嘯疏散避雛規劃考

慮要項及操作方法
本中心根據國科會提供
之海嘯模擬結果，初步
完成運用海嘯模擬結果
研擬海嘯疏散避難計畫

參考指針（初稿），本
指針研擬目的及後續應
用如圖 3-7 。海嘯疏散
避難規劃之主要項目建

議包括劃定海嘯警戒
區丶海嘯影響人口分

圖 3-7 運用海嘯溢淹影響圖及相關圖資於避難疏散規劃之流程圖

析丶收容場所規劃丶避
難高樓及避難高地規

數值地形圖

劃丶避難路線規劃等。

山崩潛感圖

街道圖

以收容場所規劃為例進
行説明，收容場所規劃
步驟及使用圖資如圖

3-8 ,

十

十

十

挑選時應考慮安

全性基準（在海嘯溢淹
範圍外、具足夠耐震性

能、無山崩危險性）及

機能性基準（具足夠使
用空間、具照明及警
報設備、足夠民生物
資），並考量需要二次

1•1 挑選海嘯溢淹

今 這 吟 弓 苧 遵

•

2 篩選出海拔較

範圍外的收容
場所

高的收容場所

•

3 去除位於山崩

高潛勢的收容
場所

•

4 挑選海嘯到達
前能夠步行抵
達的收容場所

圖 3-8 海嘯收容場所規劃步驟及使用圖資

避難之可能性，規劃替

代收容場所，以及人員與物資轉進之配套措施。

三、結論與建議
本中心初步完成之運用海嘯模擬結果研擬海嘯疏散避難計書參考指針（初稿），經學者專家及部會
代表審視修訂完成後，可提供地方政府研擬海嘯疏散避難計書參考。惟實務運作上仍需地方政府研擬相
關配套措施予以配合，包括海嘯預警通報機制之整備、訂定疏散避難啟動機制及配合執行措施、教育宣
導及防災演練等，形成完整之海嘯災害防救對策與計書。結合政府與民間之人力與資源，強化防災整備
及應變遲作體制，方能使海嘯可能造成之傷亡與衝擊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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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摘要

2.

坡地災害風險區調適基準採討－以土地利用
為例：本計書進行坡地災害風險評估與風險地

配合「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與資訊平台計畫」

區繪製，定義其中風險等級 4 與 5 是坡地災害高

(TCCIP) 產出內容，相關研究工作以提供氣候變

風險地區，建議須優先進行風險調適之區域。復

遷資訊的應用與服務為主要目的，本計畫茲就英文

計算各風險區內與坡地災害相關之土地利用面積

版科學報告、土地利用對於坡地災害風險的影響，

與比例，如圖 4-2 所示。依據各風險區內土地利

以及召開臺灣氣候變遷科學報告使用與資訊應用説

用分析比較成果，探討各坡地災害風險區內之土

明會等提出成果説明。

地使用適宜性，並建議土地利用調適策略基準。

二、推動進度與成果

3.

明會：本計畫之氣候變遷科學報告已於 2012 年

1. 英文版科學報告：圖 4-1 為科學報告英文版

6 月納入經建會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之主要

的大綱，其中包含 6 項主題以及最後總結，

科學參考依據，為使該報告之內容能被適當使

為科學報告的精簡版，此報告已於 COP18

(Conference of

臺灣氣候變遷科學報告使用與資訊應用說

用，本計晝於 2012 年 10 月 25 日召開資訊應用説

Parties) 的會議期間與各國與

明會，圖 4-3 為當日之會議情形，氣候變遷相關

會人員分享，並交換意見。

計畫之政府機關承辦人為其主要參與人員。

Climate Change in Taiwan: Scientific Report 2011 (Summary)
Ch. Global Clim 訊eCha 亟
Om.2. East Asian and Western Nonh Padf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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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 . 6 1Clim訊eCha 鳴:eand lD 區 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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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IIWll•• ll'lloilm
－這Ii
圖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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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 1

風險 2

風險4

風險3

坡地災害風險等級

風險 5

· 減少風險

· 增加風險

坡地災害風險區－整體調適目標訂定比例建議

圖 4-2 坡地災害風險扈土地利用討論圖

I

臺灣氣候變遷科學報告使用與資訊應用説明會

一丶

結語

本計畫成果包含：

．在學術上：國內外期刊 20 餘篇文章以及國內外

．在緄濟上：透過資訊公開以及服務措施，提供

研討會。由國科會正式出版臺灣氣候變遷科學報

未來推估的災損評估，作為各領域參考依據以

告英文摘要版，以及持續推動與國際社會的交流

達到降低經濟損失的目的。

合作等。

．在社會影響上：所產製的氣候變遷資料已廣為

．在技術上：發展氣候變遷的降尺度以及推估技

公部門以及學者所使用，促進氣候變遷相關之

術，作為國內重要技術與經驗以及未來氣候變遷

科學研究與應用服務，而公布之氣候變遷科學

硏究之重要參考依據，以此發展未來的水文衝擊

報告已廣為相關部門使用，作為進行調適策略

以及災損的整體評估流程與結果，以及製作臺灣

與行動方案推動之依據。

第一版之洪災與水資源脆弱度的未來推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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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篇f;~,it~緝渭act~計月
一、計畫摘要
關鍵基礎設施 (Critical

二、推動進度與成果

Infrastructure, Cl) -

1. Cl 失效之災害衝擊評估

旦遭受天然災害或人為的破壞，將影響經濟發展與

(1) 維生設施之衝擊評估方法

民心士氣，嚴重時可能造成企業營運中斷，甚至影
以供電丶供水設施等為優先評估對象，依照

響政府持續運作。配合本中心近中程目標，本計畫

設施特性蒐整國內外具代表性之設施易損性

分年開發基礎設施在災害威脅下的衝擊評估技術，

曲線，建立分析架構並對系統內重要元件及

以大臺北地區大規模地震為外力的想定下進行方法

區域管網分別進行損壞評估，再綜整為該設

開發與衝擊評估，計畫成果可作為研擬減災策略參

施系統在特定地震情境下之直接衝擊。現階

考。本年度工作重點為： Cl 失效區域衝擊評估方

段已建立設施資料清單與圖資、初步的設施

法、應變需求之 Cl 衝擊評估與主題圖應用、開發 Cl

損壞衝擊評估流程與損壞境況分析（如圖

系統相依性分析技術等。

4-4)

4

。

言.

圖 4-4 電力設施地震損害分析示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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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災害管理需求之 Cl 衝擊評估

以醫院、消防、警察等功能性設施為優先對

(1) 應變需求之 Cl 衝擊評估與主題圖應用

象，由於各設施功能之持續運作條件不盡

透過應科方案盤點各部會成果，以及在災害

相同，以該設施能夠持續營運為目標，整理

管理上所需之重要設施資訊，分年彙整建置

各項防救災設施所需考慮之影響因子。現階

設施基礎資料與評估技術。重要基礎設施資

段已完成醫療與重要防救災設施營運條件分

料應用架構包括： 2012 年彙整全台五大類 20

析，開發可評估設施系統震後運作能力之分

項的設施基礎資料庫，結合部會各項分析工

析架構，並完成示範區域設施功能影響的境

具，可供平時減災規劃應用與支援應變時之

況圖層展示

（如圖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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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防救災設施之衝擊評估方法

。

情資研判作業。

本計畫利用地理資訊系統建立分析平台，可

3.

分析並展示在模擬的地震情境下進行災損境

系統相依性分析技術
(1) 大臺北地區之供電系統評估

況分佈分析，分析結果可作為事先擬訂緊急

以大臺北地區為範圍進行供電系統的災害衝

應變計畫、災後復原計畫、減災策略，達到

擊分析，以假設情境設定系統重要元件失效

提升都會區防災能力與災後恢復力之目的。

I

（共四種情境），完成示範區供電系統失效

昉救災設施

後能力評估結 [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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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防救災設施震後能力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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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災害衝擊分析，其評估
流程如圖 4-6 。由於供電
系統具有多項備援機制，

其系統內相依關係相當複
雜，本工作提供一簡化與
有效之系統衝擊評估方

-

．大台北地區（北北基）
．系統元件共 19 項＇
發電厰
變電所
調度中心

-

.....

eEXCEL版本 IIM 分析程式

．計算單點與多點攻擊對
尸體系統的衝擊影響

一-·~

式。
(2) 都市系統運作與基礎設
施模型

以系統分析與基礎設施系
統相依性的概念，建置支

持居民生活品質所需的都

-

-

市基礎設施運作模型。依
照地區特性分別依重要服

務、運輸系統、維生設施
等三大類，進行都市基礎

．描述災害情境下可能後果

·以可能極端事件假定情境

．民國 117 年北東電網缺電 15%

．瞭解未進行調度或修復前的可能後果

圖 4-6 供電系統災害衝擊評估流程

設施系統模型的建置（如
圖 4-7)

。本項工作之目

的為綜整規劃並開發可提
供都市機能整體評估與災
害情境想定的分析方法。

三丶結語
基礎設施之災害衝擊評
估可分為四階段－包括損壞評
估（元件）丶衝擊評估（系
統）、情境分析（人的情境）
與社經評估（整體）。配合本
中心研發需求，本計書以大臺

北地區大規模地震災害防治為
目的，進行基礎設施的衝擊評
估，藉由地震、工程、設施丶
系統等跨領域的專業諮詢與整

合，進行大臺北地區大規模地
震之防救災對策規劃。

40

圖 4-7 都市系統運作與基礎設施模型

• 社會輻利機構颱風應變管理工具研發
• 國土資訊系統災害防救應用推廣
• 地區災害防救能力發展與建構之初探
• 基層防救災能力建構之規劃
• 坡地土砂災害衝擊評估
• 行政院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之推動
• 推動行政院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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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發內容與成果

一、前言
面對高齡化或高齡社會可能來帶的災害管理問
題，日本許多地區的防災計畫，皆有篩選出災害風
險較高的老人福利機構，以在災時提供應變中心作
參考。美國方面，其社會安全法則強制規定有參加
國家型保險計畫的老人福利機構，皆要撰寫災害應
變計畫。

1.

針對社輻機構研發之社禰機構颱風應變管理
工具
(1) 依據現有三或五 I!)I 消防分組，修正成適合颱
風災害之＜社福機構颱風準備建議事項＞。
三班為通報研、搶救班及避難引導研，五班
制為另外加上救護硏和安全防護班。社會司

臺灣方面，過去社政單位在災害管理體制扮演
的角色，集中於一般民眾的疏散撤離、收容安置及
救助金發放，較沒有針對災害弱勢人口特別設計機
制。 2010 年凡那比颱風時普德老人養護中心一張
居民載浮載沉的照片，使得社政單位開始重視社會

福利機構災害脆弱性相關議題。本計畫於 2010 年
度，針對老人福利機構進行水災撤離脆弱性的先期
硏究。 2011 年度和社會司合作，針對所有老人福利

機構及身障福利機構，改善名冊建立的方法、建立
地址點位座標及研擬高風險機構定義方法。 2012 年
度，建立各縣市高風險機構清單，分別針對兩群使

本年度將此工具及本專案去年研發之機構自
然災害風險檢查表上網，提供下載（參見圖
5-1)

。

(2) 擬訂老人福利機構颱風豪雨災害應變示範計
畫。經社會荀協調，協助宜蘭縣三星鄉聖嘉

民老人長期照顧中心撰寫颱風豪雨災害應變
示範計晝，內容包含機構基礎資料、淹水潛
勢資訊、災害經驗、機構減災作為、不同災
害程度因應作為丶各項處理機制及作業流
程、應變小組任務編組及分工、緊急聯絡網
及聯絡電話等等。

用者－社福機構及麻市政府，設計社福機構颱風應

變管理工具。

下 ,11,.t,

圖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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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會司網頁提供本專案設計工具予地方政府及社輻機構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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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寛度等調查資料，已由消防署發文各縣市消

2 針對縣市政府研發之肚韞機構颱風應變管

防局參考使用。

理工具
(1) 建立老人福利機構及身障福利機構之＜颱風

應變使用社福機構名冊與聯絡表單＞。各縣
市名冊包含機構基本資料、受災經驗、是否
屬於高風險機構等。聯絡表單包含機構基本

4.

社輻機構災管工具使用情形（社會局／處

固覆部分）
本計晝針對 0610 豪雨事件，地方政府是否使用
本專案的研發工具作調查：

資料丶聯絡事項、聯絡時間丶處理方式丶處
(1) 颱風期間，縣市政府管理社福機構建議操作

理時閶等。

步驟： 9 縣市已使用、 7 縣市規劃使用丶 3 縣
(2) 擬定＜縣市針對社福機構颱風應變作業建議
操作步驟＞（參見圖 5-2)

,

市未使用（原因包含原先已有應變機制或尚

建請地方社政

未有使用情事）。

單位或災害應變中心於颱風期間，依據本專
案提供之高風險機構名單，主動掌握高風險

(2) 颱風應變使用社輻機構名冊與聯絡表單：

縣市已使用、 5縣市規劃使用、 4 縣市未使用

機構狀況。建議縣市於一般降雨情況，聯絡

情事）。

高風險及次高風險機構。本專案並於四月邀

(3) 社輻機構颱風準備建議事項： 17 顆市巳使
用丶 1 縣市規劃使用。

進行教育訓練與意見交流。

3.

社輻機構自然災害風險調査結果後續應用
整合高風險機構名冊與其空間屬性，包含是否

_

有二樓以上避難空間之調查資料，與出入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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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脆弱性皆高，需要特別被關注。本專案針對社

福機構颱風應變災管工具，也已

:i_j;:~r 茲，~ - : ~·

~C.

社福機構為災害弱勢群眾之地，災害暴露量

福機構及縣市政府，設計多項社

刁主｀ 戸＿｀可宅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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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議題
減

（原因包含原先已有應變機制或尚未有使用

高風險社福機構；在極端降雨狀況下，聯絡

請各縣市政府之老福及身障機構管理窗口，

10

被許多縣市所採用。不過，目前

臺灣為災害弱勢設計的工具仍有
限，如減災、復原階段相關工具

研發、其他類型災害之災害管理
工具研發、其他災害弱勢相關災
害管理工具研發皆缺乏。另外，
已開發工具之定期更新機構，仍

• ; •1

.. .. -

·~

需要被建立。以上各項工作，皆
需要政府部門丶企業界、學界及
公民社會等相互合作一齊努力。

圖 5-2 註厙區機構颱風應變作業標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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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鼴罰鹹鼴閂祖鄴黼讚
值成果，在颱風應變期間已廣為社會大眾查詢

一、前言

與地方政府再加值應用。此外，本中心秉持資

本中心現為國土資訊系統 (NGIS) 災害防救

料流通之原則， 2012 年度陸續將加值成果回饋

應用推廣分組之召集單位，工作目標為推動國土資

至國土資訊圖資服務平台 (TGOS)

訊於防救災領域之整合及加值，俾利國土資訊落實

提供防

救災單位進一步加值使用。圖 5-3 為本中心在

應用於災害防救工作上。為善用國土資訊，本中心

TGOS 上架之加值圖資服務清單。

整合防救災相關監測資料與預警模式， 2010 年度建
置災害應變決策輔助系統， 2012 年度持續擴充新

,

2.

