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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2013年對臺灣來說，是一個較平靜的年，雖然在這一年中，有幾
個颱風來襲，也發生了規模M6.5的南投地震，但都未造成太重大的損
失。然而重大的天然災害仍在其他國家或地區一再重演；例如鄰國日本
的伊豆大島，因受颱風薇帕的侵襲，在10月16日一天就降下了時雨量達
122mm，24小時總雨量更高達824mm的超大豪雨，引發了大規模的土石
流，沖毀人口密集的聚落，釀成36人死亡、3人失蹤的罕見重大災情。
總之，重大或極端的天然災害及其防救，依然是每一個國家無法迴避、
必須積極面對、隨時因應的重大課題。
2013年也是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於2003年成立以來的第十個年，
中心在11月20日舉辦了成立十周年紀念活動。過去十年，中心致力於臺
灣頻發的各類型天然災害及其防救科技的研發、綜整加值，並積極將此
等成果導入、落實於防救災政策的決策與實務運作上。還有，中心在近
年，除了透過科技研發、政策支援來協助、促進中央與地方各級政府防
救災行政能量的提昇外，更積極嘗試將這些科技研發成果推廣給民間團
體，甚至一般大眾得以使用。例如，中心在本年度依行政院科技會報規
劃的「災害共通示警開放資料服務」政策、擔任窗口，與Google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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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國際共通示警協議（CAP）1.2版的標準，並協調、結合國內多個災害防救業務單位，研擬適合
我國國情的統一方法、準則與相關參數，建立了我們自己的「災害共通示警協議」標準與統整發送
的服務管道。在此基礎上，於2014年4月我國開始正式啟用以颱風災害為初期服務內容的「災害示
警資訊公開平台」，將災害示警訊息，即時、有效地對大眾發送，以期降低災害可能造成的衝擊。
除了強化災害防救科技成果的公共服務之外，中心也對災害防救的前瞻議題投入相當的人力與時
間。例如，針對臺灣未來氣候變遷情境的推估，及其災害調適的議題，與中央研究院、中央氣象局
及多位大學教授共同執行『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與資訊平台（TCCIP）』計畫，且已有一定程度的成
果，開始提供推估成果給不同領域（如防洪、農業、公衛等）之學者專家使用。總之，一如往年，
藉由本年度這本年報刊登的內容，得以一窺本中心在過去一年裡進行的各項科研項目與活動內容，
期待諸位在閱覽本刊之後，能夠給予回應與鞭策。
本中心於2013年剛渡過成立後的第一個十年，在下一個十年相信會面對更大規模、更多樣、
複合以及未曾遭遇過之災害的衝擊，如何因應這樣的情境，是未來新的挑戰。不僅如此，2014下
半年度本中心將透過法制化，轉型為「行政法人」；在此一未曾經歷過的新組織型態下，如何扮演
適當的角色，擔負起應有的任務？就中心而言，可能比起要面對前面所述新的、未來的災害防救議
題，將是更為艱辛的新挑戰。不過，無論如何，期待本中心同仁能夠全員一致、發揮團隊力量，接
受所有新挑戰的考驗。
主任
( 於2014年4月27日卸任 )

3

災防科技中心介紹 |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enter for Disaster Reduction

災防科技中心介紹

設立背景
臺灣處於天然災害之高風險地區，災害

供災害防救工作之相關諮詢，加速災害防救科

往往造成民眾生命財產嚴重損失，因此以災害

技研發與落實，強化災害防救政策與措施，行

防救科技協助施政，減輕災損與災害導致之傷

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設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

亡，為國家防減災優先且重要之課題。

會，並得設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1999年921地震後，各類調查、判釋、分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以下簡稱為災防

析技術的應用落實，凸顯出災害防救科技的重

科技中心）之前身為「防災國家型科技計畫辦

要性。2001年1月第六次全國科技會議作成建議

公室」，正式成立於2003年7月，為政府之災害

「儘速於2002年度設立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其

防救科技幕僚。2014年配合政府組織精簡與再

功能包括：防災科技之研發推動與管考、落實

造原則，並能有效率、持續地推動、落實災害

應用及技術支援等要項」。2001年7月頒布施

防救研發及應用，改制轉型為負有履行特定公

行災害防救法，其條文第七條中更明定「為提

共任務之「行政法人」（圖1）。

[ 成立背景 ]

圖1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之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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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及業務範圍

核心課題

「科技部」掌理推動國家基礎及應用科技

災防科技中心整合跨域之研發能量，考

研究發展工作，設置行政法人國家災害防救科

量災害變化與國際防災趨勢，並配合政府與實

技中心（以下簡稱災防科技中心），以協調、

務需求，規劃推動一系列課題，包含：颱洪、

規劃、推動災害防救科技研發相關事宜，並協

地震等應變與減災研究，進行氣候變遷、複合

助、支援防災科技研發及落實應用等工作。為

性災害等新興議題規劃，並推動防災資訊、社

配合政府組織精簡與再造原則，並能有效率、

會經濟面向研發、政策體制研議、國際交流合

持續地推動、落實災害防救研發及應用，災防

作等工作，期能運用堅實研究成果協助政策擬

科技中心之定位及任務，以朝向負有履行特定

訂，進而提升社會整體抗災能力；此外透過協

公共任務之「行政法人」為最佳之推動策略，

力（大專院校、研究機構）機制，強化地方政

改制後的任務與業務範圍：

府災害防救作業效能，並加強基層防災教育、

一、推動及執行災害防救科技之研發、整合事宜。
二、推動災害防救科技研發成果之落實及應用。

防災社區之推動，有效減輕災害事件之危害，
其成效正在逐年展現（圖2）。

三、運用災害防救相關技術，協助災害防救工作。
四、促進災害防救科技之國際合作及交流。
五、協助大專院校、研究機構參與災害防救科技之
研究發展及其應用。
六、其他與災害防救科技相關之業務。

圖2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核心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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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研發

●

災害環境調查暨災害經驗學習

●

災害預警技術與應變支援

●

大臺北地區大規模地震衝擊分析

●

氣候變遷衝擊下災害風險地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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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流域治理之水文基線（BaseLine Hydrology）
計算研究
災害防救資訊標準─災害事件圖示標準之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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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環境調查暨災害經驗學習

一、 計畫前言
「從災害中學習」是防災研究與業務推動

發生時間差距不到一星期，主要災情發生在臺

過程中重要途徑與基石，對於各項天然災害應

北、雲林、嘉義和臺南，部分地區在潭美颱風

變研究與減災規劃過程中，極需要過去歷史災

與康芮颱風皆同時發生災情，因此在康芮颱風

情資料予以協助。因此，本計畫針對2013年國

後，進行嘉義民雄等地的積淹水調查（圖1右

內、外災害調查結果、中南部易致災環境指標

上）與嘉義竹崎的坡地滑動調查（圖1左下）。

調查與評估及大規模崩塌災害防治技術等四部

9月中下旬強烈颱風天兔自臺灣南方海域通過，

份成果彙整，作為減災預防及災因探討依據。

造成臺東與屏東地區傳出災情，分別至臺東調
查知本溪河道溢淹衝擊老舊社區（圖1右下）及

二、2013年臺灣地區颱洪災害調查

特颱風以及颱風遠離後水氣仍多的影響，臺灣

2013年5月臺灣進入梅雨季，多道鋒面通

北部、宜蘭與花蓮雨勢明顯，颱風期間累積雨

過或滯留，帶來連日豪（大）雨，0519豪雨

量超過500毫米。2013年颱風不論是有登陸的蘇

事件造成中南部縣市部分地區積、淹水災情傳

力颱風或掠過臺灣外海的潭美颱風、康芮颱風

出。6月全臺平均溫度偏高且梅雨季進入尾聲，

及天兔颱風，皆造成局部土石坍方、土石流及

颱風季開始，西北太平洋海域共有4個颱風生

淹水災情。整體而言，2013年僅出現較局部的

成，均未進入臺灣附近海域。7月蘇力颱風於7

災情，沒有跨區域的大型災害。災防科技中心

月13日登陸北臺灣，本計畫針對積、淹水較嚴

勘查2013年災害事件，藉由調查了解災害發生

重地區─臺中市、南投縣及彰化縣勘查（圖1左

原因及後續衝擊情況，俾供未來精進防減災作

上）。8月潭美颱風、康芮颱風及後續豪雨事

為參考。

件，由於潭美颱風與康芮颱風皆發生在8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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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九鵬勘查海岸暴潮影響。10月上旬受到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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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圖中紅色點為坡地災害，藍色點為淹水災害
圖1 2013年國內災後勘查地區

其中顯示歷史颱風路徑（綠色）、乾旱風險（黃褐色）及地震紀錄（紫色圓點）
圖2 2013年國際主要災情分布（底圖引用自World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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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3年國際重大災害探討
統計2013年度全球天然災害，共543件天

事件為11月海燕颱風侵襲菲律賓，依菲律賓國

然災害事件，有55%災害事件主要發生在亞洲

家減災與災害管理中心（National Disaster Risk

地區，其中亞洲地區有46%屬於颱洪災害。圖2

Reduction and Management Center, NDRRMC）

為2013全球主要災害分布圖，亞洲地區相較其

災害處置報告（截至2014年1月29日為止），

他地區而言，不論颱風造成山洪暴發、暴潮溢

死亡人數6201人，1785人失蹤，受影響人數

淹，還是地震、乾旱等，仍是發生災害密集地

1607萬人，經濟損失約3981億披索（約新臺幣

區。而印尼-雅加達、阿根廷-布宜諾艾利斯、

273億）。整體看來，2013年災害損失比2012

中歐-捷克、德國地區和澳洲-布里斯本，皆是

年少，但災害造成死亡人數較為嚴重，尤其菲

都市型洪災案例；大陸四川、雲南長期乾旱影

律賓海燕颱風衝擊，凸顯出面對巨災應有的準

響已有三年之久。2013年度死傷最嚴重的災害

備，仍有很多進步空間。

圖3 2013年嚴重的颱洪災害事件-菲律賓海燕颱風

四、易致災環境指標調查與評估（I）
本計畫之主要任務於颱洪應變期間需提

（圖4）。2012年至2013年調查的地區包含南投

供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情資研判資訊，供各部會

縣、彰化縣、雲林縣、嘉義縣(市)、臺南市、

署進行緊急應變措施之擬定，提升各地方政府

高雄市及屏東縣等。

掌握易致災區域資訊。從2008年起進行易致災
調查工作並逐年提升調查精度，由縣市至鄉鎮
到2012年進入到村里，坡地部分更以聚落為
單位，並透過建立環境災害指標之調查，淹水
調查指標包含易淹水環境徵兆、淹水潛勢及近
年淹水次數等，坡地調查指標包含聚落環境的
潛勢、坡地災害的徵兆及對外交通通阻情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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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調查結果，除建立環境基本資料外，
並透過指標計算，淹水易致災調查可以彙整出
各地區的易淹水特性及篩選出淹水重點區域，
以有效提高防範淹水災害的效能；山區聚落環
境評估可以透過災害潛勢及徵兆指標計算挑選
出優先關注的聚落進行防災演練宣導及颱洪應
變的重要地區（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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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標

聚落規模
(Tm)

因

子

調查項目

地勢低窪或地層下陷 (E 1)

20~40戶

鄰近河川、排水路或海岸 (E 2)

40~60戶

淹水環境特徵
(E)

60戶以上

水道淤積或河床有雜物 (E 3)
位於水庫洩洪下游區域 (E 4)

山坡地

有防汛缺口 (E 5)

河階臺地

無水利設施 (E 6)

河谷地（含扇狀地）

淹水潛勢
(P)

土石流潛勢溪流
聚落附近災害潛勢
(Tp)

調查因子

20戶以下

順向坡
岩屑崩滑

近五年淹水頻度
(F)

岩體滑動

水災保全計畫劃定範圍 (P 1)
水利署易淹水地區核定範圍 (P 2)
水利署淹水潛勢區範圍內 (P 3)
淹水發生次數 (F 1)

落石
坡度大於30°
斷層或破碎帶通過
1. 嚴重崩塌
2. 地層滑動
3. 土石流發生
4. 坡面滲水或湧水
聚落周圍災害特徵
(徵兆)
(Ts)

5. 邊坡地表破裂
6. 建物地基陷落
7. 擋土牆破裂
8. 邊坡明顯裸露無植披
9. 聚落部分建物緊鄰危險邊坡
10. 向源侵蝕
11. 河岸侵蝕

交通通阻特性
(Tr)

1. 連外道路路面常有明顯裂縫或上邊坡崩塌
落石
2. 無替代聯外道路

圖4 災害環境指標與調查分布

聚落評估結果（潛勢...徵兆）

圖5 山區聚落評估結果（左）和淹水環境評估結果（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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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規模崩塌災害防治技術推動
2013年於大規模崩塌災害防治技術工作方

2. 建立崩塌災害影響範圍推估方法部分：主要
參考國內外（日本、香港、水保局、地調

面，主要有3項工作如下：
1. 首先在彙整各部會大規模崩塌領域具體成果產
出方面：共蒐整地調所、水保局等單位所產製
之圖層資料，而彙整年度各單位具體成果區分
為潛勢評估技術、預警評估技術、即時監測技
術、減災管理操作、重點區域評估技術、部會

所）影響範圍劃設的經驗公式，選定屏東縣
三處（霧臺鄉佳暮部落、大武部落、以及三
地門鄉達來部落）具有大規模崩塌潛勢地區
當作示範區，進行現地影響範圍經驗公式的
劃設（圖6）。