災害應變決策輔助系統功能擴充

功能，如多視窗資訊呈現等。此外，防救災單位在

2009 年度莫拉克颱風過後，為解決空間圖資整

災害應變時期對於防救災資訊需求具時間上的迫切

合問題，本中心開發了災害應變決策輔助系統

性，因此如何在應變時期，快速提供防救災資訊服

提供中央及地方政府應用，本系統於災害應變

務以加速防救災資訊流通是本中心後續強化的工作

情資研判過程中發揮了重要資訊彙整角色，有

方向。

效透過空間資訊技術提供相關資訊輔助指揮官
進行後續指撣調度。

二、研發內容與成果

災害應變決策輔助系統是彙整各單位研發成果
的具體展現，透過系統介面化的呈現，將災害

1. NGIS 災害防救應用推廣分組之推動
配合災害應變與資訊流通之需求，本中心 2012

情資以統—的介面提供給指揮官與相關應變人

年度持續與防救災部會署進行防救災圖資流通

員進行情資研判並採取相應的應變措施。總的

共享機制協調；透過圖資分享與流通，提升國

來説， 2012 年度之工作共分兩大重點：—丶中

土資訊加值應用成效。例如，本中心發布的災

央決策應用功能強化，二、因應地方版應用需

害潛勢地圖即是防救災部會署圖資分享後之加

求提供服務。

圖 5-3 在TGOS 上架之加值圖資
服務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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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災害應變決策輔助系統運用 CCTV之畫面呈現

(2) 配合行政院研考會推動的新大平台技術，本

為了讓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能夠快速掌

中心以屏東縣政府為合作對象，透過平台將

握現地狀況，本中心 2012 年度特別針對相關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分析研判組的淹水警戒鄉

需求開發了 11 項模組，其中包含各地監視器

鎮、坡地警戒鄉鎮資訊提供該縣消防局介接

(CCTV) 視訊連結等，讓指揮官於災害期

與應用。本中心是新大平台技術的第一個應

用開發單位。

間能夠快速掌握現地狀況。

(3) 本中心在災害應變期間透過空間情報任務小

(2) 地方版應用需求
為了提供中央與地方於災害應變期間資訊分
享平台（如圖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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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央決策應用功能強化

,

本中心於 2012 年度首

先與屏東縣政府進行資訊共享合作，並於合

作過程中了解地方政府對於災害應變資訊之

組以整合各防救災部會署產製航遙測影像
資料，並利用影像伺服器以圖形網路服務

(WMS) 方式對外發布可供使用之航遙測影
像。

需求，並藉以開發符合地方應用需求之地方

(4) 本中心提供災害潛勢圖資下載服務，將部會

版災害應變決策輔助系統，相關系統於 2012

署的災害潛勢原始圖資提供給地方政府下

年度已臻成熟，並提供各地方縣市使用。

載，讓地方政府製作符合在地情況的防救災
圖籍並應用於相關應變系統。

3.

防救災資訊服務
防救災資訊服務是本中心強化防救災資訊流通
與分享目標的具體實踐， 2012 年度的資訊服務
包括以下項目：

三、結論與建議
本中心近年來致力於防救災圖資整合與加值應
用，現階段已將相關成果轉化為災害應變期間之可

(1) 運用網路服務技術向外界提供本中心加值成

用資訊，並落實運用於中央與地方災害應變之情資

果及部會署授權資料，藉以提升中心防救災

硏判工作，未來計畫擴大服務使用對象到非官方組

服務能量。 2012 年度累計完成文字網路服務

織 (NGO) 及一般大眾，使防救災資訊能發揮其最

(WS) 計 16 項、圖形網路服務 (WMS) 計

大之效用。又因資訊技術日新月異，本中心除了持

15 項及檔案傳輸服務 (FTP) 計 5 項。

續串接各部會之國土資訊應用於災害防救外，也將
持續導入新技術將各類資料轉化為可供決策之災害

[

防救資訊。

［；辶

圖 5-5 中央與地万系統應用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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囯「賾緝可 ~,~;1膺几蒭加讎會鳩溷A 」 t~
防救工作之內容與分類，初步可概分為「風險

一、計畫摘要
本中心於 2012 年起對地區災害防救能量與能
力進行系統性評估之研發，並針對地瓦災害防救能

的知識」

「管理、指導與協調」

與協定」

「支援性資源」

罐

比 J

力建構階段與發展歷程，進行現況分析與調查。本

丶

「資產的保護」、

「計畫

「生命安全保

「應變組織緊急事務

處理與重要機能的恢復」及「減災規劃」等八

計畫內容著重落實應用，主要目標為建立縣市政府

類，初步擬定我國災害整備能力評估架構如圖

災害防救能力評估架構，透過架構的建立與示範單

5-6 。 2013 年將持續研擬各面向之細項內容，

位的合作，期使未來應用於公部門主體，使其可以

並擇定示範縣市，應用指標內容與操作歷程連

透過能力評估，了解其本身的弱項，並據以訂定補

結，作為能力評估架構與指標應用之修正參

強計畫，形成正向循環的機制。

考，建立縣市政府災害防救能力評估架構丶指
標與評估方法應用之技術與內容。

二、推動進度與成果

1.

初擬「地區災害防救能力評估架構與標的 .J

2.

完成我國歷年災害防救業務訪評機制之探討
檢視歷年訪評項目，並依災害對策與目標、法

版本
檢視美國、日本能力評估架構與特色，其中美
匿之核心能力的評估內容，在功能性面向分
為：規劃、組織、設備丶訓鍊與演緤五類，並

綜整其整體評估方法。經由文獻國顧各類災害

~

制丶管理、資源及程序等五大分類，對應歷年

訪評題目之類型加以分析，分析結果顯示訪評
重點多側重管埋丶資源丶程序及訓練／演練等

供給面的評核，且多著重於操作面的評核及業

I
X瀘 g[

e 鉗図

.l·
力

eF

璽l

圖 5-6 初步擬定我國災害整備能力評估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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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 臺南市災害防救業務訪評實景

務檢查（見圖 5-7)

,

缺乏單位間協調的內容、

級，統合各局處間災害防救工作之整合。

需求面與供給面的鏈結及主體與目標。此外，

而在專業人力方面：多數災害防救辦公室效果

每年度的評估主題不明顯，建議公部門宜建立

較顯不彰，不僅無專任之專業防災人員提供相

縣市層級評核共同項目與課題，及其具體內容

關意見及決策，進駐輪值單位除消防局人員

與做法，可參考美國的作法，並視我國的需求

外，其餘人員在業務上並無實質幫助，僅進駐

與特性而作調整。另建議協助各地方政府的災

宣示性質，顯示地方政府在災防專業企劃人力

害防救能力診斷，考量災害防救能力的培力時

的匱乏，建議促請考試院增設災害防救考試類

間，研擬相關機制。

科（如特考）以解決專業人力缺乏之窘境。

3 縣市政府災害防救專責機構調査與分析

三丶結語

2012 年度完成我國 22 縣市政府災害防救專責機
構資料之蒐集整理與分析。

災害防救能力評估方法的建立，將可協助公
部門透過能力評估了解所轄區域面對的議題，並據

在組織與專業人力方面，透過分析各膈巿災害

上之缺失。在組織方面：目前災害防救辦公室
多屬臨時編組，宥於組織編制及經費不足等囚

關組織準則」中，明訂直轄市丶顆（市）災害
防救辦公室應為正式機關，如防災局或防災

處，使災害防救工作得以更全面性的施行；另
為有效落實災害管理各項工作之規劃、協調及
管考機制，建議於「地方行政機關組織自治條
例或組織規程」中，明確規範縣市政府災害防

位也可以透過能力評估掌握地方政府的執行成效與
需求，並予以支援或協助；應變作業單位可以透過

能力評估，建立災害潛勢與整備能量的量化指標連

［；辶

素，運作機制仍不建全，建議於「地方行政機

以訂定對策與計畫，形成正向循環的機制；中央單

[

防救辦公室運作上之差異，檢討其管理及功能

結，針對不同規模之災害，研提階段性的應變策
略。方法的建立亦可協助地瓦災害防救業務朝向專
案管理趨勢，提供具體評估構面、指標與能力發展
之關鍵議題參考，藉此形塑我國地區災害防救能力
建構的方法，提昇地方政府相關部門在減低自然災

害事件導致傷害與降低預期損失機率相關的作為之
有效性。

救辦公室組織及職掌，並明訂辦公室主任應由

秘書長以上層級長官擔任，藉以提高指揮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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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摘要

--------Jo, 3 這行實埤踏勘

一一一一一一一．，

2012 年本計畫著重

於公私部門防災社區協力
模式之落實應用，—方面
透過多元管道推廣宣傳防

災社區理念、移轉專業技
能、培育推動人員與團

：清庄

隊；另方面，藉由執行
不同災害類別、社區類型

門協力機制。此—創新的

區陸續造成了迴響，亦誘
發了全國性與地方性的民
間組織推動防災社區之意
願。

同時，有鑑於國內防

災社區操作專書有限，奠
基於多年防災社區行動研

-•
_-

星

塑本土的防災社區公私部

操作方式，在莫拉克重建

..
-~
e 社區工作坊

I

之防災社區實證計書，形

IIJm1Biil.mmlll

'1-°=:DIIIIIII
~•

鼴·

分工還作

I

究所累積之經驗，編撰社
區災害環境檢查手冊，以
及防災社區教學影片與推
廣影片。期盼藉此促成防

災社區公私部門之合作契
機，並作為相關單位推勳

防災社區時的輔助工具，
期能大幅降低防災社區推
動門檻，俾利加速防災社

二、推動進度與成果

區推動作業，達到擴大基層防災社區推動能量之目
標。

1.

建立防災社區協力機制
藉由行動研究之方法，輔以在自然環境丶社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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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9 防災肚區教學與推廣影片

屬性、災害型態等方面迥異之社區實作經驗，

結果，檢視社區防救災組織架構與任務分工丶

回饋至防災社區公私部門協力制度之擬定，透

發展社區整備丶應變行動計畫，並據以進行實

過與不同性質之政府部門、學術機構丶非營利

地演練。

組織丶地方草根團體等合作之方式，建立夥伴
關係，結合不同權責、專長與管道，形成推動

防災社區之合作平台，藉以整合資源，並擴大

4.

產製防災社區操作書圖
2012 年針對地震、洪水及坡地等三個類型之災
害，編撰社區災害環境檢查手冊。防災社區推

防災社區推動能量。

動者或社會大眾可參考此手冊，據以檢查社區

2.

培育防災社區推動人員與團隊

環境中潛在的致災因子、評估社區災害風險，

針對不同對象屬性、社區類型及防救災需求，

以及繪製社區防災地圖。另外，發行防災社區

規劃系列培訓課程，研發適宜之操作工具，並

教學影片與推廣影片（圖 5-9)

擬定執行步鼴（圖 5-8)

作團隊拍攝防災社區推動過程，透過紀錄影像

。同時，與公私部門結

,

由專業影片製

盟合作，積極培育防災社區推動人員與團隊，

畫面、文字、圖示解説等方式，如實呈現防災

也持續提供災害防救專業諮詢及複訓機會，以

社區的推動方法與內涵。

期達成防災社區永續推展之目標。 2012 年培
有對象包含中央單位、地方政府丶企業及社區

1570 人次。

3.

執行公私部門防災社區實證計畫

[

民眾，總計提供 15 場基礎與專業訓鍊，共培訓

三、結語
本計畫透過與公部門、民間組織、社區及專業

團隊所進行的防災社區人才培育與實證計畫，研發
防災社區推動模組與方法教具，成功移轉防災科研

並依據不同之災害類型及防救災需求，發展社

區防災地圖製作模組。同時，研發防災地圖製
作技術，並輔導專業團隊、民間組織丶社區團

體自行產製社區防災地圖。另外，依據各社區

特性研發災害境況模擬操作模組，並藉由操作

［；辶

成果予以防災社區的實踐者，有助於強化國內防災

2012 年挑選 15 處社區執行防災社區實證計畫，

社區推動能量、加速防災社區的落實應用，達成建
構基層防救災能量之目標。而藉由防災社區宣導影
片、社區災害環境檢查手冊等操作書圖的發行，亦
提供了接觸防災社區的多元管道，將有利於提升社
會大眾的自主防災認知與行動，期能作為推動防災
社區之重要輔助工具，提昇整體推動效率。

經驗進行模組修正。而社區未來可透過模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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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摘要

時，可能直接弓 I 致保全對象大規模災害。因

坡地土砂災害衝擊評估硏究工作，延續 2011
年之大規模崩塌災害防治推動策略具體成果，依據
2011 年 08 月 17 日第 19 次行政院災害防救會報報告
通過，建議大規模崩塌災害防治調查工作，參考日
本、義大利與香港等方法技術，宜以保全對象為優

先，由全國流域尺度、集水區尺度以及山坡地坡面
等不同尺度分別進行調查工作。坡地土砂災害衝擊
評估計畫， 2011 年已完成建構大規模崩塌災害防治
推動運作機制及全國流域尺度十處重點區域。 2012
年度計畫主要成果為完成主要集水區尺度之重點區

域與坡面尺度調查評估方法與程序蒐整工作。

此，大規模崩塌災害範疇示意圖如圖 5-10
所示，所考量的非狹義地單指如小林村的深
層崩塌，而是廣義的包含深、淺層崩塌或其

導致的地滑丶堰塞湖及土石流等引致的大規
模災害，但最主要還是以崩塌引致的災害為
主。因此 2012 年集水區尺度分析方式和全國

流域尺度的分析方式相囘，同樣為依據大規
模崩塌災害的範疇，除考慮致災程度外，亦
考量對於保全對象的影響。

(2) 重點區域的篩選及分級，參考國內外現行災
害分級法，將致災程度及保全對象影響等
級，以矩陣定性分級法評估，將可能大規模

二、推動進度與成果

崩塌類型之災害影響範圍由高到低，分別
給予 81 、 27 、 9 、 3 、 1 之分級；同時亦將不

1.

大規模崩塌基本資料建置與災害分級推估
技術

同之保全對象予以分級，依其重要性或保全
對象數量多寡區分為高至低，同樣分別給

(1) 回顧本計畫中所探討的大規模崩塌災害，並
非指某一特定的崩塌型態（特定深度、面積
或崩塌土方量體等）所引致的災害，而是考
量在崩塌或其後續引發之災害，例如：土石
流或堰塞湖等複合型災害，其影響範圍內有
重大的保全對象為原則；並當這些災害發生

予 81 、 27 、 9 、 3 、 1 之分級。今依各子集水
區計算分數分為三級，級距分別為 243 分以
上、 81~243 分及 81 分以下，分析結果顯示
第一級的數量約佔總子集水區數量的 11

第二及第三等級分別約為總子集水區數量
的 51% 及 38% (分析成果範例如圖 5-11 所

深層、淺層崩塌或其引致如
土石流或堰塞湖等

圖 5-10 大規模崩塌災害評估範疇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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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由以上矩陣相乘結果可提供分析各子
集水區分級之依據，以提供臺灣山坡地相關
管理單位依其保全對象進行大規模崩塌災害

調查工作之參考。

2.

大規模崩塌潛勢調査技術分析
大規模崩塌潛勢調查技術可從降雨和地震本身
進行發生頻率和規模進行評估之外，另外可透
過遙測影像丶野外探勘等方式，了解大規模崩
塌發生的原因以及找出可能發生的位置。囚
此，本計畫針對大規模崩塌的潛勢調查技術評
估，蒐整了統計法丶影像判釋法（衛星及航照

(a) 地質條件分級

立體影像丶航照圖配合空載光達 LiDAR 雷射掃
描）及現地調查等三大類型調查方式的特性進

行評估。

3.

大規模崩塌影響範圍推估方法分析
國內外對於崩塌的影響範圍推估，大致可分為
經驗方法及物理（力學）數值模式分析方法等
兩類。在經驗方法部分，本計畫即針對日本丶
香港及國內農委會水土保持局丶內政部建築研
究所等單位的經驗法進行蒐整分析。另外在數
值模式分析部分，本計畫評估國內現行相關大
規模坡地崩塌影響範圍分析模式或評估軟體，

(b) 保全對象分級

主要分成大規模崩塌與土石流兩類，如 PFC3D 、 DDA 、 Flo-2D 及 Debris-2D 等。此類分析模

[

式大部份均已模組化成套裝軟體可供使用者應
用，惟其現地相關地質、地形、岩體、土壤丶
水文等相關參數需進一步調查尚能模擬應用。

［；辶

夤

一、

結語

延續前一年大規模崩塌災害全國尺度分析流
程，根據地質條件及保全對象，採矩陣定性分級
法，將主要集水區之災害等級分為高、中、低三個
等級，並蒐整國內外大規模崩塌潛勢調查技術及影
(c) 分級成果

響範圍推估方法等，以提供臺灣山坡地相關管理單
位，依其管轄範圍進行大規模崩塌災害調查與防治
相關工作之參考。

圖 5-11

集水區尺度重點區域分析成果（以高屏溪流域
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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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摘要

2.

為使方案規劃與推動作業順利進行， 2012 年

本中心為整合災害防救科技成果資源，繼

辦理 3 次跨部會協調會議，工作協調會議重點

2010 年「強化災害防救科技研發與落實運作方案」

包含：規劃整體研發課題與整合各單位之執行

完成陪段工作後，本中心接續於 2011 年開始協助行

課題及經費編列丶方案課題與架構的新增修調

政院推勳「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簡稱應科方

整、部會署預計成果清單等管埋追蹤進度説明

案），推動期程共四年，其設定總目標與分項目標

或跨部會溝通協調配合事宜。

如圖 5-12 。本計畫已推勳第二年，結合 7 個部會署
計 16 個單位共同參與， 2011 年共 89 筆災害防救科

3.

技研發計畫，配合「大規模崩塌災害」、「洪水災

建立成果交流與推廣機制
主要工作項目有二：一為辦理年度成果研討

害」、「氣候變遷」、「旱象」、「地震」、「基

會，採跨部會、課題分組進行成果分享，藉由

礎設施」、「資訊」、「核災」與「新興議題」之

成果研討會之平台，展現部會署執行成效與成

9 項課題，目前各課題正逐步累積階段性成果（詳

果，達到跨領域的溝通交流目的； 2012 年 7 月 6

細內容請至應科方案網站 http://astd r.col ife .org.
tw)

建立部會署溝通協調管道與協助課題規劃

日辦理 2011 年成果研討會，共有 8 個部會署單位

。

報告 2011 年重要成果與未來規劃構想、 16 個計
書執行單位進行科研成果發表，以及現場實機

二、推動進度與成果

展示 5 組與成果海報展計 91 幅。為有效協助應科
本中心主要擔任行政院應科方案推動幕僚單位

方案之推動，本計書與國網中心合作「應科方

之角色，工作事項包含協助部會署規劃研發課題與

案溝通與共享系統」，提供方案目標、規劃丶

科研計畫管理、建立部會署溝通協調管道、建立成

內容及各年度細部計書資訊等查詢服務，網站

果交流與推廣機制、盤點與彙整年度產出成果及災

參訪人數已超過26,077 人次。

害管理平台成果規劃與推動等工作項目，工作事項

4.

與進度説明如下：

盤點與彙整年度產出成果
本工作項目將與年初盤點 2011 年災防計畫成

1.

協助部會署科研計畫運作與管理

果，並彙整為方案課題的重點具體成果產出及

在部會署科研計畫運作與管理部分，依照時程
共分：

評估各課題加值應用與介接之整體效益。 2012

(1) 期初瞭解部會署計畫規劃：包括年

年盤點參與 2011 年方案部會署之科研與業務計

初彙整部會署 2012 年共 89 筆計畫之預期成果與

畫共計 100 筆計畫，產出已逾 138 項之研發成

效益，並瞭解約 25 筆與災有關之 2013 年中程綱
要計畫的規劃重點；

進度：彙整 2012 年部會署每季細部計畫執行工

5.

災害管理平台成果規劃與推動

作進度概況表、參與部會署期中審查會議，以

為了讓各部會署擁有正確性、完整性與即時性

瞭解目前各計畫現階段具體成果之執行進度；

的防救災資訊，本中心與國網中心開發建立協

(3) 期末成果彙整與評估：彙整年度科研計畫
與業務計畫之成果，並進行檢視與滾動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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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有助於充實方案資料庫的完整性。

(2) 期中定期掌握工作

同合作及資訊共享的平台，即為「災害管理資
訊平台」；期望建置—個防災體系單位間的溝

透過應科方案的推動，彙整各單位過去投入災

時溝通與協同合作的效益。災害管理資訊平台

害防救科研技術的成果，並經過加值應用，以展示

主要系統環境包含：在資料面向部分：以資料

於災害管理平台。故本計畫之重要任務，為建立一

存取與分析為主，並提供防救災資料共享環

實體平台系統機制，整合平台內之資料、模式和管

境－「建立資料匯集、綜整丶加值丶分亨的環

理等三大子系統之災害防救研發能量與資源，進而

；在模式面向部分：以開發多模式可串接

達成部、會、署縱（橫）向之資訊、資料開放性的

多個資料庫與多個模式間之串連運算的整合系

流通與交換之便利性，俾提供管理者或決策者在掌

統環境－「建立模式串接資料之計算環境」

握災情資訊情況下，可規劃適當的災害防救措施，

境」

；在

災害管理部分：主要提供災害指標與燈號之管

做出最適當的策略或防救災決策。另期望經由行政

理系統－「建立災害管理展示介面」

院院級會議機制，可提報方案整體推動成效與遭遇

；該平台內

容係以堅實的災害防救科技研發成果為基礎，

問題，不僅協助跨部會署防救災科技研發之橫縱向

配合平台的資訊交換與流通機制，可提供給參

溝通協調，更積極促使業管機關注重災害防救災的

與應科方案的各部會署使用。

重要性，優先綱列足額的預算投入防災科技之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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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與經驗分享系統，以提高防救災應變過程即

與研發，發展先進的科技技術來落實推動災害防治
工作，以增強整體抗災耐災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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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目標：建立全國性之災害管理平台，有效整合部會署
研發能量與資源，提升整體運作效能。
説

明：針對環境與社會變遷下，平時減災、災前整備、災時應

變及災後復健等階段之災害防救工作需求，整合部會署
之研發能量與資源，強化各級政府橫（縱）向之資訊、
資料流通交換，建構全國性之災害管理（內容包括災害
境況設定、潛勢分析、災損分析、社經發展推估、風險
分析、脆弱度地圖製作、體系法規研修訂、資料流通交

提升災害應變作業效能

説明

丶

目標一

[［；辶

換機制…等）平台，提升整體運作效能。

「 目標二

目標三

目標四

健全災害風險評估與災

強化災害防救資訊共通

加強防災知識傳播與溝

害管理體制

平台，落實資源共享

通認知
説明：

説明

説明：

考慮未來災害（包括颱洪、坡

研擬環境與社會變遷下之災害防

銜接部會署既有平台，強化資料

強化災害防救專業人員的培育機

地／土石流丶乾旱及地震…等類

救因應對策， 強化災害風險管理

庫及決策支援系統 ；持續蒐集建

制與教材編撰 ，促進決策者、媒

別）應變所喬之 環境監測及模擬

效能 ，檢討國內外大規模天然與

萱基礎資料、落 實 礴化災害防救

體及社會大眾的溝通認知， 提升

分析能力 ，運用先進科技，研發

人為災害處理經驗，考 Z 減災整

成果、擴充知識庫；引進應用先

災害防救素養。

監測與傳輈技術，以及 相關模擬

備與應變復建工作之決策評估需

進設施，針對 國內相關單位所產

分析方法。

求及法規體制改善， 研發改善管

製災害防救資料之維護管理與使

理體制所需方法與技術。

用分享，建置共通性之交流平

丶

台。
」

圖 5-12 方案總目標與分項目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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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摘要

二、推動進度與成果

依據災害防救法規定，行政院災害防救專家

1.

諮詢委員會（以下簡稱專諮會）提供中央災害防救

完成第五屆「防減災政策與施政優先課題建

議 .J

會報與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有關災害防救工作之

(1) 為提供國家災害防救科研丶政策之規劃方

相關諮詢，以加速災害防救科技研發及落實，強化

向，本屆委員參考國內外重大災害案例並

災害防救政策及措施。專諮會由行政院國科會主委

擬訂重要課題，完成「第五屆防減災策略

擔任召集人，並由行政院聘任於災害防救領域聲譽

與施政優先課題建議」報告書（請參考圖

卓著之專家學者，及依職務遴聘之機關代表擔任委
員，其幕僚作業由本中心擔任（請參考圖 5-13)

5-15) ,

。

害、體系與資訊等災害議題，共提出 12 項分

此外，專諮會亦提供行政院與各災害主管機關

組重要課題與因應策略，及 43 項短、中、長

重要災害防救政策、措施建議與諮詢，並對災害防

期優先採行措施，作為各災害權責單位相關

救計畫與科技研發提出前瞻性之政策建議。專諮會

科研課題與對策之參考。

委員分成五組：颱洪組、地震組、公安衛組、體系

(2) 依據 2012 年 7 月 3 日中央災害防救會報第 22 次

組、資訊組，藉由分組會議進行專業討論、透過全
體大會凝聚共識（請參考圖 5-14)

,

報告內容就颱洪、地震、複合型災

會議主席裁示，將本報告函送各災害防救業

提出可行之災

務主管機關，納為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擬定之

害防救政策建議。

參考。

召集人
國科會主任委員

副召集人
國科會副主任委員

執行秘書

委員

NCDR 主任

(29~33 位，含各分組召集人）

, I= I 釒 I I I 囹
組組衛組組
組
8

7

7

7

4

位

位

位

位

位

工作人員
NCDR 同仁
圖 5-13 專諮會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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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認，經核閲後提送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

議執行概況（政策盤點）

其中，「生物病原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修正

為協助委員瞭解所提建議之執行狀況，經彙整

草案）」業於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第 13 次

書面建議資料後，羅列過去 39 項政策建議，摘

會議提報並審核通過；目前刻正辦理農委會

錄成 101 個次項目。經評估其中 68% 為已完成或

「土石流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森林火災

執行中丶 32% 則屬規劃中或待研議，期藉由上

災害防救業務計畫」、「農業寒害防救業務

述評估探究執行瓶頸，並據以擬定更切合實務

計畫」審議作業。

面之政策建議與執行策略。

建置並持續維護更新專諮會網站，公告專諮
會歷年運作情況

T＿新興議]
I
[17
人0
害1
回2
顧與省甲』［［
題減*開

2. 完成歷屆（第三、四屆）專諮會所提政策建

(2) 除協助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審議「民國
101 年災害防救白皮書（草案）」外，並將
專諮會所提「防減災政策與施政優先課題建
議書」納入該書施政挑戰與對策專章；另提

配合第六屆委員之新派任，已進行專諮會網站
更新，包含委員基本資料簡介、已提出之相關

供「災害防救基本計畫」修正方針與策略目
標之建議。

政策建議報告及全體大會報告事項資料等內

容，供民眾查詢（網址為 http://www.ncdr. nat.
gov.tw/drc/)

。

三丶結語
災害防救任務，除於災前有系統縝密策劃、導

4 國家相關重要防減災政策及報告案審査

入科技技術支援及提升全民防災意識外，應以防治

(1) 行政院交付審查各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

災害於機先。基此，本計畫期透過諮詢委員之建議

關所提業務計晝，確立審查機制並協助召開

及各災害防救權責單位在政策上之調整與改善，以

審查作業。衛生署「生物病原災害防救業務

有系統的方式對災害管理提出前瞻思維與對策，強

計畫」、內政部消防署「震災災害防救業務

化我國的災害防救能力，降低未來災害的衝擊及因

圩事

應全球氣候變遷之威脅。

口早」

，業依委員意見修正後再送專諮會確

[

［；辶

圖 5-14 全體委員會議

圖 5-15 第五屆政策蓮議書封面

55

• 颱風豪雨災害應變
• 地震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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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 祖湞錷料鵰II
害資料分析、預警應變建議及災害空間圖資分析研