坡地災害管理系統、基礎調查資料、平臺建置
等8大項技術，計17個細項技術。

圖6 大規崩塌影響範圍劃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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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規模崩塌災害防治運作機制研擬部分：目
前的運作機制主要依據第15次中央災害防救
會報決議，於環境資源部成立前，由科技部
（原國科會）及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邀集
相關單位研商後，提出規劃推動方式。而本
中心的操作方式主要以第19次中央災害防救
會報通過之「大規模崩塌災害防治推動策略
規劃」規劃報告中，提出的短、中、長期的
重點工作項目，定期舉辦專家學者暨部會署

各項工作整合的目的（圖7）。
大規模崩塌災害防治相關工作於短時間內
經過各部會署及許多專家學者的努力，部分重點
工作及目標已逐漸達成共識，並開始有初步的成
果產出。然而有許多的工作推動仍處於起步階
段，許多短、中、長期的工作或階段性的任務尚
待完成，希望藉由各界的共同努力，能將大規模
崩塌災害防治工作順利的持續推動，將相關坡地
災害對於生命財產的衝擊降至最低。

的研商會議，藉此蒐整各單位成果及建議各
單位的工作項目，進行滾動式的修正，達到

圖7 大規模崩塌災害防治現階段推動策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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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預警技術與應變支援

一、計畫摘要

二、推動進度與成果

根據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災防科
技中心在災害發生期間必須進駐應變中心支援
情資研判的作業。如何有效地提升情資研判作
業的效能，2013年本計畫針對情資研判作業進
行「為指而參」的調整；為了提升災害預警能
力也著手災害情境與衝擊評估技術的研發。災
防科技中心在2013年配合應變中心開設，支援
颱風、豪雨及地震災害應變等任務中，全年應
變支援與待命準備共投入388人次，共4761人力
小時。

1. 情資研判「為指而參」的作業調整
為了加強預警系統的上下游資料傳遞的能
力，行政院提出「為指而參」的指導原則。
災防科技中心協調情資研判組各單位，改變
原有的作業流程（如圖1），透過提供滿足
土象與水象災害預警系統所需的氣象預報數
位資料，並將災害情境進行災害衝擊評估與
作出最適切的建議。將災害應變過程所需的
情資以有層次變動方式呈現，滿足指揮官行
動判斷之需求。

圖1 災害預警情資研判「為指而參」調整後作業流程與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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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災害規模評估方法研究

訊、災害風險與情境模擬及災害衝擊評估等

本計畫希望能滿足在災時應變期間，可以快
速研判災害衝擊與規模的需求。2013年開始
著手進行水災規模快速判斷方法之研究。利
用過去20年雨量資料與水災易致災區調查資
料，針對需求建立以鄉鎮區為尺度的災害歷
史事件資料庫（如圖2），研究各地區歷史
災害發生的原因與災害影響的規模。未來可
透過氣象監測與預報資訊，快速查詢過去歷
史災害之規模，判斷災害可能發生的時空情

三部分（如圖3）。雨量資訊部分，除了過
去介接氣象局雷達監測與估計降雨資料外，
2013年增加接收颱洪中心與氣象局多模式
雨量預報資料，共達33組多模式。透過整合
雨量監測與預報資訊，可針對鄉鎮區進行致
災雨量風險分析，預警災害警戒到達時間。
災害情境模擬的部分，除了整合過去發展的
淹水與坡地災害的警戒機率模式外，也將淹
水物理模式與坡地邊坡穩定度計算模式作業
化。同時將災防科技中心所發展得災損、影

境與衝擊程度。

響人口、建物衝擊評估等災害衝擊評估模組
3. 災害監測預警技術整合

加以整合。作為下一代颱洪災害預警系統發

本年度積極整合跨領域各項災害預警技術。

展的架構。

基本上，可以分成氣象雨量監測與預報資

圖2 以鄉鎮區尺度建立災害歷史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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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災害監測與預警系統核心架構圖

同時針對應變的需求，開發了許多功能模

三、結語

組。包括，縣市雨量規模估計、坡地災害紅黃警
戒。另外，可產製雨量資訊及淹水坡地災害風險
資訊的跨不同平臺系統輸出格式，可提供GIS、
google earth介面使用。在2013年的颱洪災害應
變工作中，協助完成「為指而參」之調整。

本年度計畫透過整合各單位與各計畫防
災科研的成果，建立災害監測與預警資訊的測
試平臺。可提供各防災單位，進行新技術的整
合與串接之用。同時也使災害預警系統，可以
朝向災害情境為預報目標的下一代系統開始進

4. 災時應變支援工作
2013年颱洪與地震應變作業支援共計10

防科技中心資料與技術，部分技術與資料已於

次，分別為0327南投地震應變、0519水災

2013年提供支援颱洪災害應變之用。同時，透

應變、0602南投地震應變、蘇力颱風應變、

過「為指而參」的作業調整，本計畫也著手強

西馬隆颱風應變 、潭美颱風應變、康芮颱

化了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情資研判的能力，提供

風應變、天兔颱風應變、菲特颱風應變以及

指揮官在防災調度期間最佳的資訊。

1031花蓮地震應變，此外，本中心亦參與經
濟部春季抗旱應變作業（如圖4和圖5）。全
年應變支援與待命準備總投入388人次，共
4761人力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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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2013年各事件應變支援人次與時數統計表，直條圖上方數字表示應變與待命合計結果。

潭美颱風應變

菲特颱風應變

0602南投地震應變

天兔颱風應變

蘇力颱風應變

潭美颱風應變
圖5 2013年支援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情資研判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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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臺北地區大規模地震衝擊分析

一、計畫目的
本計畫以大臺北地區為示範例，假設山
腳斷層全段錯動造成規模M W 7.1的地震情境，
依防災應用之實際需求與規格，優先盤點現
有技術進行整合，並依據現有技術不足處，
開發相關評估技術，進行量化評估大臺北地
區大規模地震衝擊。此外，運用地理資訊系
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的
技術，以地理網格500m×500m為單元進行模

圖1 山腳斷層全段錯動之PGA模擬震度分布

擬，使得分析結果較以往更為精細。期藉由本
計畫執行，彙整相關分析方法及其應用技術形
成具體可以操作之標準流程，未來將可以提供
其他都會區在研擬大規模地震相關防災與應變
計畫之參考。

二、計畫主要成果
本計畫為了量化評估大臺北地區遭受大
規模地震災害衝擊之影響，經由專家討論方式
擇定大臺北地區之高潛勢地震源與合宜之地動
預估方法，計算大臺北地區之地動分布，並據
以分析土壤液化潛勢及地震引致崩塌潛勢。其
次，整合地動模擬與工程評估技術，評估大臺
北地區建物災損與人員傷亡情境。最後進行大
臺北地區維生線（道路、橋梁）系統、重要設
施（供水、供電設施）失效衝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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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臺北地區的地震潛勢評估
本計畫透過專家諮詢會議方式討論大臺北

由於臺北盆地為沖積平原，主要的河流為淡

地區之高潛勢地震源與合宜之地動預估方

水河水系，淡水河由基隆河、新店溪、大漢

法，擇定山腳斷層為對大臺北地區造成最

溪等支流匯集合成，具有透水性良好的含水

大災害衝擊之可能震源。本計畫為了評估

層，地下水蘊藏豐富。因此本計畫亦建立土

大臺北地區遭受大規模地震災害衝擊，因

壤液化分析流程，採用中央地質調查所提供

此採用山腳斷層全段錯動導致規模M W 7.1之

之地質圖及臺北都會區三維工程鑽孔資料，

災害情境進行地動預估，為簡化以線斷層

結合特定震源之地表最大加速度（PGA）

型態為地震源的幾何形狀，且設定震源深

分布值，分析土壤液化潛能。圖3為臺北盆

度為10公里，並使用之地理網格為500x500

地在規模M W 7.1地震作用下之土壤液化潛勢

公尺，分別推估最大地表加速度（Peak

圖，本計畫地震作用力採用特定震源之網格

Ground Acceleration, PGA）、最大地表速度

化PGA分布值，結合對應格點之三維工程鑽

（Peak Ground Velocity, PGV）、最大地表位

孔資料，較以往分析法對於整個分析區域

移（Peak Ground Displacement, PGD）地動

採用同一PGA值，更能細緻呈現土壤液化潛

分布圖，圖1為山腳斷層全段錯動PGA地動

勢。此外，利用土壤液化評估結果，進一步

模擬。本計畫亦利用PGA地動模擬配合921

分析大臺北地區土壤液化引致沉陷分布情形

地震之崩塌以及地文敏感圖，進行地震引致

（圖4）。

坡地崩塌潛勢分析評估（圖2）。
臺北盆地土壤液化潛勢圖（山腳斷層全段）

圖3 臺北盆地土壤液化潛勢圖

大臺北地區土壤液化引致沉陷分布圖

圖4 大臺北地區土壤液化引致沉陷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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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物災損與人員傷亡評估

3. 維生線系統、重要設施失效衝擊評估

為評估震後建物損壞引致人員傷亡情境研

都會區道路、橋梁設施為交通運輸與民生活

擬，本計畫首先依據大臺北地區一般建物

動之重要設施，本計畫利用國內外既有的分

（臺北市、新北市及基隆市2013年房屋稅籍

析模型，量化評估大臺北地區遭受大規模地

資料）的結構型態、建物高度、建造年代、

震衝擊後的道路、橋梁災害情境，如圖7為

耐震設計等級等來進行建物分類，建立網格

大臺北地區重要聯繫平面道路與橋梁通阻分

化建物分布圖層。其次透過專家座談會，建

析。地震災害往往造成供水、供電設施的損

立一般建物損害評估程序，建立大臺北地區

壞，導致民眾生活上的不便，甚至妨礙救援

之網格化建物災損分布圖（例如圖5）。另

行動。本計畫希望能於災前評估水、電設施

外，地震所引致人員傷亡的災害程度，是隨

失效的境況，提供改善的建議，以降低受災

著發生時間及人口所在環境而有所不同的。

後的衝擊；因此進行大臺北地區震後供水、

因此本計畫首先建立大臺北地區動態人口分

供電設施中斷之情境研判，如圖8、圖9分別

佈分析方法；其次整合一般建物損害評估技

為大臺北地區供水設施衝擊評估與供電設施

術，建立網格化震後建物損壞引致人員傷亡

及末端管網損壞評估，此外，本計畫亦進行

分析流程與評估結果（例如圖6）。

醫院之關連性分析，調查大臺北地區醫院震
後失效機率（圖10）。

圖5 大臺北地區建物損壞評估 （完全損壞）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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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建物毀損引致人員死亡分布模擬（居家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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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論
本計畫假設山腳斷層全段錯動造成規模

地震衝擊情境，據以規劃大臺北地區大規模地震

M W7.1的地震情境，分析研判該地震危害對大臺

災害防治計畫之建議政策內容。此外，本計畫建

北地區的建物、人員損壞衝擊，以及造成維生線

立之分析標準流程，更可以提供未來國內其他都

系統、重要設施失效影響，具體量化分析大規模

會區研擬地震災害防治相關計畫之參考。

圖7 重要聯繫道路與橋樑通阻評估

圖8 供水設施衝擊評估

圖9 大臺北地區供電設施及末端管網損壞分析

圖10 醫院震後失效機率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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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衝擊下災害風險地圖

一、計畫目的
近年來，全球受到氣候變遷的衝擊影響，
使得高降雨強度、高颱風頻率以及劇烈乾旱程度
等極端氣候事件之頻率增加，造成了世界各地淹
水災害、坡地災害，以及枯旱災害等事件層出不
窮，這些問題同樣對臺灣國土環境的破壞造成了
威脅，也對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提高了與日俱

二、計畫主要成果
(一) 災害風險定義
本計畫探討的災害風險，主要是針對指氣
候變遷衝擊對自然系統與人類社會經濟系統造
成的可能損害程度。災害風險圖之評估是以危
害度與脆弱度相乘定義風險，如下所示。

增的風險。由於這些極端氣候的危害事件似乎已

Risk（風險）

成為常態，因此，相對臺灣災害之高風險區域與

= Hazard（危害度）×Vulnerability（脆弱度）

環境脆弱度高之區域，將會成為未來國家安全與
調適策略制定時的重點規劃。

在此故危害度指標主要考量氣候變遷導
致之氣候特性變化衝擊，如極端降雨、颱風事

本計畫主要是利用國科會「臺灣氣候變遷

件、少雨等因素，本計畫主要考量降雨因素造

推估情境之平臺建置計畫」內之動力降尺度技

成之自然危害。脆弱度則是定義系統面臨氣候

術，所產製之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資料，進一步

變遷危害所造成的衝擊，考量環境脆弱度與社

分析氣候變遷衝擊下之淹水、坡地、海岸與乾

經脆弱度，以災害潛勢表示環境脆弱度；社經

旱等四種災害之風險，研究中以危害度與脆弱

脆弱度則以人口、社經發展與產值等表示。

度指標，建構災害風險圖。
災害風險圖能協助決策者、民眾以及利害
關係人相對於各種災害風險之有效溝通，瞭解
在氣候變遷衝擊下不同災害風險圖，在熱點區
域空間上的變化，以作為未來部會署推動氣候
變遷調適政策綱領及行動計畫之參考。