一、目的
本中心自 2001 年奇比颱風開始，均配合颱

風豪雨事件進駐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以下簡稱

CEOC) , 主導情資研判組進行預警情資分析－災害

判清楚的表達並呈報至 CEOC, 作為中央與地方在
防救災作業及資源調度之參考。

二、 2012 年災害應變支援成果

潛勢分析、研判與預警資訊，並提供其他功能分組
以及地方政府作為緊急避難、疏散等相關安全防範

1.2012 年颱風豪雨應變作業支援共計 7 次，分別
為 0610 水災應變、泰利颱風應變丶蘇拉颱風應

作業等應變操作與決策的依據。然而從 2012 年的颱

變、海葵颱風應變、啟德颱風應變、天秤颱風應

風事件與經驗學習中，可以歸納出 (a) 颱風豪雨
的情境變化快速，導致決策l操作時間縮短，

變、杰拉華颱風應變。

(b)

需提供關鍵設施的衝擊評估分析。為此本計畫針對
颱洪應變事件檢討、 CEOC 專責人員及部會協調丶
CEOC 情資研判研習會、本中心應變組織調整、本
中心應變人員教育訓練與演練、應變事件作業支
援、本中心應變資料庫更新、協助決策輔助系統銜

接預警資訊的測試，以利將災害境況及情境經由災

圖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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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中心之支援小組，除固定各輪值組的主要負責
同仁外，並依據不同主軸階段檢視及提供 CEOC
指揮官的決策參考資訊。此外，未來須針對災害
規模分級加以律定，依不同災害規模，假設災害
境況及情境，作為緊急應變作業各功能分組之操

作依據。

蘇拉颱風應變

l囯~=tnrf]悶4一
據想定期程完成兩階階段性簡報，包含地震災害

一、目的

的情資研判與地震引致核電廠事故的情資研判作

參與「 2012 年國家防災日地震災害狀況推

演

7

業。同時，也檢視地震發生時，本中心面臨震災

，時間為 9 月 21 日自 10 時至 18 時，地點為中央

發生時情資研判流程，及進駐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災害應變中心，推演基本想定為臺灣北部地區山

之作業程序，並適度調整相關作業事項。

朧斷層錯勳，引發芮氏規模 7.1 地震，北部地區最
大震度 7 級，震央位置為新北市萬里區，造成基隆

2.

操作緊急製圖作業：以災情統計、緊急支援丶
避難支援為陪段性任務，設定 13 項主題圖，如

市、臺北市、新北市及桃園縣等地區大規模災害，
本中心代表情資研判組進行報告，本計畫依據想定
期程完成階段性簡報。此外，協調本中心緊急製圖

受傷、死亡與失蹤人數統計、學校死亡、建物
毀損統計、重要道路與橋梁受損統計、變電所
災損統計、自來水系統受災統計、醫療院所受

組於當日針對想定災情狀況，協助相關主題製圖。

災統計、可用醫療資源調查、醫療院所與交通

二、任務支援與成果

1.

路網位置圖、醫療需求説明、臨時避難人數統

支援情資研判作業：配合地震情境設定，依

計、民生需求總預估等主題圖，如圖 6-2 所示。

鬪

災情組
第—次會報

CEOC
開設

12:00

緊急製圖

．民生需求總預估

·臨時避難人數統計(含弱勢人口)

．醫療院所與交通路網位置圖

l
．醫療需求説明(病床數
住院人數)

l
·可用醫療資源調查(自來水
電力)

。
。

11··

安全査報

n
嘢

· 台北市聯外橋梁 應進行安全查報，並注

橋梁受損，阻斷交

意以下問題：

通動線，應注意相

©台北—新北市間大量通勤民眾就地安

關影響；

©救援人員及物資
補給 運送困難 。
© 台 2 線 阻斷，可
能影響 核 1 廠丶

核 2 廠 及鄰近區
域之對外聯繫。
©交通阻斷嚴重地

,
[

強震區內的 聯外橋梁 與 高架路段應盡速進行

注意強震區內受災道路橋梁對於運輸之影響

• 目前仍有多處道路

lA' 會郭

~~

．自來水系統受災統計
．醫療院所受災統計
．變電所災損統計
．重要道路、橋梁受損統計

．建物毀損統計(全倒l
半倒)

。
。

··

。

09:21

．學校死亡、失蹤 l
受傷人數統計
·死亡與失蹤人數統計
．受傷人數統計

颳齟呻r

1

自佘且

~

圖資加值

l,

ML =7.1

置

.

黷

©橋上人車掉入河中造成傷亡

©因大多數聯外橋梁中斷，造成台北市
對外聯絡困難、不利救援
♦ 救災人 員 、機具及車輛進入困難
♦ 傷患後送困難
♦ 民生物資進入困難

• 台 1 線中山構、新生高架丶建國高架丶

區，應 重新規劃

市民大道丶環東丶環西、洲美快速丶環

替代運輸方式或

河南北快速丶堤頂道路、辛亥路、基隆路 等高架路段安全查報，以避

路線 。

免落橋影響平面道路交通。

圖 6-2 支援國家防災日之想定災情主題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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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交流與技術合作
• 本中心與氣象局雙邊合作
• 本中心與水利署「防減災及氣候變遷合作協議」
• 第八屆 ITW

• 100 年度應科方案
• 第二屆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緊急應變工作小組

(APEC EPWG)指導委員會議
• 東日本大震災重建勘察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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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l濯禧殞俐阻渭漼,1
(2)5 月 14~18 日主辦第八屆天然災害減災研習營

一、計畫摘要

(ITW2012)

近年來，災害防救科技研發能量迅速提升，

本屆研習營主題為「資訊技術於減低災害風

本中心與美國丶日本、歐盟等先進國家進行緊密的

險及緊急整備之應用」，共邀請到 9 個國家，

災害防救與科技交流，不但建立起國內與國際間災

計 18 名專家學者，與國內 70 名防災領域之產

害防救科技單位之橋樑，更促進了學術機構、政府

官學界專家與會。研習營主要強調提昇國土

與民閶之互勳與交流。本中心致力開展與國際重

基礎資料並強化環境監測之能力，開發災害

要機構之密切合作與交流，以防災無國界、資訊零

潛勢分析技術，綜整靜態與動態的資訊，來

時差為原則，防災與世界同步接軌為目標，結合國

建構全國性、區域性、或特定災害之防救災

內外產官學界之長，提供臺灣防救災工作即時正確

資訊系統，以支援各級單位研判、分析及決

之防災資訊，並戮力促進國際間先進技術交流與學

策，進而提升離災、防災、減災之效能。

習，以汲取各國防災經驗，全面提升我國災害防救

(3) 7 月 10 日主辦第二屆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緊急

能力。

應變工作小組指導委員會議 (The

二、推動進度與成果

1.

2.

2nd APEC

EPWG Steering Committee Meeting)

建立國外合作機制與出國考察計畫：持續推

本屆指導委員會議出席者包含共同主席（中華

動本中心與各國防災相關合作項目，陸續派員

台北及越南）、指導委員會成員全體代表（代

前往美、日、韓等國進行經驗分享，技術交流

表為加拿大、中國、日本、祕魯、新加坡丶中

與出國考察計畫。

華台北丶美國及越南）丶 EPWG 的計畫督導
及兩位前任共同主席（澳洲及印尼）。本屆會

舉辦國際研討會及研習營：

(1) 3 月

議除討論APEC EPWG 未來發展、推動策略與

12~19 日協助中研院國際災害風險整合

硏究中心 (Integrated

APEC 區域防災工作之規劃外，為呼應各會員

Research on Disaster

體對企業防災與永續供應鏈能力建構的需求，

Risk, International Centre of Excellence,

亦商討了如何推動APEC 區域公私部門的夥伴

IRDR-ICoE) 辦理東南亞地區災損鑑識
研討會 (Advanced

關係及強化跨論壇合作。

Institute on Forensic

Investigation of Disasters - Southeast Asia)

(4)

10 月 21~27 日協助中研院國際災害風險整合
硏究中心 (Integrated

本研習會議主要針對東南亞地區受災害衝擊

的城市做案例探討，與會者為來自東南亞各
國之研究人員與從事相關領域的業界代表，
於會中分享各國災害管理的經驗與成果。會

Research on Disaster

Risk, International Centre of Excellence,
IRDR-ICoE)

辦理災損鑑識研討會

(Advanced Institute on Forensic Investigation
of Disasters)

。

議期間並由本中心規劃屏東禮納里八八風災
重建區參訪，藉由世界展望會解説重建歷
程，與原住民面對面地討論，了解莫拉克風
災後原住民重建的過程與挑戰，也藉此機會
分享了臺灣在防減災、災後重建與在地生活

62

重建的經驗與成果。

本次研討會主要藉由各項議題探討環境變遷及

人口密集城市所面對之潛在威脅，以及如何應
用調適策略，及環境監測建置數據資料分析環

境與人為活動，提升防減災研發與能力。

支援公私部門之國際交流活動：
(1) 擔任我國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緊急應變工作小
組 (APEC EPWG) 之官方代表。本中心今

(5) 7 月 10 日辦理APEC 緊急應變工作小組指導委
員會會議。

(6) 7 月

11 ~12 日協助辦理 APEC 強化中小企業

年獲 APEC 會員支持擔任 APEC EPWG 之共

減災能力聯絡人網絡暨專家會議 (APEC

同主席 (Co-Chair)

Focal Point Network and Expert Meeting on

，規劃 APEC EPWG 之

未來發展與推動策略，建構防災網絡，促進

與各經濟體合作機會，提昇 APEC 區域之防
救災能量與能力之建構。

(2) 3 月 26~30 日應邀出席於菲律賓召開之APEC
EPWG 經濟體災害預警評估研習會。

(3) 5 月 22~23 日應邀出席於韓國召開之第八屆
APEC 教育部長會議。

(4) 5 月 29~30

日以中華台北與 APEC EPWG 共

同主席身份出席於俄羅斯喀山舉辦之 APEC
EPWG 第三次工作小組會議。並於 5 月 31 日向

Improving SME Disaster Resilience)
(7) 7 月 11 日協助辦理 APEC 強化中小企業持
續營運能力參與全球生產供應鏈研討會

(APEC Symposium on Promoting Business
Continuity Plans to Enhance SMEs'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Production Chains)
(8) 10 月 9~10 日以中華台北與APEC EPWG 共同
主席身份出席於俄羅斯海參崴舉辦之第六屆

APEC

EPWG 資深官員論壇。

(9) 接待國內外貴賓參訪：截至 2012 年 12 月底止
共計 50 次外賓參訪接待，總計 210 人次參訪

報告 EPWG 與 SMEWG 年度工作進程。

中心。重要訪賓如圖 7-1~ 圖 7-12 所示：

]
5
[實與I
新興議題
減[
人
究防科]
＿研
人
技落
應用

APEC 資深官員經濟技術協力委員會 (SCE)

圖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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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2 年 2 月 8 日，義大利訪賓 Pasuto Alessandro 等人來訪圖 7-2 2012 年 2 月 16 日，駐紐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劉經巖副處長偕囘中華民國三友邦－甘比亞、
聖文森及多明尼加駐聯合國大使等人來訪

議員 Mark Maipakai 來訪

：辶

圖 7-3 2012 年 3 月 21 日，外交部亞太司邀巴布亞紐幾內亞

圜 7-4 2012 年 4 月 23 日，臺灣世界展望會國際事工處胡炎

煌組長同香港宣明會中國緊急救援部及世界展望會
亞太區總會等人來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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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5 2012 年 5 月 1 日，國際科學理事會繼任會長兼加拿
大西安大略大學「減少鉅災損矢硏究所」政策研
究處主任 Dr.

圖 7-6 2012 年 6 月 6 日，泰國緊急醫療總馨副積畫長率代
表團來訪

Gordon McBean 來訪

圖 7-7 2012 年 8 月 15 日，韓國大學 Hak-Eun LEE 教授等

圖 7-8 2012 年 8 月 24 日，國合會 GIS 研習班學員來訪

來訪

圖 7-9 2012 年 10 月 30 日，日本奈良縣議會議員安井宏－
等來訪

圖 7-11

2012 年 11 月 15 日，外交部國際傳播司邀請
UNFCCC 國際媒體來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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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0 2012 年 11 月 7 日，美國在台協會同澳洲等五國在
台辦事處代表來訪

／ －一~二
圖 7-12 2012 年 12 月 26 日，外交部拉丁美洲司邀請多明
尼加共和國總統府部部長及夫人等來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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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本中心與氣象局雙邊合 僱
二、本年度合作項目與具體成果

一、前言
本中心為因應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分析研判業務
所需，於2011 年與中央氣象局訂立雙邊合作協議，

協議中約訂雙方就業務相關內容，進行技術研發合
作與交流。主要工作重點包含： (1) 颱洪應變業務
資訊交流，

(2) 定量降雨預報技術開發合作， (3)

地震防災技術開發，

(4) 氣候變遷等（圖 7-13) 。透

過雙方的合作，不論在應變相關資料的交流及新技

1.

颱洪應變業務：
(1)2012 年共經歷 9 次颱洪應變作業，其中包

含水災應變 1 次、颱風應變 8 次，中央災害
應變中心 (Central

Center,

Emergency Operation

CEOC) 值班共計 559hr 。應變過程

中，工作進行順利且成功建立彼此分工與資
料交換機制。

術的研發上都有長足與飛快的進展。以下就 2012 年

雙方合作之業務與技術研發內容進行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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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3 本中心與中央氣象局雙邊合作的重要工作成果包含：颱洪應變業務合作與資訊交流、定量降雨預報技術與地震
防災技術開發、臺灣氣候變遷資訊平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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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年度新增應變開設會前會議，應變啟勳

前，由行政院災防辦公室假氣象局召開應變
會前會，會中針對即將應變的天氣事件，未
來可能的情境進行跨部會溝通，並由災防辦

針對防災重點進行提示，強化各單位災前準
備工作。

(3) 分析研判會議結束後，合作製作「災害硏判
資訊通報單」傳遞至地方政府參考。

2.

定量降雨技術開發
(1) 共同完成「系集颱風定量降水預報系統」

(Ensemble Typhoon QuantitativeForecast

4.