(二) 風險圖評估方式
依據前述的風險定義，訂定不同災害風
險圖所採用指標，如表1所示。表中之危害度
指標，是表示在氣候變遷衝擊下，降雨特性
之變化，以淹水災害風險圖之危害度指標為
例，便是利用氣候變遷情境下之降雨資料，評
估25年期間（基期，1979~2003年）發生「24
小時內降雨超過600mm」之機率，另外兩個
推估時期，近未來（2015~2039年）與世紀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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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5~2099年），亦是以此方式推估該時期

時，相對影響程度是較低的，故在此以人類發

之氣象指標（危害度指標）。

展指標越高，表示該區域民眾，在因應災害衝

脆弱度指標則區分成環境脆弱度與社會脆
弱度等兩類指標，每類指標中盡量維持2~3個
指標，避免指標過多相乘後，而無法顯現指標

擊之能力高，故其該脆弱度越低。乾旱災害影
響首當其衝，經常是農業領域，故社會脆弱度
指標則是採用水稻產量。

特性。環境脆弱度指標則是以各個災害潛勢所

依據下述的指標進行各項災害類別的風險

表示，對於無模擬潛勢的災害類別，則以相關

圖的繪製，將危害度、環境脆弱度與社經脆弱

特性代表。

度，三面向指標以等權重相乘後，進行風險分

社會脆弱度指標，則是災害可能影響的人
口、社經發展或是產值表示。當鄉鎮人口密度
越高，災害發生造成影響也較為嚴重，因不同
災害特性影響區位不同，故雖同為人口密度指
標，但因分析的鄉鎮數量不同，其結果等級劃
分上有些許差異。另一個社會脆弱度指標，是
以人類發展指標，表示該鄉鎮健康、受教育程
度與生活水平等。對於健康狀況較佳、受教育
程度高與生活水平高之鄉鎮，在因應災害衝擊

級。將各指標之原始數值，以等分位法，分成
1-5級，以等級越高，脆弱度與危害度越高。
分析單元則是，依據各風險圖影響鄉鎮數量進
行等級劃分，並以最大變動範圍劃分等級。例
如：危害度指標以三個時期數值的最大至最小
範圍之樣本數，進行分析等級劃分，以利顯現
變遷的差異。風險圖展示方式，以基期、近未
來、世紀末三個推估時期之風險圖呈現，並針
對各個災害只展示影響鄉鎮範圍。

表1 各個災害風險圖之指標

危 害 度

環境脆弱度

社會脆弱度

淹水災害風險圖

24hr雨量超過600mm
發生之機率

淹水潛勢
（600mm/24hr）
地層下陷深度

人口密度
人類發展指標

坡地災害風險圖

24hr雨量超過350mm
發生機率

歷史崩塌率
坡度
地質災害面積

人口密度
人類發展指標

海岸災害風險圖

颱風造成的暴潮偏差量

海岸坡度
平均潮差

人口密度
人類發展指標

SPI3指標計算乾旱強度

民生缺水潛勢
（WRA 1）

人口密度
工業產值

註：WRA 1農業乾旱風險圖
：資料來源為水利署計畫成果
SPI3指標計算乾旱強度

農業缺水潛勢
（WRA 1）

水稻產量

旱災風險圖

風 險 圖

公共用水乾旱
風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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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淹水災害風險圖

(四) 坡地災害風險圖

氣候變遷衝擊下淹水風險圖，如圖1所

坡地災害風險圖高風險區域，主要是集中

示。受到降雨影響有所變化，針對淹水潛勢高

在環境脆弱度與危害度指標等級高的地區。環

的雲林、彰化、臺南地區，雖近未來極端降雨

境脆弱度高的區域，集中於中南部與新竹與花

發生機率較小，但在世紀末時期，極端降雨發

蓮山區，在世紀末極端降雨發生機率提高，加

生機率提高，使得淹水風險逐漸提高且範圍變

重中部與南部與花蓮等山區之坡地災害風險，

廣，延伸至彰雲等較內陸的區域及往南延伸至

參閱圖2。

高雄沿海鄉鎮。

圖1 氣候變遷衝擊下淹水風險圖成果（不考慮地層下陷）

圖2 氣候變遷衝擊下坡地風險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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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海岸災害風險圖

(六) 乾旱風險圖

氣候變遷衝擊下之海岸災害風險圖，如圖

不同推估時期的公共用水乾旱風險，如圖

3所示，由圖可得知以東北角與西南沿海鄉鎮，

4所示。高風險區域則是集中在雲林、嘉義與

因發生海岸溢淹風險等級較高。北部沿海鄉鎮

臺東縣市，這些地區乾旱風險等極高的原因，

瑞芳區、淡水河口南岸，則是因為有較多颱風

是乾旱危害度與缺水潛勢等級較高之因素，而

事件的路徑是從臺灣上方經過，造成暴潮影響

北部區域的臺北市亦是屬於高風險等級，是因

較大，故海岸災害的風險較高。而西南沿海之

為社會經濟脆弱度指標中的人口密度較高所造

嘉義的布袋鄉、臺南安南區、屏東林邊鄉，因

成。在氣候變遷衝擊下，近未來時期的豐水期

本身環境脆弱度偏高，且在氣候變遷衝擊下使

乾旱風險圖之衝擊影響，較世紀末時期嚴重，

得海岸災害風險又提高。在東部海岸因陡峭之

其高風險區域之空間分布，從少數北部與中

岩岸地形，海水不易溯升至陸地，故其海岸風

部鄉鎮為高風險區，擴大至苗栗與高雄區域都

險相對較低。

是高風險等級。在世紀末時期的豐水期乾旱風
險圖，高風險區域減少的原因，為世紀末時期
侵臺的颱風次數較多，故在豐水期間颱風季所
帶來的降雨量相對增加，故發生乾旱的機率減
低，故豐水期乾旱風險圖世紀末呈現較不嚴重
的情形。

圖3 氣候變遷衝擊下海岸風險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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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公共用水乾旱風險圖

三、結論
本計畫建置的氣候變遷衝擊下之災害風

為優先改善處理，或是避開重大開發地區之相

險圖，是以鄉鎮市區為單元來進行繪製，主要

關規劃，以降低氣候變遷衝擊所帶來之風險。

是應用於全國空間之相對應的比較，較適合應

氣候變遷衝擊在世紀末時期，以彰化、雲林、

用於上位之永續發展與氣候變遷政策規劃之參

嘉義與臺南地區沿海鄉鎮，淹水、海岸與乾旱

考，對於細部區域計畫尚不合適。提供於基

災害風險熱點區域較多，未來上述區域，需提

期、近未來與世紀末三個推估時期災害風險圖

早規劃並加強防洪與水資源調適策略規劃，以

供使用者參考，以瞭解相對災害高風險區位之

降低災害風險。而坡地災害風險，則是以中南

趨勢與空間變化情形，針對重點區域提早制訂

部地區之南投、嘉義與臺南等地區之山坡地鄉

相關國家安全與調適策略。雖目前的風險圖尚

鎮熱點區域較多，在國土利用規劃時，則需避

未納入調適因子的考慮項目，但是這個研究可

開高風險地區。

以針對「熱點」區域提出一些調適措施，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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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流域治理之水文基線
（BaseLine Hydrology）計算研究
一、計畫目的
「綜合流域治理」係指相關整體流域治理
的問題管理，並隨著國家經貿發展與高度都市
化，更加提升了綜合流域治理的挑戰性，因此
整體性的綜合流域治理，長久以來一直是世界
各國面臨的重要施政議題之一，並投注高度的
研發能量與治理經費；然而流域治理的面向涵
蓋範圍相當廣泛，如法規統整、規範標準化、
災害治理、水土災害、防減災、水資源管理與
利用、維生環境、生物多樣、環境永續發展、
環境倫理、經濟發展與文化等多目標、多主
體、多面向、跨學科的特質。因此，本計畫目
的在於提出水文基線（BaseLine Hydrology）的
計算方法，以供綜合流域治理於規劃階段時計
算河川各次集水區流量分配時之參考。綜合流

準點，本計畫稱之為水文基線（BaseLine
Hydrology）。其構想主要為在時間軸上設一基
線（Baseline），將流域內各排水路、支流、
主流至河口的出流量依指定設計雨型進行降雨
逕流計算，進而得到流域內重要控制點之合理
設計流量，並依此設計流量進行流域內各大小
系統逕流量的管理。概念如同高鐵之乘客乘載
量，沿途預售分配座位（Planning），沿線各站
旅客依序對號入座（Design），如此一來既可
充分掌控旅客人數，每位乘客也能了解自身在
列車上所處位置，此即為流域流量分配與定點
放流管制之設計精神（郭純園，2013）；重要
控制點之流量確定後，各區排與次集水區之流
量即可依此進行管理與分配規劃；流域治理中
之重要課題如：總量管制、逕流分配（擔）、
洪水出流抑制等，皆可以此作為推行依據。

域治理於流域內進行各次集水區流量分配之目
的，在於以出流管制之方式進行土地利用與開

(二) 水文基線（BaseLine Hydrology）計

發行為之管理，故計算方法上需能體現流域內

算流程

土地利用及地表覆蓋對於水文逕流流出改變之

水文基線（BaseLine Hydrology）之計

機制。

算 ， 首 先 需 決 定 流 域 之 重 要 控 制 點 （ Co n t ro l
Points），其可能為天然的次集水區出水口

二、計畫主要成果

（Outlet）亦或匯流處（Junctions），也可以
是水工構造物（如橋、堰、圳等）與重要保全

(一) 研究概念
進行流域內各次集水區流量分配計算
時必需先指定一時間基線作為計算上之基

對象，於界定控制點時，選址處最好應有流量
測站以利與觀測值進行校驗；控制點與河口
（Outfall）確立後，即可進行逕流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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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演算上應依尺度不同選擇合適
之模式，大範圍之流域尺度估算可使用大尺度
模式如HEC-HMS分析、進入中尺度集水區域計
算則應以SWMM5等加以操作、微觀細算至基
地等小尺度範圍時，更應用小範圍適用之計算
方法，如合理化公式、SWMM_LID或EPA_LID等
模擬（郭純園，2013），如此才能合理銜接各
尺度之出流量，達到定點排水量計算之一致性
（Consistency）（圖1所示），模式參數之決定
應能與地表開發有對應關係（圖2所示）。

圖1 各尺度之電腦模式示意圖

圖2 不同空間尺度之逕流量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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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示範流域方法驗證

皆為2；尖峰流量誤差模擬與實際值差異約10%

示範流域方法驗證上，本計畫選取濁水溪

內；總逕流體積誤差差異最大為10.59%；尖峰

（如圖3及圖4）中下游玉峰橋、彰雲大橋與自

流量時刻誤差為2小時。綜上所述， EQ P、EV與

強大橋三處流量站，賀伯颱風時期的觀測流量

ET P，誤差皆在合理範圍內，即完成模式之參數

資料進行檢核。模式驗證，通常以尖峰流量誤
差比（Error of Peak Discharge, EQ P ）、總逕流

驗證。

(四) 水文基線（BaseLine Hydrology）確立

體積誤差比（Error of Total Runoff Volume, EV）
及尖峰流量時刻誤差比（Error of Time to Peak,
E T P ）等三個目標函數（Objective Function）
作為檢核標準，以驗證其準確性； 演算結
果 之 E Q P等 三 目 標 函 數 比 較 如 表 1 、 2 所 示 ，
EQ P 差異最小為玉峰橋-4.66%、最大為彰雲大
橋-9.17%，EV差異最小為玉峰橋-1.95%、最大

除了基期之選擇，控制點之選址也十分重
要；本計畫將濁水溪依天然匯流口、重要水工結
構物（如集集攔河堰）與橋樑（如彰雲大橋）
等設置節點，總計濁水溪流域共劃分為十個次
集水區（表3所示），並以此十處作為控制點
（Control Points），進行不同時期之出流比較。

為自強大橋10.59%，ET P 除自強大橋為-1、其餘

圖3 示範流域-濁水溪依控制點所分之十個次集水區

圖4 濁水溪水文模式建模

表1 模擬結果與觀測值比較

尖峰流量（cms）
玉峰橋
彰雲大橋
自強大橋

模擬結果
7960.5
16621.3
17546.1

觀測值
8350
18300
18500

總逕流體積
模擬結果
356.86
518.54
503.79

觀測值
363.97
497.95
455.56

尖峰流量時刻
模擬結果
7/3 05:00
7/3 06:00
7/3 07:00

觀測值
7/3 03:00
7/3 04:00
7/3 08:00

表2 尖峰流量誤差比（EQ P）等三目標函數比較

尖峰流量誤差比
（ E Q P）

總逕流體積誤差比
（EV）

尖峰流量時刻誤差比
（ E T P）

玉峰橋

-4.66

-1.95

2

彰雲大橋

-9.17

4.13

2

自強大橋

-5.16

10.5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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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控制點設置後，接下來即進行頻率