氣候變遷
(1) 氣象局氣象紙本資料數位化，成功數位化的
資料超過 700 萬筆。
(2) 發展極端乾旱、系集經驗模態分解法

(Ensemble Empirical Mode Decomposition,
EEMD) 等相關技術，進行臺灣氣候變異特性

分析
(3) 共同建置氣候變遷資訊平台網站，提供測站
資料氣候變遷分析圏表。統計顯示，每年超

過 2 萬人次瀏覽本網站。
(4) 共同完成「臺灣氣候變遷科學報告 2011 」

System, ETQPFs) 的開發，可針對應變需

中英文版本，此報告已作為經建會氣候變遷

求提供不同情境定量降雨資訊，強化中央應

調適政策綱領之依據，並於「聯合國氣候變

變中心災害應變與救災準備參考。

遷綱要公約」

(2) 完成本中心與 CEOC 使用端系統之介接。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NFCCC)
締約國第 18 次會議 (COP18) 發送。

3.

地震防災
(1) 完成地震應變資料接收與作業流程規劃，並

於國家防災日防災演練進行測試與改進，作
業流程已可納入例行防災作業進行操作。

本中心與中央氣象局訂立合作協議之目的，主

要就雙邊相關業務與研發工作提供快速溝通整合的

(2) 完成區域震源發生機率分析方法與流程，並

平台。本年度多項工作已有顯著的成果，並納入實

具體完成臺灣區域震源發生機率圖，可作為

際作業成效卓著。除已完成之工作項目外，也擬定

未來評估地震風險之依據。

2013 年的工作項目。期待透過雙邊合作，除提升硏

(3) 完成強震即時警報系統警報傳遞機制及多元
傳遞管道規劃，並完成相關應用管道之測
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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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丶結論

發能量，並精進災害防救相關工作的成效。

'' 閼凪

勘災技術提升，分享本中心勘災系統 APP 、

一丶前言
災害防救係屬長期性工作，近年面對極端氣

候與環境變異之挑戰，災害情境巳無法以過去經驗
判斷與掌握，且災況呈現複合型式，面對如此嚴峻

災害衝擊，經濟部水利署及本中心，在過去合作基
礎上更深入強化技術整合，提升防災科研技術落實
應用，以發揮政府災防科研之實質效益，是為雙方

共同合作之目標與重點，乃於 2010 年 7 月 23 日正式

(2) 災害勘查資訊交流互惠，包含水災勘查、
教育訓練、水災勘查資訊丶歷史水災資料分享

及美國聯邦災害管理署 (FEMA) 對美東颶風
SANDY 勘災探討等丶

(3) 建立臺灣颱洪災損

評估系統 (TLAS Taiwan) 災損評估系統，並
以梅姬颱風事件進行試算。

4 枯旱預置議題

簽訂合作協議，合作至今已跨越第二年度， 2012 年

合作重點及具體成果有：

在雙方工作團隊努力之下，針對氣候變遷丶災害應

田水利會及各地方政府歷史乾旱事件、相關乾

變與監測、水災災害勘查合作機制、枯旱預警及自

旱及應變資料並進行分析、

主防災社區等議題進行合作並已獲致相當豐碩之成

相關雨量及流量監測值，進行統計降尺度分析

果。

及水資源模式盤點及 (3) 完成 2011 春季乾旱

(1) 蒐集農委會、農

(2) 提供石門水庫

/2012 春雨事件分析，並進行 2011 供水 /2012 春

二、合作議題與具體成果

季供水情勢推估等方面。

1 氣候變遷議題

5. 自主防災肚區議題

合作重點及具體成果包含：
資料提供與應用丶
換與應用評估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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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氣候變遷推估

(2) 氣象水文觀測資料之交

(3) 極端水文事件之模擬測試

合作重點及具體成果有：
資培訓工作丶

(1) 防災社區種子師

(2) 研擬防災地圖製作 SOP 及

(3) 防災地圖製作説明等。

及 (4) 共同舉辦氣候變遷國際研討會等。

三、結語

2. 災害應變與監測議題
合作重點及具體成果包含：

(1) 舉辦多場研習

會及進行颱風豪雨應變作業、

(2) 完成災前、

災中、災後的影像取得分享機制及「空間情報
於重大災害勘查運作機制與作業流程」內容修
定、

(3) 完成震災通報系統APP 及完成海嘯早

期預警評估系統研發、

水利署及本中心雙方在合作互惠模式之下，
已將水旱災防災力及防災科研技術更緊密結合，
並將成果陸續推廣至基層地方政府，共同合作面

對極端災害事件，期望降低國內水旱災之風險，
打造永續健康之生活環境。

(4) 建立

水庫潰壩淹水範圍丶水利設施丶
社褶機構與淹水潛勢等 GIS 資料
(5) 101 年度堰塞湖應變教

：辶

庫丶

育訓鍊及 (6) 完成北區淹水潛勢

圖補遺及實驗流域範例建置等。

3.

水災災害勘査合作機制議題
合作重點及具體成果包含：

圖 7-14 2012 年 5 月 30 日第 3 次諮議
指導小組會議

圖 7-15 2013 年 1 月 31 日第4 次諮議
指導小組會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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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低災害風險及緊急整備之應用」，內容將從如何
完善國土基礎資料及強化環境監測之能力，發展災

害潛勢分析技術，並彙整包含數位化地形、地質、
水文丶土地利用、人口、交通丶管線等國土基礎資

料，及氣象、雨量、水位等環境監測資料之靜態與
動態的資訊，以有效地建構全國性、區域性、或特

定災害之防救災資訊系統，支援各級單位進行研
判丶分析及決策，以達到離災、防災、減災之效。
於 2005 年起，在國科會國際合作處經費補助

透過本研習營的舉辦，已成功地將臺灣經驗與各國

下，本中心已舉辦多屆天然災害減災國際研習營，

分享，並提供一個平台給與會學員們進行經驗交

歷年的課程相當廣泛，涵蓋氣象、洪旱丶坡地丶社

流，各國貴賓均表示臺灣防災經驗成果豐碩，許多

會經濟及疏散規劃與收容安置管理等等。 2012 年第

經驗值得參考學習。

八屆天然災害減災國際研習營主題為「資訊技術於

澶郿；~1將賾訃~t~;fnltDfIIJ~fl-lBD1P帰湯關＂＇皇7
動出席人數總計約達 370 位。本研討會內容主要包

含 (1) 專題演講－邀請顏清連教授以及行政院災
害防救辦公室石增剛主任蒞臨會場並進行「淺談
臺灣防災科技之發展與挑戰」與「災害防救研發
成果落實分享」；

(2) 方案年度整體成果報告；

(3) 應科方案災害資訊管理平台雛形系統介紹；
(4) 部會署成果落實應用與未來規劃；

(5) 方

案九項研發課題－大規模崩塌災害與洪水災害、地
震與基礎設施丶氣候變遷、旱象、資訊丶核災等
課題主軸式成果分享，促進成果推廣應用及經驗
本中心協助國家科學委員會推動「行政院災

交流。本研討會收錄 77 筆年度計畫之成果精簡報

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簡稱應科方案）於 2012

告丶展示 91 張成果海報以及 5 組系統實機操作説

年 07 月 06 日假臺灣大學凝態科學館舉辦 2011 年度

明，讓現場與會者瞭解災害防救工作面臨的問題

成果研討會。本次活動由國家科學委員會、災害防

以及現階段研究的重點成果，提供學術研究與實

救應用科技方案辦公室、國家實驗研究院以及國家

務經驗相互交流及討論。

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共同主辦，以及參與應科方案
之相關部會署計 19 個單位共同協辦支持，當日活

68

之規劃

工作小組 (APEC EPWG) 會員支持，擔任APEC

外，為呼

EPWG 之共同主席 (Co-Chair)

。為規劃 APEC

應各會員

EPWG 未來發展與推動策略，建構防災網絡，促進

體對企業

與各經濟體合作機會，提升 APEC 區域之防救災能

防災與永

量與能力建構，本屆指導委員會於 5 月 29~30 日俄

續供應鏈

羅斯喀山舉辦之「第三次APEC EPWG 工作小組會

能力建構

議」中，一致同意未來APEC EPWG 定期召開指導

的需求，

委員會會議，並決議第二屆指導委員會議於 7 月 10

亦商討了如何推動 APEC 區域公私部門的夥伴關係

日在台北舉辦。

及強化跨論壇合作，與會者並應邀出席亞太經濟

本屆指導委員會議出席者包含共同主席（中

合作組織中小企業工作小組 (APEC SMEWG) 辦

華台北及越南）、指導委員會成員全體代表（代表

理之APEC 強化中小企業減災能力聯絡人網絡暨專

為加拿大、中國、日本、祕魯丶新加坡、中華台

家會議 (APEC

北、美國及越南）丶 EPWG 的計畫督導及兩位前任

Meeting on Improving SME Disaster Resilience)

共同主席（澳）州及印尼）。本屆會議除討論APEC

會議以實踐跨諭壇合作為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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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本年度獲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緊急應變

Focal Point Network and Expert

EPWG 未來發展、推動策略與APEC 區域防災工作

囯 lllfJ叩l!J4J非沿岸,-:..,~(
區重建、產業重建、法令增修等，為汲取日本之
重建經驗，本中心、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分別

組團赴日本就相關復原重建工作進行實地勘查，
並與當地相關防災與學術單位進行討論及收集現
地資料，針對工程復原、社會重建等議題進行分

析與探討。為能將日本相關經驗提供國內防災相
關單位參考，本中心、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與

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於 2012 年 7 月 26 日假大坪
陳亮全主任報告東日本大震災災區重運之相關議題

日本於 2011 年 3 月 11 日發生規模 9.0 之強烈地

林捷運站聯合開發大樓 15 樓共同舉辦「東日本大
震災重建勘察發表會」

，針對「東日本大震災災

情回顧」、

「東日本大震災之工程災害及復原」

視，此次地震影響之範圍與層面均廣，日本政府亦

與「東日本大震災災區重建」進行勘察成果之發

積極投入災區復原重建之工作。東日本大震災復原

表，並與現場來賓共同討論。

：辶

震，引發國人對於地震與複合性災害防災議題之重

重建涉及層面複雜，涵蓋工程復原、災民支援、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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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全球災害 1 統計．
［譯自聯合國國際減災策略組織 (UNISDR) 報告］

2012 年天然災害造成死亡人數前 10 名 ＠

全球天然災害趨勢， 1975-2012 e

單位人

熱帶風暴（寶發）， 12 月

菲律賓

洪水， 8-10 月

巴基斯坦

洪水， 7-10 月

奈及利亞

地震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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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10 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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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神戶地震
(145億美元)

250

大陸四川地震
(90億美元)

200

土耳其伊茲密特地震
(27億美元)

150

100

智利摩瑞區地震
(31億美元)

日本
新潟縣地震
(34億美元)

美國
Sandy颶風
(50億美元)

美國北嶺地震
(44億美元)

義大利拿布勒斯地震
(54億美元)

50

1980

72

1982

1984

1986

1988

1990

1992

1994

1996

1998

2000

2002

2004

2006

2008

2010

2012

2002-2011 與 2012 各類災害對人類影響衝擊比較
Average 2002-2011

總影³人數

死亡人數
24,968,703

71,834,570

乾旱
2,798,553
7,910,612

98
741

地震 (含海嘯)

560,525
8,960,566

67,974

1,626

極端溫度

62,281,619

116,509,356

3,852
374,268

511
955

泥流

16,462,911
39,736,770

3,027

風暴
10,000
143,042

火山爆發

1,795
214,040

野火

106,087,958
J
lJ1
245,683,632
20,000,000

17,355

56
8
70
9,330

總和
40,000,000

5,758

16
27

土石流

408

14,596

3,401

洪水

100,000,000 80,000,000 60,000,000

2012

0

0

5,000

106,890

10,000

15,000

20,000

2002-2011 與 2012 各類天然災害發生次數
400

380

350

310

300
250
200

175

150

121

102

100
50

16 19

29 26

21

49
1

0

地震 (含海嘯)

口

乾旱

口 Average 2002-2011

極端溫度

洪水

1

土石流

77

19 13
泥流

6
風暴

1

火山爆發

11

3

野火

總和

2012

2002-2011 與2012 各洲I 死亡人數統計

歐洲 12.82%

大洋洲 1.07%

2012

非洲 10.92%
美洲 10.61%

•

亞洲 64.41%

· 口 · · 口

· 口 · ·

歐洲 12.99%

大洋洲 0.14%

Average 2002-2011

非洲 1.23%
美洲 23.19%
亞洲 6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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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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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災害大事記 1

..
2012.5.20

【氣象災害•

2012• 國內】

新聞事件

I

資料來源

南臺灣降下豪大雨，台南市雨量驚人，仁德、歸仁
與永康等地區淹水達—公尺，警消連夜搶救受困民

3 小時狂下 200 毫米南臺灣暴雨 1 死 1 失蹤。聯合報，

眾，已知—死—失蹤；高雄那瑪夏區唯—對外便橋

2012.5.21 。

路基流失，交通中斷，二千多人受困山區；屏東恆

http://udn.com/N EWS/NATIONAL/NATS3/7105685 .shtml

春再度淹水。馬總統指示相關的中央部會與地方政

府全力救災，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梅雨鋒面在臺灣地區徘徊，全台都降下豪雨，屏東

2012.06.10

0610 豪雨水災災害應變處置報告

三天內降下 1814 毫米的雨量，造成 7 人死亡、 1 人失

經濟部水利署緊急應變經驗學習中心

蹤丶 14 人受傷。

2012.6.19
2012.7.31

輕度颱風泰利以東北方向穿過臺灣海峽，暴風圏壟

泰利颱風災害應變處置報告

罩全台，造成 1 人死亡、 1 人受傷。
中度颱風蘇拉於花蓮秀林鄉附近登陸，造成 5 人死

蘇拉颱風災害應變處置報告

亡、 2 人失蹤、 16 人受傷。
中度颱風天秤生成後移速緩慢，於屏東縣牡丹鄉附

2012.8.21

天秤颱風災害應變處置報告

近登陸後，又再海上打轉後朝臺灣前進，造成 8 人
受傷。

-

2012.1.2

2012.1.6

2012.1.6
2012.1.30
2012.2.1

【氣象災害•

2012• 國外】

新聞事件

印度熱帶氣旋肆虐

西移動，好幾個沿海城市受到嚴重破壞，造成至少

http://www.tvbs.eom.tw/news/news_list.
asp?no=jimmyliu220120101213639

49 人死亡。
菲律賓南部—座礦村爆發土石流滑坡，失蹤及死亡
人數超過 150 人。

2012.3.2

2012.3.4

2012.3.6

豪雨導致巴西水壩潰決萬人撤離。中廣， 2012.1.6 。 http://

www.bcc.com. tw/news/newsview.asp?cde=1661209

印尼爪哇及受峇里島熱帶氣旋伊吉侵襲，造成 14 人

印尼遭熱帶氣旋侵襲 14 死 60 多傷。中廣， 2012.1.30 。

死亡丶 60 多人受傷，兩千多棟房屋毀損。

http://news.msn.com. tw/news250897 4 .aspx

日本北部受寒流侵蕓，各地積雪量破新高，至少有

日本冰凍！降雪量往年 3 倍逾 60 死。聯合報， 2012.2.3 。

60 人因大雪而死亡，多是剷雪時發生意外。

http://udn.com/NEWS/WORLD/WOR3/6876309.shtml

地政府針對昆士蘭省和新南威爾斯地區數十條河流

惡水肆虐昆士蘭數千居民疏散。聯合報， 2012.2.7 。

http://www2.cna.com.tw/News/aALL/201202060158.aspx

大陸雲南省乾旱，已造成 630 多萬人受災，直接經

雲南乾旱農損逹 22 億人民幣。中廣， 2012.2.20 。

濟損失超過 23 億人民幣。

http ://www.bee.com. tw/news/newsview. asp ?cde= 1692905

美國中南部印第安納和肯塔基州受龍捲風侵萇，造

成 42 人死亡。

龍捲風襲美國中南部至少42 人死亡。公視， 2012.3.5 。

http://web.pts.org.tw/php/news/pts_news/detail.
php?NEEN0=204494

阿富汗東北部巴達克珊省發生雪崩，約有 20 棟房屋

阿富汗雪崩 145 人恐罹難。法新社， 2012.3.11 。 http://

遭大雪掩埋，造成至少 50 人死亡， 145 人失蹤。

times.hinet.net/news/internationality/7595358

馬達加斯加東南部地區遭熱帶暴風伊莉娜襲擊，造

馬達加斯加風災

成至少 65 人死亡，鄰近的莫三比克及南非也有受到

http://www.cdnews.eom.tw/cdnews_site/docDetail.
jsp?coluid=109&docid=101837808

阿根廷風暴，—夜之間奪走至少 14 命，強風並在

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 (Buenos Aires) 地區造成損

害。

74

菲律賓土石流 25 死。中時， 2012.1.6 。

http://news.chinatimes.com/world/110504/112012010600145.
html

巴西東南部里約熱內盧省豪雨，引起水患及土石

狂風及暴潮影響。

2012.4.6

暴雨土石流 49 死。 TVBS, 2011.1.2 。

流，造成至少 22 人死亡，撤離上萬人。

發布洪水警報，下令數千居民撤離家園。

2012.2.20

資料來源

印度東南部受熱帶氣旋侵襲，熱帶氣旋從印度洋往

澳洲部分地區洪水水位創新高，造成 1 人罹難，當

2012.2.7

I

至少 65 死。法新社， 2012.3.6 。

阿根廷風暴強風致 14 死。法新社， 2012.4.10 。

http://news.msn.com. tw/news259954 7 .aspx

年以來最嚴重乾旱，超過 3500 萬人目前居住在乾旱
地區，呼籲民眾節約用水、共度難關。

2012.4.21

大陸暴雨冰雹數十萬人受災。中央社， 2012.4.21 。'

廣東省茂名市則遭受暴雨襲擊，造成 16.17 萬人受

http://news.cts.com.tw/cna/international/201204/20120421
0985746.html

肯亞多個地方因大雨引發洪水氾濫及山尼傾瀉，造

2012.5.1

成至少 40 人死亡、 42 人受傷及 2 人失蹤，逾 6 萬人撤
離家園。

2012.5.5

2012.5.10

日本連日來暴雨成災，大雨加上冬季融雪，秋田縣

暴雨降淹水東北、北海道 7 千人急撤。東森， 2012.5.5 。

htlp://n.yam.com/ebcnews/life/201205/20120505392158.
html

尼泊爾西部波卡拉受暴雨侵襲，導致山洪暴發、河
川潰堤，造成至少 13 人死亡。

甘肅岷縣致47 死雹洪災害反思。新華網， 2012.5.20 。

發及泥石流，造成至少47 人死亡， 14 人失蹤及40 人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
society/2012-05/20/c_ 111991944.htm

巴西東北部最近這逄 50 年來最嚴重乾旱，已有
一千一百多個城鎮受災，部份地區民眾為搶奪水
源，爆發激烈衝突，造成多人死傷。

2012.5.27

印度北部及東部地區受熱浪影響，東部地區氣溫達

高溫近47 度印度熱浪 81 死。中央社， 2012.5.27 。 http://udn.

com/N EWS/WORLD/WOR3/7119720.shtml

造成九個省份，共 71 萬人受災， 11 人死亡、 8 人失

烏干達東部毗鄰肯亞邊界的埃爾貢山

中國暴雨成災 42 河暴漲 11 人死。公視， 2012.6.25 。 http://

news.msn.com.tw/news2710932.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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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6.26

巴西東北部遭 50 年來大旱。中虞， 2012.5.14 。

http://ppt.cc/jHqu?

47 度，造成至少 81 人死亡。
大陸華南地區暴雨成災，有 42 條河流水位暴漲，

2012.6.25

尼泊爾暴雨橫掃至少 13 死。華視， 2012.5.6 。 http://news.

cts.com. tw/cts/international/201205/201205060995884.
html

大陸甘肅岷縣因強降雨及大範圍冰雹，造成山洪暴
受傷。

2012.5.14

肯亞水災至少40 死。星洲日報， 2012.5.3 。 http://tinyurl.

com/7urglxy

河川暴漲，登山客被大水圍困。東北災區受災戶有
數千人被撤離。

2012.5.6

英面臨 36 年來最嚴重乾旱。中央社， 2012.4.16 。

http://www.cna.eom.tw/News/aALL/20120416024 7 .aspx

大陸四川省萬源市遭冰雹襲擊，導致 23 萬人受災。
災，經濟損失約新台幣 11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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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雨量鋭減，英國環境署警告，英國正面臨自 1976

2012.4.16

(Mount

Elgon) 發生土石流，山坡上 1 處咖啡種植區有數個

烏干達土石流 30 死百人失蹤。中央社， 2012.6.26 。

村落遭掩埋，政府官員表示，約有 30 人證實死亡，

http://www.cna.com.tw/News/aALL/201206260336.aspx

還有上百人失蹤。

2012.6.27

孟加拉東南部山崩造成超過 55 人喪生。連 3 天降雨

孟加拉豪雨山崩奪56 命。法新社， 2012.6.28 。

引發暴洪，並阻礙交通運輸。

http://news.msn.eom.tw/news2713616.aspx

美國東部遭到強烈暴風襲擊，從印地安那州到維吉

2012.7.1

尼亞州都出現強大雷雨，多達 350 萬人無電可用，

美東暴風雨襲擊 13 死 350 萬人停電。 TVBS, 2012.7.1 。

至少 13 人喪命，馬里蘭州、西維吉尼亞州等 5 個州

http://news.msn.com. tw/news2718929 .aspx

進入緊急狀態。

2012.7.3

2012.7.7

印度東北部阿薩姆省連日暴雨，河流決口，洪水氾
濫，造成至少 121 死亡， 600 萬人撤離。

美國東北部及中西部受熱浪侵襲，東部氣溫達 40
度，造成至少46 人死亡。
警方表示，洪水爆發肆虐俄羅斯南部克拉斯諾達

2012.7.9

(Krasnodar) 地區，所造成的死亡人數已從 154 人
攀升到 171 人。

2012.7.10

WOR6/7214586.shtml
俄南洪災死者增至 171 人。法新社， 2012.7.9 。

http://news.msn.com. tw/news2718929 .aspx
智利寒流凍死 16 人。中廣， 2012.7.10 。 http://news.msn.

com.tw/news2730929.aspx

方及山洪，造成至少 11 人死亡、 2 人失蹤，近百萬

大陸貴州持續暴雨 11 死近百萬人受災。中廣， 2012.7.15 。

http://news.msn.com. tw/news2737109 .aspx

大陸北京及華北一帶遭遇暴雨，造成至少 37 人死

水淹北京城 37 死200 萬人受災。聯合報， 2012.7.23 。 http://

亡，數百人受傷， 190 萬人受災，

udn.com/NEWS/MAINLAND/MAI 1/7242781.shtml

北韓受颱風卡努侵襲，狂風暴雨重創西部地區，造

卡努重創北韓 88 死 6 萬人無家可歸。公視， 2012.7.30 。

成至少 88 人死亡， 5 千棟房屋毀損， 6 萬 3 千人無家

http://web.pts.org.tw/php/news/pts_news/detail.
php?NEEN0=216746

可歸。

2012.8.1

熱浪裏美.. 田乾旱玉米恐漲 46 人死亡。聯合報，
2012.7.10 。 http://udn.com/NEWS/WORLD/

新疆伊犁哈薩克自治州新源縣境內發生的泥石流（走
山）災害已造成 14 人遇難，還有 14 人被埋失蹤。

II

2012.7.25

B REAKI NGN EWS5/721 0585. shtm I

度，造成至少 16 人死亡

人受災。

2012.7.21

2012.7.8 。 http://udn.com/NEWS/BREAKINGNEWS/

智利中部及南部遭受寒流侵襲，氣溫降至零下 8

大陸貴州省連續多日遭暴雨侵襲，引發多起土石坍

2012.7.15

印度洪災 121 人死亡、 6 百萬人撤離。聯合報，

新疆走山造成 14 人遇難 14 人失蹤。大陸新聞中心，
2012.8.1 。

http://www.nownews.com/2012/08/01 /91-2840355.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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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8.6

2012.8.7
2012.8.15
2012.8.20

2012.8.22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2012 年報

印度北部因連日暴雨，導致山洪暴發及土石崩落，
造成至少 34 人死亡、近40 人失蹤。

2841856.htm
湖北暴雨 76 萬人受災至少 14 死。中廣， 2012.8.7 。 http://

人受災，造成至少 14 人死亡、 5 人失蹤。

news.msn.com.tw/news2769153.aspx

菲律賓北部受西南季風及啟德颱風影響，接連數週

菲律賓禍不單行啟德引發新洪災及土石流。中央廣播，

帶來暴雨，造成至少 109 人死亡。

2012.8.15 。 http://news.msn.eom.tw/news2780844.aspx

越南北部受啟德颱風侵襲，帶來強風豪雨，造成至

啟德襲越 27 死 15 失蹤。中央社， 2012.8.20 。 http://www.

少27 人死亡、 15 人失蹤，近 7000 間房屋毀損。

cna.com.tw/News/aOPL/201208200134.aspx

日本從北到南都出現炎熱的氣候，最高溫達 37 度，
7-8 月至少有 103 人被熱死。

重水患，至八月 26 日已造成 65 人死亡， 12 萬 5 千多
人無家可歸。
赤貧國家海地的官員於八月 26 日表示，熱帶風暴艾

2012.8.27

造成至少 34 人死亡。 NOWNEWS,

2012.8.6 。 http://www.nownews.com/2012/08/06/91-

大陸華東地區受颱風蘇拉侵襲， 14 各縣市超過 76 萬

非洲國家「尼日」過去幾個星期豪雨不停，釀成嚴

2012.8.27

印度北部連日暴雨

薩克 (Isaac) 蹂躪當地，已造成 7 人死亡，包括 2
名幼童。

日本 8 月酷暑高溫

103 人被熱死。 TVBS

,

2012.8.22 。

http://tw.news.yahoo.com/ 日本 8 月酷暑高溫 -103 人被熱
死 -035426305.html

尼日豪雨成災 65 人死亡災情嚴重。中廣， 2012.8.28 。

http://news.msn.com. tw/news2797213.aspx
艾噠克暴風釀禍海地 7 死。法新社， 2012.8.27 。

http://news.msn.com. tw/news2797124 .aspx

南北韓及大陸東北地區受颱風布拉萬侵襲，在北韓

2012.8.30

至少有 48 人死亡， 2 萬多人無家可歸，在南韓至少

布拉萬颱風襲北韓 48 死。中廣， 2012.9.3 。 http://news.

有 15 人死亡，另在大陸東北省份大範圍豪雨及強

msn .com. tw/news28077 46.aspx

風。

根據官方通報，這次「艾薩克」風災造成 8 人死

2012.9.4

亡，截至目前，仍有 10 萬人斷電，數千人住在收容

所內。

巴基斯坦東部、南部、西北部及東北部局部地區

2012.9.6

遭受暴雨侵襲，引發洪水，造成至少 128 人死亡，

7000 間房屋毀損。
北韓東部的咸鏡南道又有暴雨為患，水位暴漲。這

2012.9.9

波洪水沖毀 750 多棟民宅、 80 棟公家建築，北韓官
方媒體報導，有 2 百人喪生及下落不明。

2012.9.10
2012.9.24

2012.9.26

美南風災重創歐巴馬視察災區。中廣， 2012.9.4 。

http://news.msn.com. tw/news2808185.aspx
巴基斯坦暴雨成災至少 128 人死亡。中廣， 2012.9.11 。

http://news.msn.eom.tw/news2817911.aspx
北韓遇水劫

暴雨成災房舍泡水懸空。 TVBS

,

2012.9.9 。

http://news.msn.com. tw/news2815808.aspx

越南西北部和中部地區連續 3 天降下暴雨，引發的

越南豪雨成災29 死。中廣， 2012.9.10 。 http://news.msn.