流量的影響。總計上述三時期流域內各控制點

年選定與洪峰流量之估算，依據經濟部水利署

之出流變化如表4、5所示，由表中可知十五年

「濁水溪流域整體治理規劃檢討」指出，濁水

間流域內各集水區之100年重現期之逕流量皆為

溪主流堤防採用100年重現期距之洪峰流量設

逐年成長，河口出流量增加近4000CMS，可知

計，故本文選用濁水溪流域100年重現期降雨組

土地開發造成地貌型態改變，將連帶使得流域

體圖作為雨量設定基礎，以均值降雨形式進行

流量持續增加，故需設計一基期也就是所謂之

流域逕流量之估算。

水文基線（BaseLine Hydrology），進行流量分
配與總量管制，並以此作為初始狀況，進行日

控制點與降雨量設定完成，即可計算不

後的流量削減策略制定，才可避免因土地發展

同時期流域各集水區之流量變化；本計畫以

致使流域逕流量超載，造成洪澇災害發生之風

1997、2007與2012年三時期之土地利用與遙測

險升高。

資料，評估十五年間地貌改變對於流域降雨逕

表3 十個次集水區之位置與面積

集水區編號

位

面 積 （ K m 2）

置

1

龍神橋上游集水區

1629.24

2

陳有蘭溪郡坑溪合流前上游集水區

3

陳有蘭溪匯流口上游集水區

4

濁水溪主流（永興橋至集集橋）上游集水區

111.14

5

濁水溪主流（清水溪匯流前）上游集水區

125.63

6

濁水溪主流（彰雲橋）上游集水區

7

東埔納溪匯流口上游集水區

102.09

8

清水溪（加走遼溪匯流前）上游集水區

269.87

9

清水溪匯流口上游集水區

140.99

10

濁水溪西螺至出口處集水區

154.47

434.60
13.75

19.44

表4 三年份之100年重現期河口尖峰流量（CMS）

年份

1997

2007

2012

100年重現期流量

25426

27113

29346

表5 1997、2007、2012三年間各次集水區尖峰流量（cms）之變化
子集
水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1997

9907

6531

6170

17106

18544

24460

1962

4430

6194

25426

2007

11847

6071

6283

19108

20599

26083

2054

4597

6289

27113

2012

12950

6237

6542

22724

22363

28274

2126

4721

6425

29346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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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論
本計畫於2013年度主要為提出於流域治

3. 水文基線（BaseLine Hydrology）之計算，需

理規劃時，對於流域大尺度空間的各集水區或

先決定流域之重要出流控制點，包括天然的

重要控制點之流量分配計算所需之水文基線

集水區出水口或匯流處，或是橋、堰、圳等

（BaseLine Hydrology）演算流程，並針對流量

水工構造物，以及重要保全對象。選址處最

消減策略予以探討。各項結論歸納如下：

好應有流量測站以利與觀測值進行校驗，控

1. 將 流 域 內 各 排 水 路 、 支 流 、 主 流 至 河 口

制點與河口確立後，即可進行逕流量計算。

的出流量依指定設計雨型，以水文基線

4. 演算上應依空間尺度不同，而選擇合適之模

（BaseLine Hydrology）之概念，進行降雨逕

式。大範圍之流域尺度，可使用大尺度模式

流計算，進而得到流域內重要控制點之合理

如HEC-HMS分析。進入中尺度集水區域，則

設計流量，並依此設計流量進行流域內各大

應以SWMM5等加以操作。小尺度範圍時，可

小系統逕流量的管理。

用小範圍適用之計算方法，如合理化公式、

2. 進行水文基線（BaseLine H ydrology）計算
前，應先將流域資料進行充分建置，再依空

SWMM_LID或EPA_LID等，才能合理銜接各尺
度之出流量。

間尺度不同選擇合適之模式估算，以合理銜

5. 水文基線（BaseLine H ydrology）確立後，

接各尺度之出流量，達到重要控制點流量計

超出之流量須研擬相關消減策略予以控制。

算之一致性。此外，模式參數之決定也應與

在策略擬定上，應該以全流域之角度通盤省

地表開發有對應關係，才可有效反應流域地

思，才可達成流量削減之目標。

文改變相對於流域出流量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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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防救資訊標準─
災害事件圖示標準之制定
一、計畫目的
世界銀行在2005年做的一項統計：臺灣有

表而感到困惑。另外在跨單位溝通時，如無特

73%左右的土地與人民暴露在三種不同類型以

別註記該圖示所表示之含意，也易產生認知上

上的天然災害之中，是全世界天然災害風險最

之誤解。本計畫目的在制定一套適合國內防救

高的國家。目前國內的災害防救法，以災害的

災單位使用的圖示標準，期能提供當前各類防

類型劃分不同的權責單位，當民眾使用不同單

災地圖或資訊系統使用，也藉由整合各式災害

位製作的防災地圖或應用系統時，往往面臨同

防救資訊圖示，便於政府與民間災害防救工作

一種設施，同一種災情事件或表示同一種災害

之雙向溝通。

嚴重程度的圖示，卻使用差異甚大的圖示為代

圖1 國內各防救災部會署提供之防救災資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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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主要成果
依據災害防救法，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

組織救援時的需求，為降低國內常用圖示與國

管機關包含：內政部（颱風、地震）、行政院

際防救災圖示間的差異性，也一併蒐集了各國

農業委員會（土石流）、經濟部（水災）等單

對於緊急災害事件的圖示設計規範，供本計畫

位，而非災害業務主管機關中與防救災業務具

擬定國內災害防救資訊圖示標準時之參考（如

高度相關之單位包含：交通部中央氣象局、交

圖3所示），其來源包含：美國ANSIINCITS 415-

通部公路總局、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等。近

2006標準的點位圖形符號集、美國圖示資料庫

年來各個災害防救單位對於其災害業務主管範

查詢系統、加拿大緊急救災地圖圖示、歐洲緊

圍內的防災地圖已有相當程度的推廣，透過各

急救災圖徵參考手冊、聯合國OCHA人道救援圖

類型的防災手冊、防災地圖或運用網際網路上

示及日本災害防救資訊圖示分析，其中日本官

的防災資訊系統的操作，提供給社會大眾閱讀

方內閣府對於震災、火山災害、風水災害、雪

及線上查詢使用（如圖1所示）。

災等有制定其管理對策，對於國際救災協同合

本計畫除參考國內各部會署防救災資訊服
務常使用之圖示外（如圖2所示），亦考量到

作的運作方式也有明確的記錄，但日本對於災
害防救資訊圖示也尚未有統一版本。

如果臺灣遭遇到重大災害時，可能運用到國際

道路災情
預警封閉

Safe Taiwan

災害潛勢地圖

水災防災地圖

土石流疏散避難圖

圖2 國內各式防救災資訊服務使用之圖示之範例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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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緊急救災地圖圖示範例

聯合國OCHA人道救援圖示

圖3 國外緊急救災圖示之範例蒐集

綜整分析國內外災害防救資訊圖示及設計
規範，本中心研擬制訂的災害防救資訊圖示標
準說明如下：

施、風險之項目。

(二) 災害防救資訊圖示設計規範則分為外

(一) 災害防救資訊圖示分類，主要區分為

框與內部兩部分，其設計的原則為：

事件、作業、基礎設施、風險及其他

1. 圖示外框設計：建議參考國際標準各分

五類，詳細定義為：
1. 事件：指有發生生命財產威脅之事件。

類圖示之外框設計原則。
2. 圖示內部設計：除依循內政部消防署防

2. 作業：於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可

災地圖作業手冊及各業務主管機關已

提供急難服務之地點、監測、控制和了

制訂圖示項目外，若尚未有防救災單位

解現場情況的設備、組織、處理單位。

設計之災害防救資訊圖示，則參考美國

3. 基礎設施：提供基礎運作的基礎設備、
服務與機構。
4. 風險：災害管理階段，用以警告、預測分
析災害可能發生或必定發生地區之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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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無法歸屬於事件、作業、基礎設

ANSI INCITS 415-2006標準進行設計與繪
製。
表1則節略本災害防救資訊圖示設計之規
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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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災害防救資訊圖示設計規範

類

別

外

框

內部圖示

菱形外框

◆ 背景為白色；前
景為黑色

作業

圓形外框

◆ 背景為白色；前
景為黑色
◆ 針對「非作用」
中的狀態，在圖
示增加斜線表示

基礎設施

矩形外框

◆ 背景為白色；前
景為黑色

風險

倒三角形外框

◆ 針對風險等級，
以不同背景顏色
區分；前景為黑
色
◆ 燈號顏色：
紅燈
橙燈
黃燈
綠燈

其他

沒有外框

◆ 沒有限制

事件

範

例

三、結論
國內各個災害主管機關公開之防災地圖

本計畫制訂的災害防救資訊圖示僅是整體

或應用系統，除了是該災害主管機關內部災害

國土資訊系統圖示的一部分，災害防救資訊圖

防救工作的參考資訊之外，亦是提供給廣大民

示對應的地理資料大多源自於國土資訊系統各

眾，使其瞭解其平日居住環境中有可能會遭遇

資料庫分組，部分業務主管單位雖已制訂部分

到的天然災害，災害主管機關除了朝著「防

災害防救資訊圖示，但其圖示設計並未統一及

災、減災、離災」的方向進行相關的災害防救

標準化，希望本計畫能拋磚引玉，有效地整合

工作，應更希望能透過各類防災地圖的推廣將

各式災害防救資訊圖示，以便於日後各防災單

防災觀念自然地融入民眾的日常生活裡，讓民

位間共享災害資訊，而向社會大眾亦使用相同

眾在面對真正災害來臨時，可以快速且直覺式

的災害防救資訊圖示進行溝通，讓艱難的災害

的反應該往何處進行避難疏散，讓不可預期的

防救溝通工作，能因為透過共同的災害防救資

災害對民眾所造成的生命財產損失能儘量減至

訊圖示提供正確且重要的災害防救資訊。

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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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防災力資料分析與應用

一、計畫目的
近年天災頻繁已造成臺灣社會成本的巨大

淹水潛勢、機構及設施點位等相關圖資，與文

耗費，因此若能於平時減災歷程中，針對現存

本資料（政府報告、新聞檢索、訪評題目與委

的災害防救問題進行檢討，並建立一套得以評

員意見），各項資料分析內容與成果分述如

估各地方政府防災力（Disaster Management

下：

Capabilit y）的機制，診斷地方政府災防管理
上既存困境與問題，並進行災害管理機制的調
整，即可達到全面提升縣市政府抗災能力之
目的。因此本計畫首先透過社會脆弱度指標
（Social Vulnerability Index, SVI）、土地利用圖
資、土石流潛勢圖資、淹水潛勢圖資、機構及
設施點位、政府災害防救計畫、勘災報告、新
聞文本與縣市訪評委員意見等政府現有產製之
各類型資訊，進行22個縣市的分析，瞭解各縣
市在社會經濟變遷、人口變動、土地使用、災
害經驗、專家意見等層面上，可能遭遇及已經
遭遇過的災害防救困境或問題，使得各縣市政
府有機會針對自身之防災優勢及弱勢，提出解
決或改善之策略。最終希冀藉由本計畫資料分
析過程與結果之概念，建立各縣市政府的自我
評估機制，以提升整體地區防災力。

二、研發內容與成果
本計畫目前收集之基礎資料有：社會脆弱
度指標（共29項）、土地利用、土石流潛勢、

40

圖1 資料分析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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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社會脆弱度指標

(二) 災害潛勢之土地利用分析

社會脆弱度指標（SVI）為一綜合性評估指

本計畫所分析的災害潛勢為300（350）

標，指標依暴露量、減災整備能力、應變能力

mm/日、600mm/日 之淹水潛勢及土石流潛勢

和復原能力分為4大類，指標項目的選取、統計

溪流影響範圍，並透過地理資訊系統空間分析

數值及分析方法源自本中心出版之災害社會脆

方法計算出各災害潛勢內的土地利用狀況、各

弱度指標（SVI）歷年趨勢評估技術報告 。SVI

類土地利用面積比率、可能影響的戶數，和重

各指標係以2000年為基準年，透過計算逐年累

要設施與機構等資訊表（1）。在土石流影響戶

加平均波動值S指數的換算，可整齊的呈現SVI

數的計算方面，由於水保局已有公告全臺土石

歷年趨勢，並且進行各項目間的趨勢比較。

流保全戶數等詳細資料，故本研究不另外以圖

以各縣市歷年SVI趨勢來看（圖2），金門

資套疊方式來估算。

縣、新竹縣、新竹市、桃園縣及連江縣的社會
脆弱度歷年成長幅度較大，除了金門縣、連江
縣受到資料缺漏較多的影響外，其他3縣市都
略呈現出不利於災害防救的發展趨勢。由2010
年單年度之暴露量、減災整備、應變及復原能
力，四類指標結果來看，臺北市、新北市、臺
中市等都會區受都市開發、人口聚集、經濟
發展因素影響，故暴露量較高；減災整備表現
上，連江縣、彰化縣及嘉義市的脆弱度較高；
臺東縣及金門縣可能因為體制上分配到的資源

圖2 全臺2000-2010年 SVI變化趨勢

量少和弱勢人口偏高問題，故應變能力之脆弱
度相對較高；復原能力表現上，則以屏東縣、
南投縣及嘉義縣脆弱度較高。
表1 土地利用分析資料內容與分析項目

重要設施與機構

圖 層 名 稱
淹水潛勢圖（300/350mm；600mm）
土石流潛勢溪流影響範圍
土地利用
影響戶數
收容所
社福機構─身心障礙機構、老人福利機構
學校-國小、國中、高中、大學
大型醫院
工業區
警消單位、政府機關
交通運輸 ─ 捷運站、機場、火車站、高鐵站
行政區圖-縣市界、鄉鎮區界 （五都版）

資料來源與年份
2007-2010年水利署
2013年水保局
2007年國土測繪中心
2012年內政部（全國門牌點位）
2012年社會司名冊清單
2013年社會司名冊清單
2010年教育部
2011年衛生署
2011年勤崴電子地圖
2007年勤崴電子地圖
2011年國土測繪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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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臺淹水區的土地利用分析來看，300
（350）mm/日淹水潛勢區的全臺總面積約
1,003平方公里，影響戶數約20萬戶；600mm/
日淹水潛勢的總面積約2,870平方公里，影響戶
數約171萬戶。整體而言面積較大且影響戶數
較多的縣市有桃園縣、臺中市、宜蘭縣、彰化
縣、臺北市與臺南市等，此兩種情境主要的土
地利用類型以農業用地、水利及其他用地、建
築用地和交通用地為主。淹水潛勢內重要設施
機構全臺共計約有337處（300或350mm/日）

和特定勘災報告等相關政府報告、文章、新聞
等資料。
導致災害衝擊的原因除極端降雨或長延時
降雨等氣候因素，引發淹水、坡地災害進而衝
擊社會經濟造成損害外（圖3），其他常見的災
害現象關聯還包括：地勢低窪或地層下陷、防
洪工程設計標準不足及品質不良、交通中斷、
排水系統淤積阻塞、防洪系統老舊、行政效率
不彰等，這些問題若各縣市政府能於防災工作
上加以改善，將可降低災害可能造成的衝擊。

及2,082處（600mm/日），主要類型為收容
所、學校、政府機關與警消單位。

(四) 訪視訪評

全臺土石流潛勢溪流影響範圍的面積約61

行政院災害防救業務訪視評核工作（簡

平方公里，水保局2012年公告之土石流保全戶

稱訪視訪評）每年會依照不同的災害類型及評

數共2.6萬戶，保全人口數為7.2萬人，綜合來

估指標對地方政府進行訪視作業，訪評委員藉

看潛勢面積較大與保全戶數較多的縣市為南投

此與縣市政府的防救災作業人員進行意見交流

縣、臺中市、高雄市、新竹縣等。全臺土石流

與經驗分享，為提升防救災能力提出具體之建

潛勢區主要的土地利用類型為農業用地、森林

議。本計畫為了瞭解各縣市有哪些曾經被關注

用地、水利及其他用地，重要設施與機構的主

及未被關注的的防災課題，故於2012年研擬出

要類型為地方政府及警消機關、學校和收容所

災害防救整備能力之評估架構，2013年則依據

等機關。

此進行訪視訪評題目（2003∼2012年）和訪評
委員意見（2010∼2012年）之分類，以釐清各

(三) 災害現象關聯
災害現象關聯的分析方法首先係針對每個
縣市篩選出3至6個影響較大之颱風事件，依此
蒐整各縣市重要颱風事件的文本，以進行內容
分析，瞭解不同災害現象及其各別之單個或數
個發生的成因（遠因與近因）。此方法可以歸
納出災害現象的關聯性，並參考此災害現象發
生頻率，找出災害防救管理上需要被重視的問
題。本計畫分析的文本包括：地區災害防救計
畫、災害防救白皮書和深耕計畫報告書、水利
署緊急應變經驗學習報告、災害應變處置報告

42

地方政府在災害防救業務上有哪些可能需改善
之層面。
2003年至2013年歷年訪評題目多側重在
「支援性資源」、「管理、指導與協調」、
「生命安全保護」，以及「應變組織緊急事
物處理與重要機能的恢復」等應變為主的題
目（圖4）。在委員訪評意見方面，2010年至
2012年訪視委員提出之意見共有724項，其中以
「生命安全保護」為主，其次為「管理指導與
協調」、「應變組織緊急事務處理」與「重要
機能的恢復」，以及「支援性資源」，相對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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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常見的災害現象因果關聯圖示

圖4 訪評題目數統計（依年份及評估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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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各縣市之訪評委員意見統計（按評估標的）

少被提及則是「減災規劃」和「計畫與協定」

的問題，透過已有資料的佐證，可提醒政府在

（圖5）。從各題型數比重不均的情況來看，

調整災害防救政策及管理作為時，應考量哪些

未來的訪評機制應可朝更整體性評估的方向改

層面。然而本計畫之資料分析仍有資料空間精

善，以利提升地方政府全面性的災害防救管理

細度、圖資正確性和資料時效性、各年度專家

能力。

委員所給的各縣市評比意見主題不同等限制，
因此本計畫除了朝持續擴展資料種類加入分

三、結論

析外，對於資料的精確度與正確性也應持續更
新，使其分析結果更能反應各縣市實際狀況。

本計畫藉由政府既有資料進行SVI、土地利

未來本計畫將以資料分析為基礎，結合縣市自

用或現象關聯等分析，其結果經交叉對照後可

我評核機制的方規劃與推動，逐步達成提升縣

釐清各縣市政府在防救災工作上，有哪些現存

市防災力之目標。

參考文獻
楊惠萱、李香潔、陳怡臻、陳淑惠、張靜貞（2013），「災害社會脆弱度指標(SVI)歷年趨勢評估」，NCDR101-T12，國家
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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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救災資訊整合加值應用與服務

一、計畫目的

二、研發內容與成果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於2010年莫拉克颱

本計畫於2013年度的研發與執行成果，有

風過後依據「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檢討會議」之

效提高決策輔助系統服務使用率，提高各項空

決議，著手建立「災害應變決策輔助系統（中

間資訊分析能力與應用，因應不同單位系統使

央版）」提供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之指揮官作為情

用者之需求，簡化系統管理作業之複雜度。相

資研判輔助應用。系統開發至今已成為災害應

關成果見表１。

變期間情資研判不可或缺的工具之一。考量資

本計畫於2013年度執行的工作與研發如下，

訊科技技術已日新月異，為了持續導入相關先
進技術於災害應變情資研判應用，災防科技中

1. 使用者需求調查與應變資料蒐整

心除了持續保持災害應變決策輔助系統正常運

針對過去因為應變的過程中，中央災害應變

作外，也持續進行災害應變決策輔助系統功能

中心召集各部會署人員以及中心同仁進行工

模組開發，以符合災害應變實際應用之需求。

作會議以及情資研判的工作；因為不同的資

表1 決策輔助系統歷年所重點開發項目

年度

開發項目

系統內容

2011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災害決策支援
系統建置

有效利用資料介接、RIA的網頁系統呈現；資訊快速掌
握、提供救災準備、整備應變的最佳支援輔助系統。

災害情資模組開發與輔助系統維
運

強化常用災害功能，增加靈活使用的圖臺服務及決策輔
助工具，有效掌握整體資訊整合。

建置縣市層級災害應變決策輔助
系統使用環境

提供地方政府，有效的掌握當地災情，並透過中央政府
的情資研判功能，了解整體救災的完整方向

災害情資模組延續開發與輔助系
統維運

強化動態資訊、分割視窗以及歷史資訊的整合；並且透
過開放式的程式語法進行第二版決策輔助系統的開發，
導入儀表版的概念，使決策輔助系統在不同的環境以及
使用者皆能有效的掌握災情資訊。

2012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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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產製單位以及介面使用習慣的不同，往往

的使用經驗，本系統有三大挑戰：1.新資料上

會使得決策輔助系統的功能尚有需要強化的

架靈活性。2.系統功能新增與修改彈性。3.系

部分。針對此一情形，透過2013年的應變時

統應用情境行動化。為了能夠應付未來多變的

期，情資研判所蒐整的資訊，包括：0519豪

災防資訊服務需求，本系統透過導入新技術與

雨應變（5/19）、蘇力颱風（7/11）、西馬

JavaScript語法重新撰寫系統相關功能模組，用

隆颱風（7/17）、潭美颱風（8/19）、康芮

以達成靈活性、修改彈性與行動化的目標。第

颱風（8/27），約500個簡報資訊中，將可

二版決策輔助系統逐漸擴展使用者需求功能，

能對應的使用者與應收集資料進行整理。

同時導入情境儀表板概念與Web2.0混搭（Mash

經分析後以及依照中心災害應變之需求，本

Up）技術進行各種情資模版的開發。此外

系統將不同類型資料整合於一個空間資訊平

JavaScript語法的使用將使決策輔助系統可進行

臺，如圖1所示。

跨平臺裝置的使用。功能升級部分計有：底層
功能的調整與功能模組的新增。透過底層功能
的調整，改善資料同步的時間問題，如圖2。功
能模組部分更新四項功能以及新增十項模組，
針對展示介面部分亦針對使用者經驗作了最佳
化調整。
3. 災害應變決策輔助系統功能模組擴充
第二版的設計主要針對雨量客製化圖層，
進行介面設計的突破，直接於圖面呈現達豪雨
標準比例的圓餅圖統計資訊（以行政區為統計
單位），達到Geo Visualization的效果呈現，
考慮過往研判資訊有要求簡報中需要包含地圖
的資訊，實際操作上，則是將圖臺畫面匯出
至簡報為主，減少地理資訊圖臺的可操作性。
有鑑於此，第二版輔助系統結合行動應用、空
間圖臺及簡報彙整等技術進行異質資料的混搭

圖1 不同資料來源整合同系統示意圖

呈現，期望能於未來災害歷程中輔助應變人
員更快掌握情資並進行災害防救。系統導入
Microsoft Office的線上編輯元件，讓簡報資訊

2. 災害應變決策輔助系統功能升級
災害應變決策輔助系統，於災害應變期
間已能適時發揮應變決策輔助之功能。以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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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用更直覺的方式上傳；進一步搭配書籤功
能的開發，進行連動式的設計，讓整體的資訊
可以更直覺地與主題書籤搭配，如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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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第一版與第二版連結資料庫架構比較說明圖

圖3 簡報平臺展示介面

4. 現有系統資料更新與擴充
2013年度除更新原有圖資資料外，並擴充

衛影像快取版，為了展圖方便，在資訊提

許多新的圖資；例如，介接TGOS通用版

供上以快取處理，讓系統得以順利運行。

電子地圖，並加入道路名稱註記。建置福

在福衛影像的快取製作上，比例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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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00~1/3,000,000，並且以新版壓縮格式

作介面簡潔、功能設定簡化、因應地方需求的

（COMPAC T）進行快取製作，在未來資料

地方版災害應變決策輔助系統，本系統提供各

需要搬移的情況下，可以發揮更好的效果；

地方政府在地化的操作介面，方便各地方政府

DTM（數值高程模型）轉匯及等高線製作，針

應變作業人員操作使用。

對未來防災所需，取得較高解析度的DEM資
訊（水平解析度：5公尺），並且鑲嵌為全臺
灣的Hill Shadow的數值高程模型，產出計曲線
為10公尺一筆的等高線資訊。搭配現有的圖
臺服務，將DEM資訊按照比例尺設定呈現，
經過配色與快取處理；而等高線資訊針對不

於汛期前，本計畫巡迴全臺各縣市進行本
系統的推廣與教育訓練，並針對使用者的使用
經驗進行問卷調查，並詳細分析使用者所提出
的各種需求，將問卷分析結果與使用者回饋的
各項需求納入本系統後續功能加強與更新版研
發的重要參考。

同的層級，不同的高度方式呈現，其次在針
對不同的高程資訊中，進行高度的標定。

三、結論
如何將獲得的資訊，成功而有效地呈現
在系統上，一直是本專案所努力的目標；從過
去第一版所累積的經驗，以及第二版第一階段
的開發，除了是每個專業組的經驗提供以及規
劃，並且經過本計畫分析後與進行各項功能
的設計，期望功能可以符合使用者需求。在開
發的過程中，持續收集各項建議以及強化的參
考，讓系統設計上可以更明確。為期系統的開
發能完整符合”情境模擬”的開發事項，以應
變的研判與工作會議資訊為依歸，進行使用圖
資、功能項目、使用對象深入了解。2013年度
圖4 等高線不同比例尺呈現效果

完成的功能項目以圖臺基礎功能為主，後續會
將第一版既有的功能完整移植以及擴充強化，

5. 地方版的開發與推廣應用

針對使用者習慣進行調整，讓系統使用上更加
便捷。2014年的完整功能會持續規劃與開發，

地方政府於應變作業中，是屬於前線的
作業人員，如何將中央所掌握的資訊，快速傳
達給地方政府的應變作業人員，一直是我們努
力思考的研發目標，考量各地方政府的人力與
資源有限，因此本計畫將災害應變決策輔助系
統，將各類災害相關資訊經彙整後，整理成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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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整體資訊系統更能夠靈活、智慧搭配情境的
架構，落實每一個需求以及在應變上扮演更重
要的決策輔助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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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度
行政院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之推動
一、計畫摘要

業：統計2013年彙整共97筆災害防救科技
相關計畫；（2）每季定期掌握工作進度，

災防科技中心於2011年起協助行政院推動
「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以下簡稱應科方
案）；本方案推動期程共四年，2013年為執行
之第三年，年度共計結合7個部會署19個單位
共同參與推動災害防救科技研發成果以及有效
整合應用資源。目前在「大規模崩塌災害」、

彙整部會署每季細部計畫執行工作進度概
況表、主動參與期中部會署辦理計畫審查
會議，瞭解目前各計畫現階段成果及執行進
度；（3）期末成果彙整與評估：收整年度
科研計畫與業務計畫之成果報告以及部會署
成果自我評估表。