洪水和山崩，造成至少 29 人死亡， 4 人失蹤。

com.tw/news2816498.aspx

巴基斯坦西南部降下創紀錄的豪雨，引發洪災，造

巴基斯坦豪雨 70 萬人受災。法新社， 2012.9.24 。 http://

成至少 51 人死亡， 70 萬人受影響。

news.msn.com.tw/news2837052.aspx

包括英國和印度東北部、因為接連幾天大雨，引發

豪雨加冰雪融化印度東北鬧水患。公視， 2012.9.27 。

水患。其中印度東北部丶至九月 26 日止至少 30 多人

http://news.msn.corn.tw/news2840490.aspx

死亡， 180 萬人無家可歸。

2012.10.2
2012.10.18

非洲奈及利亞豪雨引發洪水肆虐，已經奪走 148 條

奈及利亞洪災 148 人死亡。中央社， 2012.10.2 。

人命丶超過 6 萬4000 人無家可歸。

http://www.cna.corn.tw/News/aOPL/201210020378.aspx

祕魯北部連續豪雨引發土石流及河水暴漲，造成 11

祕魯豪雨引發土石流 11 死 10 失蹤。中虞， 2012.10.18 。

人死亡， 10 人失蹤。

http://news.msn.corn.tw/news2870506.aspx

颱風山廷橫掃菲律賓至少造成 24 人死亡、 19 人受

2012.10.28

傷，另外，還有 9 人失蹤，經濟損失達 3600 多萬披

索（約合新台幣 2600 多萬元）。
美國、加拿大及加勒比海地區受颶風珊迪侵襲，在

2012.10.28

古巴及海地造成至少 59 人死亡，在美加地區造成至
少 110 死亡，並重創紐約地區。
菲律賓中南部、越南東部沿海及大陸海南島、廣西

2012.10.30

省受颱風山廷侵襲，帶來強風暴雨，總計造成至少
50 人死亡。

2012.11.6

2012.11.11

印度南部受熱帶氣旋侵襲，夾帶強風豪雨，造成至
少22 人死亡，撤離近 9 萬 5 千人。
海地北部受暴雨侵裏，造成河川氾濫，造成至少 16
人死亡。

菲律賓受颱風寳發侵襲，南部民答那峨東部地區受

2012.12.6

災嚴重，造成至少 620 人死亡、 1500 人受傷及 900
人失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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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山廷橫掃菲律賓造成 40 多人傷亡。中廣， 2012.10.29 。

http://news.msn.corn.tw/news2883484.aspx
珊蒂肆虐美加死亡 110 人。中央社， 2012.11.5 。

http://udn.com/N EWS/WORLD/WOR6/7 4 76428.shtml
颱風山廷橫掃菲律賓越南至少 30 死。中廣， 2012.10.30 。

http://news.msn.com. tw/news2885810 .aspx
印度南部暴雨至少 22 死。中廣， 2012.11.6 。 http://www.bcc

com.tw/news/newsview.asp?cde=1936887
暴雨引洪災海地 10 餘人喪命。民視， 2012.11.11 。 http://

news.ftv.com.tw/NewsContent.aspx?ntype=class&sno=201
2B11108M1
菲律賓風災增至 620 多人死亡。中廣， 2012.12.10 。

http://news.msn.corn.tw/news2943141.aspx

2012.12.27

俄羅斯及東歐受強烈寒流侵襲，西伯利亞低溫達零

強烈寒流俄東歐近 2 百人凍死。中央社， 2012.12.21 。 http://

下 47 度，造成至少 200 人死亡。

www.cna.eom.tw/News/aOPL/201212210367-1.aspx

印度北部受寒流侵襲，低溫達 3.8 度，造成至少 25

寒流席捲印度北部至少 25 死。中廣， 2012.12.27 。

人死亡。

http://news.msn.eom.tw/news2967288.aspx

【地震災害 /2012/ 國外】

1111
2012.02.06

新聞事件
菲律賓中部當地時間 2 月 6 日 11 :49 發生規模 Mw6.7
地震，造成 51 人死亡、建物全倒 6,352 棟、半倒
9,435 棟。

I

資料來源

菲律賓國家災害風險減緩與管理委員會

http://www.ndrrmc.gov.ph/

墨西哥中部當地時間 3 月 20 日 12:02 發生規模 Mw?.4

2012.03.20

地震，造成至少 11 人受傷、約 1600 棟房屋受損及

http://www.cnn.com/

60 棟房屋倒塌。
印尼斯蘇門答臘北部外海當地時間 4 月 11 日 14:38 發

2012.04.11

生規模 Mw8.6 地震，雖未造成傷亡，但海嘯警報發

http://zh.wikipedia.org/

布後，民眾倉皇逃生造成交通癱瘓。
伊朗西北部當地時間 8 月 11 日 16:53 發生規模 Mw6.4

2012.08.11

地震， 11 分鐘後又發生—次規模 Mw6.3 地震，造成

http://www.china.com/

306 人死亡、 3037 人受傷。
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省外海當地時間 1 0 月 27 日

2012.10.27

20:04 發生規模 Mw?.7 地震，海嘯警報發布之後，

http://www.cnn.com/

夏威夷超過 10 萬名居民疏散撤離。

-

2012.03.04

【人為災害 ·2012· 國內】

新聞事件
五楊高架橋近兩年共發生 31 次事故，造成 8 人死亡。 2012 年 3 月 3 日發
生工作檯翻覆摔落，幸無人傷亡； 10 月 21 日進行懸掛作業時，因機械
故障造成長寬 17 公尺的防護底板傾斜，砸到下方號誌燈，導致北上內
壢匝道口暫時封閉、車輛回堵； 11 月 14 日晚間雉行灌漿作業時，管線

-

I

五楊高架橋出事總計 2 年發生 29 意外，今
日新聞鍶， 2012.03.04 。

未固定確實，導致泥漿掉落，波及下方七輛轎車，幸未釀成車禍。
雪山隧道南下 26 公里處，一輛小貨車在外側車道爆胎並緊急煞車，葛

2012.05.07

瑪蘭客運及—輛小客車減速煞車，卻遭到後方的首都客運追撞，導致

雪隧隧道事故，

小客車被夾在兩輛客蓮之間並起火燃燒，造成 2 死 22 人受傷、雪隧交通

2012.05.07 。

今日新聞網，

—度中斷，首都駕駛被判 2 年徒刑，緩刑 5 年。

2012.05.11

—輛遊覽車行經宜蘭縣梅花湖風景區時，因天雨路滑導致遊覽車擦撞

宜蘭遊覽車意外，今日新聞網，

到民宅圍牆，翻落三公尺的邊坡，造成 37 人受傷。

2012.05.11 。

供應松山機場電力的「長春六十二號饋線」，因電力開關設備故障

2012.06.18

導致電力中斷 26 分鐘，供電系統採雙迴路設計，自動切換至「敦化
五十三號餵線」供電，仍影響三架次航班起降，至少四百名旅客受影
響，造成機場報到櫃檯—度大排長龍。
北二高南下 110 公里處，—輛遊覽車因爆胎導致翻覆，車上除駕駛外，

2012.07.07

載有 37 名陸客及導遊共 40 人，其中 10 多人被拋出車外，造成司機 1 人
死亡、 4 人重傷， 35 人輕傷。

松機跳電 26 分鐘 400 客跳腳櫃檯排長
龍「沒應變很離譜」，蘋果日報，
2012.06.18 。

遊覽車北二高翻覆駕駛傷重不治，今日
新聞網， 2012.07.07 。

桃園地區因電力線路故障造成電壓驟降，跳電不到 0.1 秒，並不影響

2012.07.24

—般用電戶，但自來水送水管線和系統機器因停電後灌入空氣，瞬間

水公司跳電 0.1 秒北桃缺水 9 小時，聯合新

復水恐造成爆管，必須逐步重啟馬達加壓排氣，北桃園地區有七部馬

聞網， 2012.07.24 。

達、加上淨水廠、加壓站系統重新運作，導致停止供水 9 小時。
7/30-8/3 蘇拉颱風影響臺灣，造成桃圜機場空橋斷裂、停電（台電統計

2012.07.30

全國曾經停電用戶數共 222,746 戶）、宜蘭斷水、多處橋梁斷裂、道路
塌陷、土石流、路樹倒塌等災情，除山居民眾進行疏散撤離外，北市

蘇拉颱風災害處置報告。

文山區亦有進行撤離。共 5 人死亡、 16 人受傷、 2 人失蹤。
受到天秤颱風影響，高雄國際機場國內線上午取消、國際線飛往港澳

2012.08.24

班機多數取消或延誤、台鐵高雄站上午各對號列車停駛，此外，花蓮

縣南區 3785 戶停電，停電範圍涵蓋玉里鎮、富里鄉及卓溪鄉。

天秤襲台／花蓮逾 3 千戶停電搶修後陸續
復電，今日新聞網， 2012.08.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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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金財神大樓為住商大樓，於清晨五點半左右發生火警，起火點

2012.09.20

位於大樓—樓賣場，因現場堆放大量易燃衣物，導致火勢猛烈、濃煙

嘉市金財神大樓火警疏散 270 人無人傷

不斷，幸好警報系統發揮作用，高樓層的住戶都能及時疏散，共疏散

亡，中廣新聞網， 2012.09.20 。

270 人、無人受傷。
中天電視台在晚間 6 點左右， 1 樓攝影棚的布景起火（初步調查結果），導

2012.10.16

中天火警 600 人疏散，華視新聞，

致整棟大樓濃煙密布， 600 名員工緊急疏散，火勢於半小時後撲滅，無

2012.10.16 。

人傷亡。
台南新營醫院北門分院二樓為委外經營的安養中心，主要收容行動不

2012.10.23

台南新營醫院北門分院大火，蘋果日

便的老人和重症病患，—名癌末病患於凌晨在二樓雜物間縱火，病患

報， 2012.10.23 。

因逃生不及、疏散不易，導致 12 人死亡、 72 人受傷、共疏散 115 人。

2012.11.13

中山高南下 39.1 公里處發生車禍，一輛三重客運追撞停在路肩的國光

中山高大車禍兩部大客車追潼 40 人受傷

號，造成40 人受傷送醫，其中 2 人傷勢嚴重。

送醫，今日新聞網， 2012.11.13 。

新北市亞東醫院凌晨發生火警，起火原因可能是核磁照影室的主機起

2012.11.19

亞東醫院暗夜火 390 病患驚慌逃，華視，

火，引燃文件所致，醫院緊急疏散院內病患及家屬 390 人，其中 6 人受

2012.11.19 。

傷轉院治療。

2012.12.09
2012.12.16

-

2012.05.03

2012.05.05

—輛滿載新北市泰山國小校友的中型遊覽車，昨前往司馬庫斯部落旅

遊覽車墜谷 13 死檢漏夜調查，中央社，

遊，因會車不慎翻落山谷，乘客全被摔出車外，造成 13 死 10 傷。

2012.12.09 。

—輛遊覽車行經國道—號北上 68 公里處，疑因未保持安全車距，與前

遊覽車撞吊車跟車太近害命，今日新聞

方大型機械吊車追撞，造成 1 死 23 傷。

網， 2012.12.16 。

【人為災害 ·2012· 國外】

新聞事件
—輛由里斯本開往卡西亞士的火車，因進入錯誤的軌道，撞上前方已
停靠的列車，造成 36 人受傷。

曼谷化纖有限公司位於 Rayong 工業區的工廠，因停工維修操作未按照
程序進行，造成甲苯暴露在熱的環境中引發爆炸，造成 12 死亡、 129 人
受傷，鄰近 12 個社區撤離。

2012.05.09

日新聞終， 2012.05.03 。

曼谷化纖廠爆炸，中央社，
2012.05.05 。

俄羅斯客機在印尼墜毀，今日新聞網，

後失聯，後被發現墜毀在 1650 公尺高的懸崖邊，機上 45 人全數罹難。

2012.05.09 。

衝撞前方靠站的貨運列車，導致 4 節車廂出軌，其中 1 節起火燃焼，造
成至少 25 死丶逾 70 傷。

2012.05.28

葡萄牙兩列火車擦撞至少 36 人受傷，今

俄羅斯自行研發的噴射客機，在印尼山區進行展示飛行，起飛 12 分鐘

印度漢皮號特快車在印度南部的安得拉省進站時，超越指引號誌燈，

2012.05.22

-

I

印列車衝撞意外，今日新聞網，
2012.05.22 。

西印度一輛高速行駛的迷你巴士，衝潼當時停在路旁的另外兩部迷你

西印度重大車禍，今日新聞網，

巴士，造成重大死傷，至少 26 人喪生， 27 人受傷。

2012.05.29 。

奈及利亞 DANA航空公司—架 MD-83 型客機，在首都 Lagos —處住宅區

2012.06.03

墜毀，導致機上 153 人全數罹蟒、三棟房屋起火，截至 6 月 4 日，住宅區

奈及利亞空難，今日新聞網，

已發現 10 人死亡，死亡人數還會上升，目擊者表示飛機撞擊建築物後

2012.06.03 。

墜毀，原因仍待調查。

2012.06.04

—輛超載的客車行經巴基斯坦北部，因超速行駛導致車輛在急彎處失

巴基斯坦北部車禍，中廣新聞，

控，車輛墜入山谷造成 30 人死亡、 60 多人受傷。

2012.06.04 。

美國西部「科羅拉多州」及「新墨西哥州」發生該郡 25 年來最嚴重的

2012.06.11

森林大火，截至 6 月 21 日，大火以每小時 2.4 公里的速度蔓延，迫使逾

科羅拉多州森林大火居民大撤離，法新

1000 戶居民緊急撤離，約 1 萬 1000 人住進收容所，當局出動大批人員

社， 2012.06.21 。

及消防飛機救火。
加拿大安大略省艾略特湖市 (Elliot Lake) 的購物商場艾戈中心 (Alga
Centre) 發生屋頂塌陷意外，整棟建築物搖搖欲墜，瓦礫堆中傳出求

2012.06.25

救聲，但安大略省警方因判斷現場不安全而停止救援導致民怨，在省
長催促下並調派更多設備，搜救行動再度展開，目前已之 3 人死亡、 22

加拿大商場塌屋頂 1 死 22 人儸數人下落不
明，中廣新聞， 2012.06.26 。

人受傷、至少 12 人失蹤。
燒遍西班牙東部瓦倫西亞 (Valencia) 地區的兩場森林大火，截至 7 月

2012.06.28

2 日，估計已燒毀 3 萬到 4 萬 5000 公頃的森林丶迫使 3000 人撤離家圜，

連日森林惡火肆虐西班牙東部，法新

當局出動約 1800 名消防員、 47 架飛機及直升機，以防火勢蔓延至住宅

全上， 2012.07.02 。

區。

2012.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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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輛由印度開往尼泊爾的巴士，因超載偏離路面而墜入河谷，造成 38

尼泊爾巴士墜河 38 死，法新社，

人死亡，另有 5 人在墜河前跳車，已送醫治療。

2012.07.17 。

新德里共 8 個省份的民生用電、醫院，火車、地鐵受到影響，電力公
司表示，至少 3 億 7000 萬人受到影響，至少需要 12 個小時才能恢復供

2012.07.30

電。隨後又因電力超載，東部及東北部的供電系統相繼故障，導致印
度半數地區 20 個省、 6 億 3 千多萬人 2 天沒有電力供應，為全球最大範

印度北部清晨大停電，今日新聞網，
2012.07.30 。

圍的斷電事故。斷電原因初步調查是因印度近年來經濟起飛，但基礎
設施的更新腳步太慢，無法負荷所致。
由印度首都新德里開出的—列長途火車， 30 日凌晨因車廂廁所附近—