「 洪 水 災 害 」、「 氣 候 變 遷 之 災 害 衝 擊 與 調
適」、「旱災預警技術」、「地震災害」、「基礎

2. 建立部會署溝通協調管道與協助課題規劃

設施安全評估與監測」、「資訊課題」、「核能

2013年計辦理2次跨部會之工作協調會議

災害」與「新興課題」等各課題正逐步累積階

（如圖1、圖2），除針對方案執行階段進度

段性成果（詳細內容請至應科方案網站http://

進行報告外，並於會議中進行跨部會及跨議

astdr.colife.org.tw）。

題之溝通協調，俾使方案規劃與推動作業更
順利進行。

二、推動進度與成果

3. 建立成果交流與推廣機制

本中心於應科方案主要擔任推動幕僚之角

本項工作主要有二：一為辦理年度成果研討

色，工作事項包含：協助部會署規劃研發課題

會，採跨部會、課題分組方式進行成果分

與科研計畫管理、建立部會署溝通協調管道、

享，藉由成果研討會之平臺，展現部會署

建立成果交流與推廣機制、盤點與彙整年度產

執行成效與成果，達到跨領域的溝通交流目

出成果及規劃與推動災害管理平臺成果等工作

的；本年度研討會於2013年5月30日辦理，邀

項目，相關工作事項與進度說明如下：

集參與方案的部會署報告2012年重要成果與

1. 協助部會署科研計畫運作與管理

未來規劃構想，大會收錄89筆年度成果計畫
之成果精簡報告、展示142張成果海報並將

在部會署科研計畫運作與管理部分，依照時

現場展示之成果海報彙編為海報圖集乙冊，

程共分：（1）年度部會署細部計畫調查作

另現場更有15組攤位進行成果應用之實機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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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3月份第一次部會署工作協調會議

示操作。第二項工作項目為建置一共同之溝

防災雲端數位實驗室，即為「災害管理資訊

通平臺，提供分享與交流應科方案每年度成

研發應用平臺」；提供各界在防災科研方面

果，災防科技中心與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網

有一完善雲端環境可以研發相關應用模式所

路與計算中心（以下簡稱國網中心）共同合

需的資料儲存及運算資源，提供災害防救應

作開發建置「應科方案溝通與共享系統」，

用更上層樓。災害管理資訊研發平臺主要系

網站內容包含方案目標、規劃、內容及各年

統環境包含資料、模式、管理（展示）三大

度細部計畫資訊等查詢服務，至2013年底統

層面，在資料層面：以資料存取與分析為

計網站參訪及使用人數已達44,009人次。

主，並提供防救災資料共享環境，主要目標

4. 盤點與彙整年度產出成果
針對參與2012年度方案單位所執行之災防科
研與業務計畫（共120筆計畫）進行盤點作
業，以課題彙整方式整理出重點具體成果並
評估未來提供至災害管理資訊研發應用平臺
之成果效益。現階段盤點與彙整統計208項
研發成果，將有助於充實方案資料庫的完整
性，詳細各計畫之成果報告書內容可至應科
方案網站查詢及下載。
5. 規劃與推動災害管理資訊研發應用平臺成果
為了讓各部會署擁有正確性、完整性與即
時性的防救災資訊，除參與方案溝通使用
之「應科方案溝通與共享系統」外，本期應
科方案預定建置一跨部會之資訊共享平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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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11月份第二次部會署工作協調會議

為「建立資料匯集、綜整、加值、分享的環
境」；模式層面：除了提供現有完成模式供
了解參考外，也提供以開發多模式可串接多
個資料庫與多個模式間之串連運算的整合系
統環境-主要目標為「建立模式串接資料之
計算環境」；管理（展示）層面：主要提供
災害展示介面運用，主要目標為「建立災害
管理研發應用展示介面」，讓使用者可透過
雲端實驗室的工具展示其研發成果；除了前
臺的三大層面外，本平臺也加強後臺管理機
制，在資料共享原則下也會確保使用者的研
發成果，讓使用者能夠在妥善的雲端環境下
進行相關應用研發。本平臺係以堅實的災害
防救科技研發成果為基礎，配合平臺的資訊
交換與流通機制，未來平臺將提供給參與

國 家 災 害 防 救 科 技 中 心 | 2013 年報

應科方案的各部會署及學研界進行研發運

工作與推動成果落實應用，遂研擬規劃下一階

用。2013年度已完成平臺之初步雛型建置，

段災害防救科技方案之構想。綜觀世界面對災

2014年度將持續與各部會協調溝通，俾利各

害的趨勢主要包括：

項成果能順利納入平臺。

1. 全球極端氣候引致之災害衝擊
2. 國土開發與環境耐災力

三、結語

3. 全流域的災害防治觀點

透過應科方案的推動，彙整各單位過去
投入災害防救科研技術的成果，並經過加值應
用，以展示於災害管理資訊研發應用平臺。故

4. 都會區烈震引致之災害衝擊
5. 巨災對政府與產業（科學/工業園區/企業）
營運之衝擊

本計畫之重要任務，為建立一實體平臺系統機
制，整合平臺內之資料、模式和管理系統之

6. 防災巨量資訊整合應用

災害防救研發能量與資源，進而達成部會署縱

綜合過去問題檢討與分析以及推動重點

（橫）向之資訊或資料開放與交換的流通性和

與目標，經過多次專家學者研討與部會協商會

便利性，俾提供管理者或決策者在掌握災情資

議，初步規劃2015-2018年度災害防救科技方案

訊情況。在未來展望部分，因應應科方案即將

研發課題，如圖3所示。

於2014年執行期滿，為持續精進災防科技研發

圖3 2015-2018年災害防救科技方案總目標與七項研發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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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與國際交流

●

國際交流與技術合作

●

行政院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2012年度成果研討會

●

災害潛勢圖資與情資研判輔助系統研習會

●

2013 IT W地球科學國際研習營

●

災害防救、科技創新、社會關懷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成立十周年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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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交流與技術合作

一、計畫摘要
近年來，國內外各類型災害與時俱變，伴

3. 推動國際防災接軌，強化臺灣國際參與
4. 分享臺灣防災經驗，建立國際夥伴關係

隨經濟成長、人口結構變化與自然環境變遷，
災害防救工作所需要之科學新知（包括：自然

二、推動進度與成果

科學與社會科學）、工程技術與管理知識，也
需要進行研發與調整。臺灣自然災害頻繁，政
府與民眾殷切期盼藉由科技發展與知識管裡，
提升災害管治理之效能，因此格外重視與國
際間防災科技之交流。一方面汲取各國防災
經驗，引以為鑑；同時也引進新科技，帶動發
展，全面提升我國災害防救能力。

1. 在防災科技與資訊交流方面，藉由建立國
外合作機制（含人才培訓計畫）及人員出
國考察計畫，持續推動災防科技中心與各國
防災相關合作項目，陸續派員前往美、日、
韓等國進行經驗分享，技術交流與中心人員
出國考察計畫。近年來國際防減災發展之
趨勢強調以科學管理為基礎（science-and-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以下簡稱災防科
技中心）歷年來進行多項國際合作，致力於帶
動國內與國際防災科技發展之銜接與交流。尤
其臺灣在防災科技發展之歷程中，強調自行研
發災害防救相關體系與科技，積累了相當多的

evidence-based），透過科學分析，找出可
能重大衝擊，及早進行減災與規劃因應對
策，因此災防科技中心重視與國際重要研究
單位之合作與互動。目前已簽訂合作協議之
學術機構包括：

寶貴經驗，特別是對於開發中國家，因為他們
的天災種類與社經發展軌跡和臺灣相近，因此

(1) 2004年，韓國「地質資源研究院」（Korea

臺灣的防災實際經驗，十分適合與這些國家分

Institute of Geoscience and Mineral Resources,

享。近年來災防科技中心透過國際訓練活動及

KIGAM）

會議，積極推廣與分享臺灣防災經驗。
綜合以上，災防科技中心國際合作之方向
包括：
1. 藉由防災科技交流，精進國內防災能量
2. 透過防災資訊交流，改進減災應變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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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07年，日本「防災科學技術研究所」
（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Earth Science
and Disaster Prevention, NIED）
(3) 2007年，韓國「國家災害管理研究所」
（National Disaster Management Institute,
NDMI）

國 家 災 害 防 救 科 技 中 心 | 2013 年報

(4) 2007年，日本「即時地震情報利用協議會」

平臺與能量，成為協助政府資訊傳送的輔助管

（ R e a l -T i m e E a r t h q u a k e I n fo r m a t i o n

道。今年六月，臺灣成為繼美國與日本之後，全

Consortium, REIC）

球第三個加入的國家。透過國際防災資訊的合

(5) 2008年，美國「太平洋防災中心」
（Pacific Disaster Center, PDC）
(6) 2010年，日本京都大學防災研究所
（Disaster Prevention Research Institute, DPRI）
(7) 2011年，日本海洋研究開發機構 （Japan
Agency for Marine -Ear 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AMSTEC）
(8) 2 0 1 1 年 ， 韓 國 「 亞 太 經 合 會 氣 候 中 心 」
（APEC Climate Center , APCC）
(9) 2 0 1 3 年，日 本 筑 波 大 學「生 命 與 環 境 科
學研究所」（Graduate School of Life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

作，除了提升國內災害資訊服務品質外，也對國
際說明臺灣對防災工作的重視與落實。
2. 在推動國際防災接軌及分享臺灣防災經驗方
面，災防科技中心藉由舉辦國際研討會、支
援公私部門之國際交流活動及接待國內外貴
賓參訪，來強化臺灣國際參與建立國際夥伴
關係。
(1) 2013年災防科技中心舉辦之國際研討會：
◎ 6月17~18日NCDR 與 DPRI 舉辦第二次雙
邊會議 （2 nd Joint Workshop on Natural
Disaster Reduction between NCDR and
DPRI），會議主要針對氣象雷達運用、氣
候變遷、流域管理、地震災害及社會經濟

合作的項目包含地震減災、降雨監測、坡

衝擊等5項主題進行跨領域防災議題研究

地監測、地震早期預警系統、地理資訊系統、

與分享。本次會議除交換各國防災經驗

颱風降尺度、氣候變遷、防災政策、社區防災

外，也促進雙方防災科技之研發。

及社會經濟議題，期以積極互動，汲取國際防
災科技新動向。在於韓國KIGAM合作部分，由
韓國提供經費，災防科技中心協助發展防災系
統。其中，與日本NIED及韓國NDMI （2012前
為NIDP）自2007年起每年由三國輪流舉辦研討
會，鼓勵藉由定期經驗交流，促進三方防災科
技研發。在人員交流部分，災防科技中心與美
國PDC及韓國APCC已建立互訪機制，深化技術
學習。韓國APCC除提供氣候研究資料外，也定
期邀請中心同仁參加重要國際討會，顯示雙方
合作密切。

◎ 10月23~24日舉辦臺美日交流活動，邀請
英國、紐西蘭、法國、美國、日本等6國
35位專家進行為期兩天的莫拉克颱風重
建研習。本次交流源起於災防科技中心
2012年起與美國及日本團隊針對三國之巨
災，進行國際災害之分析比較研究計畫，
由The Japan Foundation Center for Global
Partnership （CGP）提供部分經費，研究
標的涵括美國的卡崔娜颶風重建、日本的
東北大地震重建與我國921震災重建及莫
拉克颱風災後重建，計畫預計於2014年中

此外，利用民間與私部門之力量促進災害

結束。本次交流活動透過多國專家跨國重

資訊的傳遞，也是國際防災工作的新趨勢，而網

建計畫比較研究，提供將來巨災重建的參

際網路即是一項快速且涵蓋面廣的工具。災防科

考，研究成果報告將於2014年第三屆國際

技中心透過與Google的合作，藉由Google網路的

都市減災研討會中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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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8日~11月1日舉辦第九屆地球科

(2) 於 推 動 與 國 際 組 織 之 合 作 及 支 援 公 私 部 門

學國際研習營（IT W2013），共計9個國

之國際交流活動上，目前災防科技中心積

家，26個學員參與。 本年度活動計畫以

極參與的國際組織包含：APEC下Emergency

環境與人之關聯、地質環境特色、以及潛

Preparedness Work ing Group（EPWG），

在坡地災害影響及其調適策略作為主題，

Asian Disaster Reduction and Response Network

希望能從颱洪災害防減災運作機制介紹，

（ADRRN），Mercy Malaysia，ICSU 下

再分別就坡地災害、土石流災害、大規模

Integrated Research on Disaster Risk （IRDR）。

崩塌災害等判釋技術、警戒發布、和應變
機制等進行深入探討，同時邀請專家介紹
臺灣公路防災之技術。本次研習營除藉由
我國各個不同面向之防減災策略切入，分
享有效防止山坡地災害發生可能性之相關
應用外，也提供國內年輕學者一個與國際
交流的平臺與各國學員交換防災經驗。

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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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再度
獲得會員支持連任APEC EPWG共同主席，
規劃APEC EPWG未來發展與推動策略，建
構防災網絡，提升APEC區域各會員體之
防救災能量與能力建構。災防科技中心除

◎ 11月20~21日舉辦臺日韓國際研討會。

協助倡導以科技協助防減災工作外，也推

災防科技中心於2007年11月與日本的

動各項與經濟發展相關之防災議題，例如

防 災 科 學 技 術 研 究 院 （ N I E D, N a t i o n a l

東日本大地震後倡議企業持續營運之防

Research Institute for Earth Science and

災計畫，獲得國際社會支持，並以成為

Disaster Prevention）及韓國的國家防災研

AEPC下重要議題。

究院（NIDP, National Institute for Disaster
Prevention）共同簽署合作協議備忘錄，
以期凝聚防災能量，降低天然災害的威
脅。本次研討會藉由經驗交流，促進三方
防災科技研發與能力建構。

◎ 而與IRDR之合作，除支持設立中研院設立
的國際卓越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of
Excellence）之運作，目前也是災損資料
工作小組（Disaster Loss Data）的成員。
透過與IRDR的合作，可以直接參與國際研

◎ 11月20日併同災防科技中心10周年活動

究議題之研擬，進而發揮臺灣的影響力。

舉辦國際論壇，邀集日（NIED）、韓

◎ 除與各國政府防災層級與國際科研組織保

（NDMI）、美（PDC）、泰（ADPC）之
防災機構代表，針對「降低災害風險的

持互動外，也與國際重要防災非政府組織
（NGO） 維持密切聯繫，除可適時協助

科技發展（Technology Development for

相關組織進行防災能力科技建構，也拓展

Disaster Risk Reduction」進行問答與討

臺灣防災科技落實應用的平臺，彰顯防災

論。本次論壇各國代表除分享防災科技應
用之經驗外，也提供國內年輕學者一個與
國際交流的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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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APEC EPWG工作中，目前災防科技中心

無國界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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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近年來，每年參訪災防科技中心的國際訪

作的關係，未來將成為防災科技合作的新

賓均超過兩百人，經由國際觸角的延伸，

模式。截至2013年12月底止共計25次外賓

本中心被列國際重要防災機構，而且成為

參 訪接待，總計200人次參訪中心。重要訪

其他國家設置災防研究中心的參考對象。

賓如圖1~12所示：

目前，在東南亞與中美洲已經陸續建立合

圖1 2013年1月4日，歐洲議會副主席 Dan Jorgensen來訪

圖2 2013年1月9日，日本川崎市考察團來訪

圖3 2013年1月29日，聯合國事務專家來訪

圖4 2013年2月21日， APEC-HRDWG執行長
Dr. Young-Hwan Kim來訪

圖5 2013年3月18日，日本岩手醫科大學秋 慎司教授
來訪

圖6 2013年5月15日，西班牙及EU多國經貿代表來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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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2013年6月20日，友邦駐聯合國常代來訪

圖8 2013年6月24日，泰國國會友華小組參、眾議員來訪

圖9 2013年8月1日，美國在臺協會環境科技官白瑞德
來訪

圖10 2013年11月5日，泰國緊急醫療中心參訪團來訪

圖11 2013年12月5日，國科會諮詢委員來訪

圖12 2013年12月12日，美國消防工程師學會（SFPE）
Mogran J. Hurley技術部主任來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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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
2012年度成果研討會
災防科技中心與行政院之「行政院災害防

洪水、地震、基礎設施、氣候變遷及旱象、資

救應用科技方案」（簡稱應科方案）於2013年

訊、核能）跨領域地分享成果及研討。當日研

5月30-31日假臺灣科技大學國際大樓聯合辦理

討會各場次計有31筆計畫發表，相關發表簡報

2012年（101年度）成果研討會。本次活動由

皆已公開方案網站提供參考（http://astdr.colife.

科技部（原國科會）、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

org.tw/activity_one.aspx?aid=6 ）。本次研討會

辦公室、國家實驗研究院以及國家災害防救科

共有89筆年度計畫成果精簡報告、142張成果海

技中心共同主辦，並由19個參與應科方案之部

報展示以及15組實機展示攤位說明科研成果應

會單位共同協辦，2日活動出席人數總計約達

用情形，讓現場與會者瞭解災害防救研究現階

700位。本研討會第一天內容主要以應科方案為

段的重點成果。藉由本次學術研究活動可促進

主，包含（1）方案年度整體成果報告；（2）

與會專家學者之學界觀點以及各單位對災害防

以海嘯地震為系列主軸包含情境模擬、因應策

救實務經驗提供寶貴意見與互動交流，提供相

進作為以及災後重建與未來趨勢之專題演講；

關單位未來防減災課題研擬新觀點或相關政策

（3）部會署成果落實應用與未來規劃；（4）

擬定時之參考。

主題成果發表-依方案課題（含大規模崩塌、

圖1 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2012年成果研討會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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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潛勢圖資與
情資研判輔助系統研習會
災防科技中心於2011年在行政院指示下製

業人員能熟悉跨災害領域的業務操作與協調工

作「災害潛勢資料圖」提供地方政府做為汛期

作，做好資訊綜整的幕僚工作，進而協助各級

整備之參考資料，去年度（2012年），更結合

指揮官進行災害應變決策幕僚作業。在今年度

各部會署，包括國家發展委員會（前行政院經

（2013年）分別在東部、南部、中部、雲嘉南

濟建設委員會）、經濟部水利署、經濟部中央

部及北部辦理7場教育講習會，並將研習活動分

地質調查所、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交通部

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縣市政府災防辦人員參

中央氣象局、交通部公路總局、及衛生福利部

與地方版決策輔助系統說明與實機操作；第二

（前內政部社會司）及本中心，製作「災害潛

部分為地方災害防救相關人員參與災害潛勢地

勢圖資」與「情資研判輔助系統」（圖1），

圖更新（新增海嘯溢淹地圖）及使用說明，目

透過系統可以進行減災整備規劃、收容場所區

的藉由此研習會，從中央到地方落實災害防救

位適宜性分析、疏散避難路線規劃而衍生出

資訊綜整與傳遞。

各類災害防救地圖。因此，為促使災害防救從

圖1 決策輔助系統整備情形與圖資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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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ITW地球科學國際研習營

本屆研習營主題為「地球科學國際研習

等，在本次活動中作了一個完整的詮釋。過去

營」，內容圍繞臺灣地質環境與減災科技，從

十幾年來，世界各地飽受颱風豪雨所誘發洪

地球科學角度出發，圍繞臺灣地質環境之特色

水、坡地災害之苦，研究單位與各國政府無不

進行解說與實際案例介紹。另外以工程地質為

在災害中學習成長，透過本次研習營舉辦，將

主軸延伸，探討工程地質之特性，及臺灣各

臺灣在災害經驗與各國分享，提供平臺給與會

種地質地形、成因、景觀、型態等可能衍發之

學員們進行經驗交流與分享，達到教學相長之

潛在災害風險等。第二部分由災害出發，介紹

目的。

臺灣的防災整體架構，特別是面對颱風及豪雨
造成的山坡地災害，為降低其風險，於實際需
求應用之技術開發及案例，進行詳細介紹。除
了室內講授課程之外，地質環境的認識不能不
透過現場實際瞭解，因此活動安排造訪雪山隧
道、大屯火山觀測站、九份地滑地區、以及北
海岸地質景觀地區等，實地感受臺灣多樣的地
質環境特色。從環境本身的介紹、人們對於環
境的使用與適應、進一步連結到防減災技術

本次研習營共邀請9位國內地質、地理、
及災害防救等專家，以及來自印尼、馬來西
亞、多明尼加、尼泊爾、越南、菲律賓、泰
國、尼加拉瓜等九國，共26名學者與會；國內
學員包含中央研究院、教育局、公路總局、內
政部建研所、臺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等共34
名先進與會，其中包括講師、助理教授及研究
生、以及博士後等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共同
進行相關議題之研討。

研習營開幕合影

參訪雪山隧道博物館及導坑設施

參訪大屯火山觀測站及小油坑，並致贈感謝狀

參訪東北角海岸於福隆遊客中心合影

圖1 2013 ITW地球科學研習營活動集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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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防救、科技創新、社會關懷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成立十周年活動－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災防科技中心）

週年，活動當日行政院毛治國副院長以錄影致

前身為1997年11月國科會成立之「防災國家型

詞，勉勵災防科技中心及國內防災人員，再接

科技計畫辦公室」，成立之目的為：「加強防

再厲為防災工作努力。現場除邀請行政院國家

災科技及相關之基礎研究，其具備跨領域任務

科學委員會牟中原副主委、中央研究院劉兆漢

導向之整合研究，以國家型計畫推動之」。在

院士與國家實驗研究院陳東陽副院長致詞，同

1999年921地震後，更凸顯出防災科技研究對

時在場的國際貴賓包括：日本「防災科學技術

防災、減災工作之重要性。於是於2000年7月頒

研究所」岡田義光理事長、韓國「國家災害管

布施行災害防救法，其第七條明定「得設災害

理研究所」余雲光理事長、美國「太平洋防災

防救科技中心」。行政院2003年5月15日函頒

中心」副主任Mr. Chris Chiesa及泰國「亞洲災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設置要點」，國科會

害整備中心」資深顧問Dr. Bhichit Rattaku。

於2003年7月15日，正式宣佈成立國家災害防救
科技中心。

國際防災科技論壇、國內防災科技論壇、聯合

10年來，災防科技中心透過與政府單位、

防災成果展及災防科技中心10年成果報告。兩

學術機構與民間組織，建立密不可分之夥伴關

場論壇分別邀集國內外專家，就複合型災害、

係，合作範疇包括：防減災科學研究推動與落

跨領域整合、強化區域合作、臺灣防災挑戰、

實、災害管理政策內容提升、災害應變效能改

國內防災科技發展方向、對災防科技中心的期

善、防災資訊應用強化、防災意識深化與教育

許等議題進行討論。災防科技中心特別規劃了

推廣、社區防災工作普及等工作。災防科技中

30個展覽攤位，邀集國內防災夥伴22個單位來

心成功扮演政府、學界與民間的防災知識橋

展示10年間災防科技中心與政府機關及國內研

梁，持續將防災觀念與科技生活化。

究單位在臺灣防減災豐碩的科研成就及合作成

2013年11月20 日為災防科技中心成立十

62

當日參加人員相當踴躍，其活動包括：

果。當日估計參加人數達45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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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全球災害統計

天然災害造成死亡人數前10名

1

315筆災害

損失1,160億美金

造成 22,279人死亡
總影響人數 95,349,145

國家總經濟損失
( 單位：10億美金 )

受天然災害造成之傷亡
前10名地區

熱帶氣旋（海燕），11月

菲律賓

7,986

大陸

38,01

大陸

27,277,070

淹水，6月

印度

6,054

德國

17,70

菲律賓

25.667.070

熱浪，7月

英國

760

美國

14.78

印度

16.708.827

熱浪，4-5月

印度

557

菲律賓

10,42

越南

4,129,209

地震，9月

巴基斯坦

399

加拿大

5,70

泰國

3,515,254

熱浪，5-9月

日本

338

墨西哥

5,70

辛巴威

2,209,700

寒潮，1月

印度

249

印尼

3,13

以色列

2,003,000

淹水，8月

巴基斯坦

234

印度

2,37

巴基斯坦

1,698,756

淹水，7月

大陸

233

澳洲

2,27

孟加拉

1,607,207

地震，10月

菲律賓

230

巴基斯坦

2,10

柬埔寨

1,500,000

天然災害數量前10名

註
不含流行病與蟲害

譯自 EM-DAT/UNIS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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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2013全球天然災害經濟損失與趨勢

各災害類型對人類影響衝擊比較 (2013對比 2003-2012之平均)
淹水

地 震( 地動 、 海嘯 )

風暴
2013

2003-2012

2013

2003-2012

2003-2012

發生次數

145

172

發生次數

95

99

發生次數

27

死亡人數

9,545

5,689

死亡人數

9,197

17,527

死亡人數

發生次數
死亡人數

1,120

67,882

總影響人數 48,629,303 30,638,289

總影響人數 7,029,162

8,111,667

損失金額

損失金額

損失金額

53.90

25.35

2013

發生次數
死亡人數
總影響人數

2003-2012

2013

2003-2012
9

15

發生次數

死亡人數

-

39

死亡人數

896
344,166

-

0.15

乾 式塊 體 崩移

總影響人數 7,955,904 36,407,747

總影響人數

損失金額

損失金額

1.08

4.93

2013

2003-2012

發生次數

1

1

發生次數

315

373

死亡人數

46

23

死亡人數

22,279

106,597

2

408

0.048

-

總影響人數
損失金額

總影響人數 95,349,145 190,980,943
損失金額

115.87

災害類別
氣候類

地質類

水文類

氣象類

141.77

25

2,102

14,435

270,016

9,011,290

_

3.83

損失金額

2003-2012
9

2013

10

發生次數
死亡人數

34

72

8,381

211,967

-

2.55

總影響人數
損失金額

各洲死亡人數統計

總計

2003-2012

46.01

總影響人數

2003-2012
15

火 山爆 發
2013

發生次數

235

12.01

野火

18

1,031

2013

58.90

乾旱

11

損失金額

47.85

2013

28

總影響人數 31,350,240 106,139,202

濕 式塊 體 崩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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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極 端溫 度

2003-2012
3

6

-

36

105,106

116,207

-

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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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度災害大事記

《 颱洪災害•國內 》
日

期

新

聞

事

件

資料來源

2013/1/8

1月上旬北海岸持續出現間歇性豪大雨，8日基隆市安樂
自由時報 2013.01.07
區基金一路「皇地」社區內的山坡地崩落數十顆巨石，
民視新聞 2013.01.08
民宅受損；另基隆市信義區孝東路和東光路也發生坍
自由時報 2013.01.10
方，壓壞庭院及水管，影響社區住戶用水。