2012.07.30

處電線發生短路而引發大火，乘客多在睡夢中來不及逃生，導致至少
47 人死亡，

28 人受傷。

印度南部列車大火，今日新聞網，
2012.07.31 。

西班牙自去年底遭逢 70 年來最乾旱冬天之後，今年以來，全國各地森

2012.08.07

林火災頻傳，座落在非洲西部、大西洋上的「加納利群島」發生森林

西班牙加納利群島森林大火，中廣新聞

大火，四千多公頃的林地被燒毀，其中包括被列為世界遺產且擁有將

網， 2012.08.08 。

近 500 種植物的「加拉荷尼」國家公園。
委內瑞拉國內最大的—座煉油廠凌晨發生爆炸，爆炸的原因可能是氣

2012.08.26

體外洩引發爆炸，造成煉油廠周邊的設施以及鄰近房舍受損，至少 26
人死亡丶 80 人受傷。
印度南部坦米爾那都 (Tamil Nadu) 的一間爆竹工廠，因工人不慎引

2012.09.05

發大火，造成大爆炸，造成 54 人喪生、 50 人受傷，成為當地近年來最
大災難之—。

晚間八點左右，疑似因南部海岸的發電廠故障導致大停電，影響首都

2012.09.09

哈瓦娜等地，至少 220 萬人，於五小時後陸續供電，期間國際機場因自

有電力而不受影響。
日本兵庫縣的—家化工廠，主要製造高分子吸水樹脂，疑不明化學原

2012.09.29

因發生氣體外洩，引發 2 座化學槽爆炸，大火延燒一天一夜，造成 31 名
消防員傷亡，並影響未來全球的紙尿褲生產線。
咸恩節當天，德州州際公路因為濃霧發生連環車禍，大約 150 輛的卡車

2012.11.22

轎車追撞，造成 2 死 120 傷，由於適逢假期，公路上的車流量非常大，
這起車禍也引起後方嚴重回堵好幾公里。

委內瑞拉最大煉油廠爆炸 26 死 80 傷，今
日新聞網， 2012.08.26 。

印度南部爆竹廠爆炸 54 死 50 傷，今日新
聞網， 2012.09.05 。

古巴大停電 220 萬人摸黑，自由時報，
2012.09.09 。

日化工廠爆炸烈焰衝天 1 死 30 傷，

TVBS ,

2012.09.29 。

德州百車大追撞至少 2 死 51 儔，民視新
聞， 2012.11.23 。

一間位於首都達卡的成衣廠因電線走火發生大火，起火處為成衣廠一

2012.11.24

樓，布料等物助長火勢延燒，約四千名員工倉皇逃生互相踩踏，加上

孟加拉成衣廠大火，民視新聞，

大樓沒有逃生口，導致多人跳樓逃生，造成至少 121 人死亡， 200 人受

2012.11.25 。

傷。（該國最嚴重的工廠火災）

2012.11.25

位在大陸山西的—間火鍋店，疑似因瓦斯外洩發生爆炸，造成 14 人死

疑瓦斯使用不當陸火鍋店爆 14 死47 傷，

亡、 47 人受傷，附近 12 棟房屋損毀。

中國時報， 2012.11.25 。

美國新澤西州—列貨運列車在過橋時出軌，多節車廂翻落墜河，引致

2012.11.30

有毒化學品氯乙烯洩漏，導致至少 70 人不適， 500 名居民被緊急疏散，
當局表示事故暫未對環境造成緊急影響或洩漏的化學品擴散。
一輛來自象牙海岸西南部聖佩德羅港的客車，為閃避一輛違規超車的

2012.12.12

小客車，駛過中線，不慎與另—輛來自西部達納內市的客車迎頭相
撞，造成 31 人死亡， 40 多人受傷。

美列車出軌墜河洩毒氣 70 人不適，新
報， 2012.12.01 。

象牙海岸嚴重車禍 31 人死40 多人傷，中
廣新聞， 2012.12.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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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30 日凌晨發生 11 年來最嚴重的電力系統崩潰事件，北部包含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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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江申、黃成甲 (2012) 。地層下陷情境下彰雲地區淹水脆弱度地圖製作 (NCDR 100-T05) 。新北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10. 包正芬、吳上煜(2012) 。防救災空間資料庫與通用型地理資訊系統應用 (NCDR 100-T06) 。新北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11. 施奕良、黃俊宏、周恆毅、蘇文瑞、周學政 (2012) 。資料庫調教分析與規劃設計 (NCDR 100-TO?) 。新北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12. 蘇文瑞、周恆毅、黃俊宏、周學政 (2012) 。災害防救應用資訊網規劃與建置(NCDR 100-TOB) 。新北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13. 蘇文瑞、周學政、徐百輝、葉家承、張子瑩 (2012) 。多平台遙測影像於災情評估之研究 (NCDR 1OO-T09) 。新北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14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2012) 。 100年度台北市災害潛勢圖之建置與煜用圖籍 (NCDR 100-T10) 。新北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15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2012) 。 100年度新北市災害潛勢圖之建置與惡用圖籍 (NCDR 100-T11) 。新北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16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2012) 。 100年度桃園縣災害潛勢圖之建置與應用圏籍 (NCDR 100-T12) 。新北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17.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2012) 。 100年度新竹縣災害潛勢圖之建置與應用圖籍 (NCDR 100-T13) 。新北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18.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2012) 。 100年度苗栗縣災害潛勢圖之建置與應用圖籍 (NCDR 100-T14) 。新北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19.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2012) 。 100年度台中市災害潛勢圖之建置與應用圖籍 (NCDR 1OO-T15) 。新北市 ，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20.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2012) 。 100年度彰化縣災害潛勢圖之建置與應用圏籍 (NCDR 100-T16) 。新北市 ，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21.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2012) 。 100年度南投縣災害潛勢圖之建置與應用圖籍 (NCDR 1OO-T17) 。新北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22.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2012) 。 100年度雲林縣災害潛勢圖之建置與應用圏籍 (NCDR 1OO-T18) 。新北市 ，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23.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2012) 。 100年度嘉義縣災害潛勢圖之建置與應用圖籍 (NCDR 1OO-T19) 。新北市 ，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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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2012) 。 100年度台南市災害潛勢圖之建置與應用圖籍 (NCDR 1OO-T20) 。新北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25.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2012) 。 100年度高雄市災害潛勢圖之建置與應用圖籍 (NCDR 100-T21) 。新北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26.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2012) 。 100年度屏東縣災害潛勢圖之建置與慮用圖籍 (NCDR 1OO-T22) 。新北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27.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2012) 。 100年度基隆市災害潛勢圖之建置與應用圖籍 (NCDR 1OO-T23) 。新北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28.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2012) 。 100年度宜蘭縣災害潛勢圖之建置與螺用圖籍 (NCDR 100-T24) 。新北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29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2012) 。 100年度花蓮縣災害潛勢圖之建置與應用圖籍 (NCDR 1OO-T25) 。新北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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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2012) 。 100年度台東隠災害潛勢圖之建置與應用圖籍 (NCDR 100-T26) 。新北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31. 葉克家、李維森、林李瘤、李欣贛丶吳啟瑞、朱容鍊丶莊明仁、陳永明、傳金城丶傅鏸漩 (2012) 。 2010-2011 澳洲昆士蘭及維多利亞水災分析報告
(NCDR 100-T27) 。新北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32 劉俊志、魏眺萍、江申丶陳韻如、朱容練、陳永明、陳正達 (2012) 。氣候變遷硏究之不確定性文獻綜整(NCDR 100-T28) 。新北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
心。

33. 郭玫君、吳上煜(2012) 。行動版災害資訊傳遞系統雛型建置 (NCDR 1OO-T29) 。新北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34. 吳子修、黃明偉、張芝苓、劉淑燕、陳怡臻、溫國樑、張國鎮 (2012) 。噩灣地震發生機率潛勢圖 (NCDR 100-T30) 。新北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35 劉淑燕、柯明淳、黃明偉、吳秉儒、陳秋雲、柯孝勳、吳子修、張國鎮、溫國樑(2012) 。土耳其地震分析評估報告(NCDR 100-T31) 。新北市，國家災害
防救科技中心。

36. 柯孝勳丶李香潔、蘇昭郎、吳秉儒、張芝苓丶劉淑燕丶陳秋雲、李沁妍丶鄧敏政、黃明偉＊、吳子修丶柯明淳(2012) 。 20110311 東日本大震災分析評估
報告(NCDR 100-T32) 。新北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37 蘇昭郎、鄧敏政、謝承憲、黃詩倩、吳佳容、李洋寧、周建成、李中生、簡賢文(2012) 。關鍵基礎設施災害脆弱度評估與風險管理

災害衝擊評估方法 l

(NCDR 100-T33) 。新北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38 莊明仁、張歆儀、許秋玲、詹士樑 (2012) 。地區災害防救能力評估構面與方法初探 (NCDR 100-T34) 。新北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39 陳亮全丶陳樹群、周憲德、陳聰光、劉哲欣、吳亭燁、林聖琪 (2012) 。大規模崩塌災害防治推動策略規劃 (NCDR 100-T35) 。新北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
中心。

40. 陳樹群、周憲德、陳聯光、劉哲欣、吳亭燁、林聖琪 (2012) 。 100 年坡地土砂災害衝擊評估 (NCDR 1OO-T36) 。新北市 ，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41. 許銘熙、陳樹群、陳淑惠、張智昇、傅金城、于宜強、玉安翔、張駿暉、黃成甲丶葉森海、林聖琪、劉哲欣、張歆儀、柯明淳丶陳怡臻 (2012) 。跨領域
災害模式整合功能模組開發與強化(NCDR 100-T37) 。新北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42 許銘熙、林沛練、陳樹群、隗淑惠、黃成甲、葉森海、張駿暉、傅金城、李文正、于宜強、張智昇、王安翔、林聖琪、劉哲欣丶陳韻如丶張歆儀、柯明

淳丶陳怡臻 (2012) 。二維淹水分散計算系統建置 (NCDR 100-T38) 。新北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43 林沛練、于宜強、吳宜昭、李宗融、傅金城(2012) 。颱洪事件多重尺度氣象背景資料庫建製(NCDR 100-T39) 。新北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44 林沛練、于宜強、李宗融、吳宜昭、傅金城(2012) 。降雨規模設定方法與區域尺度之應用 (NCDR 100-T40) 。新北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45 林沛練、于宜強、吳宜昭、張智昇、李宗融、龔楚娛丶陳永明、鄭兆尊、朱容練、王安翔、黃柏誠、林欣弘(2012) 。 (NCDR 100-T41) 。 2011 年侵台颱風
氣象分析新北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46 陳韻如、朱容鍊、劉俊志、謝佳穎、陳永明、葉克家 (2012) 。 TCCIP統計降尺度資料應用説明手冊(NCDR 100-T42) 。新北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47 李沁妍、蘇昭郎、簡賢文(2012) 。醫院作為關鍵設施之防護議題研究初探(NCDR 100-T43) 。新北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48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2012)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101 年度工作計畫書：專案計晝 (NCDR 101-A01) 。新北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49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2012)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101 年度工作計畫書：重要業務 (NCDR 101-A02) 。新北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50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2012)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101 年度個人工作計畫書 (NCDR 101-A03) 。新北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51 許銘熙、傳金城、柯明淳、張智昇、張駿暉、黃成甲、張歆儀、林聖琪、張智昌 (2012) 。 2012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災害情資研判作業研習會證文集(NCDR
101-A04) 。新北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52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2012) 。國家災害防救料技中心 101 年度期中報告書：專案計畫 (NCDR 101-A05) 。新北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53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2012) 。國家災害防救料技中心 101 年度期中報告書：重要業務 (NCDR 101-A06) 。新北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54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2012) 。國家災害防救料技中心 101 年度期末報告書：專案計畫 (NCDR 101-AO?) 。新北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55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2012) 。國家災害防救料技中心 101 年度期末報告書：重要業務 (NCDR 101-AOB) 。新北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56 陳秋雲、柯孝勳、黃明偉、張國鎮、溫國樑、柯朗淳(2012) 。束日本大震災緊急製圖 (Emergency Mapping) 圖鑑説明手冊 (NCDR 101-M01) 。新北市，國
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57.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2012) 。 100NCDR成果發表會論文集(NCDR 101-P01) 。新北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58. 蘇昭郎、李中生、鄧敏政、李沁妍、簡賢文(2012) 。福島核電廠事故一週年回顧(NCDR 101-T02) 。新北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59. 鄧敏政、李洋寧、吳佳容、蘇昭郎、簡賢文(2012) 。 0507雪山隧道火燒車事件分析報告(NCDR 101-T02) 。新北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60. 柯孝勱、李香潔、蘇昭郎丶陳素櫻丶陳秋雲、吳秉儒、吳子修、劉淑燕、黃明偉、柯明淳丶張國鎮、溫國樑(2012) 。東日本大震災姻年—日本災後重建
與因應作為 (NCDR 101-T03) 。新北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61 尤正億、張子瑩、黃俊宏、蘇文瑞 (2012) 。 Google地球企業版測試報告 (NCDR 101-T04) 。新北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62. Hsu, Huang-Hsiung, Chia Chou, Yi-chao Wu (吳宜昭）， Mong-Ming Lu, Cheng-Ta Chen, Yung-Ming (2012) 。 2011: Climate Change in Taiwan: Scientific
Report 2011 (Summary)=臺灣氣候變遷科學報告2011 精簡版（專書）。臺北市，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63. 陳樹群、王文能、吳亭燁(2012) 。日本砂防行政管理。新北市，科技圖書。
64.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2012) 。 2011 年報。新北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65. 陳素櫻、王怡文、傳金城、張駿暉丶陳永明丶陳聯光、張志新、枸孝勳、蘇昭郎、李沁妍、莊明仁、蘇文瑞、張子瑩 (2012) 。防減災策略與施政優先課
題建議。新北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66 許雪姬、詹素娟 (2012) 。災後十年；九二一地震口述訪問記錄。新北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67. Cheng Teng(鄧敏政）， Jau-Lang Su (蘇昭郎）， Shen-Wen Chien(簡賢文） (2012)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Disaster Impact and Lessons Learned after
Typhoon MORAKOT. Virginia, USA. AS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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