2013/1/12

1月上旬蘇澳地區間歇性豪大雨不斷，造成蘇花公路蘇澳
至東澳（115.8K）的災害路段陸續出現坍方、落石，嚴重 自由時報
危及用路人安全及搶修進度。公路總局於1月12日一度暫 2013.01.07
時封閉該路段。

2013/3/27

2、3月降雨持續偏少，臺灣西半部水情吃緊，水利署3月
陸續將桃園縣、新北市林口區（15 日）及高雄地區（22
民視新聞
日）的水情燈號調升為黃燈，開始實施第一階段限水措
2013.01.08
施。22 日同時將旱災應變層級提升至旱災經濟部災害緊
急應變小組。

2013/4/5

公路總局、中央社、自
受到華南雲雨帶東移及鋒面通過影響，4月3日至6日間連
由時報、東森新聞、聯
日豪（大）雨，造成南部及中部山區多處道路阻斷、雲
合報
林、臺南局部地區積淹及其他零星災情。
2013.04.03-06

2013/4/6

自由時報、中廣新聞、
高雄市大樹區、屏東縣萬丹鄉發生龍捲風致災事件，造 聯合報
成2人受傷、至少1962戶停電（電線桿折損21枝）、房屋 2013.04.06
半毀28戶、30公頃農地受損等災情。
NCDR災害防救電子報
第094期

2013/4/25

4月全臺降雨偏多，北部與中部旱象趨緩。26 日水利署將
桃園及新北林口地區的水情燈號由一階段限水的黃燈調 水利署新聞稿
降為水情稍緊之綠燈。但南部的嘉義、臺南地區維持水 2013.04.25
情稍緊之綠燈，高雄地區維持一階段限水之黃燈。

2013/5/11

1 1 日 至 1 3 日 間 因 鋒 面 通 過 ， 西 半 部 臺 中 以 北 地 區 出 現 彙整自水利署、公路總
豪 （ 大 ） 雨 ， 造 成 北 部 多 處 積 水 （ 2 3 處 ） 與 道 路 阻 斷 局（包括系統、網頁…
（6處）。
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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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5/19

18日至23日間因梅雨鋒面滯留及西南氣流影響，連日豪
（大）雨造成中部與南部多處維生管線受阻（電力290處
0519豪雨水災災害應變
（高雄市桃源區）、電信基地臺3座（臺中市））、道路
處置報告，內政部消防
阻斷（30處）及局部積淹水災情（22處），期間並疏散
署。
撤離高雄市、臺南市居民共176人。連日豪（大）雨也造
成1億267萬農損。

2013/5/31

5月多次豪（大）雨（包括0511豪雨與0519豪雨）造成的
農委會「102年5月豪雨
農林漁牧業產物損失估計共達1億4,170萬元，一期稻作損
農業災情報告」
失尤其嚴重。

2013/6/25

2 5 日 臺 南 學 甲 及 北 門 交 界 地 區 出 現 龍 捲 ， 持 續 十 餘 分 中國時報
鐘，未釀成重大災情。
2013.06.25

2013/7/15

蘇力颱風造成各地積淹水、溪水暴漲、道路坍方、鐵路
及航空交通中斷、電力及電信系統受損等災情，共計有2 蘇力颱風-災害應變處置
人死亡、1人失蹤、123人受傷，撤離共10,124人，累積收 報告，內政部消防署。
容共3,582人，農損約2.5億元。

2013/7/31

中央社、自由時報、中
上旬（1-3日）與下旬（29-31日）大多數時間天氣晴朗炎 廣新聞、聯合報、中國
熱，連日高溫造成熱衰竭、中暑、熱中風病患增多。
時報
2013.07.01-03, 07.29-31

2013/8/8

T V B S 、 中 廣 新 聞
臺北市8 日下午創下百年高溫新紀錄，當日下午全國瞬間 2 0 1 3 . 0 8 . 0 8 中 央 氣 象 局
用電量也創下今年紀錄。
氣候監測報告第54 期
2013.09.15

2013/8/21

潭美颱風造成西半部地區淹水，北部及中部山區多處道
路坍方，山區鐵路及航空交通中斷。供電供水方面，新
竹縣及南投縣電力系統受損，大約6萬戶停電；新竹、苗 潭美颱風-災害應變處置
栗及嘉義地區輸水管線遭土石流沖斷，造成約2萬戶停水 報告 ，內政部消防署。
等災情，共計有10人受傷，累積撤離共6,230人，累積收
容共2,818人，農損約9百萬元。

2013/8/29

康芮颱風於苗栗以南各縣市降下大豪雨，嘉義縣、臺南
市、高雄市及屏東縣等地區更降下超大豪雨。颱風造成
西 半 部 地 區 嚴 重 淹 水 ， 中 南 部 地 區 電 信 、 電 力 系 統 受 康芮颱風-災害應變處置
損，以及多處道路坍方、阿里山鐵路中斷，共計有3人死 報告，內政部消防署。
亡，累積撤離共3,652人，累積收容共1,113人，農損約1.1
億元。

2013/08/2009/10

下旬潭美颱風、康芮颱風及後續0831豪雨，共造成全臺3 農委會「潭美及康芮颱
人死亡及20餘人受傷災情，並造成9億490萬元的農業損 風農業災情報告」
失，以雲林縣損失最多。
2013.09.10

2013/9/22

天兔颱風造成屏東及臺東低窪地區局部淹水、停水、電
力及電信中斷，花蓮、桃園、新竹及高雄市亦有部分地 天兔颱風-災害應變處置
區電信電力系統受損，以及部分道路坍方，共計有12人 報告，內政部消防署。
受傷，累積撤離共4,554人，累積收容共1,350人。

國 家 災 害 防 救 科 技 中 心 | 2013 年報

2013/9/26

「天兔颱風農業災情報
9月下旬強烈颱風天兔造成的農損金額共達1億7,881萬
告」，農委會，
元，損失較大的縣市為屏東縣（1億2,469萬元）。
2013.09.26

2013/10/6

4 日至7 日中度颱風菲特影響臺灣，較大降雨集中在臺
菲特颱風-災害應變處置
灣北部與東北部，在北部及東北部地區造成零星道路坍
報告，內政部消防署
方、電信及電力受損。

因冷氣團南下、東北季風增強，冷氣團挾帶中國大陸華
北 地 區 的 沙 塵 及 其 他 空 氣 污 染 物 南 下 。 1 7 日 受 沙 塵 影 中央社、環保署、
2013/11/17-18 響，臺灣北部觀測到的PM10最高濃度達244 微克/ 立方公 中廣新聞、自由時報
尺（萬里）；中南部除沙塵影響，並有局地揚塵現象， 2013.06.16-18
最高濃度達582 微克/ 立方公尺（朴子）。
入秋後第一波影響臺灣的大陸冷氣團於中旬來襲，18、
中廣、自由時報
2013/11/18-19 19日全臺大多數地區達今年入秋最低溫。全臺傳出數十
2013.11.18-19
起民眾猝死事件。
因鋒面通過、東北季風增強，中國大陸華北地區的沙塵
及其他空氣污染物隨冷氣團南下至臺灣附近。自25 日傍 環保署、中廣新聞、自
2013/11/25-26 晚至26 日白天，北、南、東部觀測得的PM10（粒徑小於 由時報
10 微米的懸浮微粒）最高濃度約在100 至150 微克/ 每立 2013.06.25-28
方公尺。
接近月底時，今年入秋後影響臺灣的第一波強烈大陸冷
氣團來襲，部分空曠地區還有輻射冷卻效應增強降溫效 中央社、自由時報
2013/11/29-30
果，全臺於29、30 日出現低溫。全臺傳出數十起民眾猝 2013.11.29-30
死事件。
26 至28 日寒流來襲，28 日嘉義及其餘6 縣市均出現了當
中央社、自由時報、
地全年最低溫。當日全臺共傳出有50 人猝死，創下單日
2013/12/26-28
中廣新聞、臺灣時報
新高紀錄。同時間雲林沿海養殖漁場也傳出上萬條虱目
2013.12.26-28
魚凍斃災情。

2013/12/31

12月受北方大陸冷氣團和南方雲系水氣交替影響，各地
中央氣象局氣候監測報
陰雨日數多，全臺平均氣候大多偏濕、冷，其中臺北站
告第58 期
連續降雨日數（18 天）與月累積降雨量（229.7 毫米）均
2014.01.15
創下百年以來12 月次高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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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2013/1/13

大陸雲南省鎮雄縣山區11日上午的大規模崩塌，找到最後一 中央社
名失蹤者遺體，並確認死亡人數為46人、2人受傷。
2013.01.12

2013/1/28

印尼西部「蘇門答臘」因暴雨引發土石流，造成12人死亡、 中廣
14人失蹤，另外，還有5人受傷送醫治療。
2013.01.28

2013年1月下旬，澳洲東部昆士蘭東南沿海及新南威爾斯省
蘋果日報
2013/01/26-27 東北邊，連日遭暴雨襲擊，造成至少6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
2013.01.31
在澳洲農場打工的26歲臺灣潘姓青年。

70

2013/2/17

印尼北部因為豪雨引發土石流、摧毀了七個村莊、奪走17條 公視
人命。
2013.02.19

2013/3/6

大陸甘肅省冬季乾旱導致當地十多個縣逾33萬人受災，超過 中央社
10萬人飲水困難，農作物受災面積達5.5萬公頃。
2013.03.07

2013/3/15

紐西蘭至少30年來第一次整個北島陷於旱災，特別是北島的
北邊及東邊。農民預估，乾旱造成出口損失已達10億紐幣
（約臺幣244億元），預估農損將使紐西蘭經濟成長率減少
一個百分點。

2013/3/20

馬達加斯加3週前遇颶風侵襲，造成26人死亡、4萬多人無家
中央社
可歸。住在緊急避難營區的災民因缺乏糧食，不得不捕捉蚱
2013.03.20
蜢果腹，且是1天中唯一的1餐。

2013/3/21

大陸福建、江西、湖南、廣東、貴州等五省區遭雷電、暴
中國時報
雨、龍捲風、冰雹等極端天氣襲擊，造成五省170多萬人受
2013.03.21
災，25人死亡，4人失縱。

2013/4/8

阿根廷破紀錄的雨量釀成洪患，超過35萬人受到直接或間接
經濟日報
影響，造成約26億披索（5億美元）的損失，已確認有59人
201304.08
喪生。

2013/6/4

歐洲中部地區連日豪雨，造成山洪暴發，隨著各地水位不斷
上 漲 ， 成 千 上 萬 民 眾 被 迫 逃 離 家 園 。 有 四 人 死 於 洪 水 和 山 中國時報
崩，另有若干人失蹤。德國、奧地利和捷克等國，紛紛在受 2013.06.04
災嚴重的地區採取緊急措施，對付持續加劇的水患。

2013/6/18

6月中印度北部連續的暴雨，在印度北阿坎德省
（Uttarakhand）、喜馬偕爾省（Himachal Pradesh）及鄰近
的尼泊爾帶來洪水氾濫、山崩、路毀、橋斷、屋損，由於北 The Times of India
阿坎德省正進行一年一度印度教四聖地朝聖之旅（Chardham 2013.07.15
Ya t r a ， 每 年 5 - 1 1 月 ） 湧 入 大 批 朝 聖 人 潮 ， 因 此 造 成 慘 重 傷
亡，北阿坎德省政府統計至少934人死亡、5748人失蹤。

2013/7/15

颱風蘇力侵襲大陸廣東，造成3人死亡，接近40萬人受災。

紐西蘭Ministry for
Primary Industries
新聞， 201403
聯合報 2013.03.16

中國時報
2013.07.15

國 家 災 害 防 救 科 技 中 心 | 2013 年報

2013/7/31

緬甸官員表示，洪水肆虐緬甸東部，迫使近2萬5000人撤離
法新社
至臨時避難營，與此同時，救難團隊也奮力抵達被水淹沒的
2013.07.31
偏遠地區。

2013/8/4

颱風燕子夾帶強勁風雨橫掃大陸海南島，造成經濟損失三億
中廣
2千2百多萬元人民幣，全省受災民眾達75萬四千多人，所幸
2013.08.04
沒有人傷亡。

2013/8/4

大陸貴州近來遭遇持續旱情，氣象部門已發布21個乾旱、高
中央社
溫預警，貴州省政府防汛抗旱指揮部辦公室通報數據顯示，
2013.08.04
持續乾旱已造成1385.18萬人受災。

2013/8/6

大陸近月持續受高溫影響，湖南、湖北、重慶等13個省市出
中廣
現旱災，民政部估計，全國有近600萬人需要乾淨飲水，超
2013.08.06
過4百萬人要生活救助，各地展開抗旱工作。

2013/8/7

北韓暴雨成災，災情嚴重，聯合國多個機構已紛紛展開緊急 中央社
援助。
2013.08.07

2013/8/11

阿富汗官員說，豪雨引發的洪水和冰雹風暴在首都喀布爾
郊區造成21人死亡，另有一座清真寺、多棟房屋和農田受
法新社
損。突來的豪雨使得喀布爾許多地區淹水深至膝蓋，洪災波
2013.08.11
及喀布爾北方的夏卡達拉（Shak ardara）和西方的巴夫曼山
（Paghman）。

2013/8/11

美國科羅拉多州的一個小鎮，週五晚間突然降下暴雨，造成
T VBS
山洪暴發，土石流不僅沖毀民宅、汽車，還造成1人死亡，3
2013.08.11
人至今下落不明的災情。

2013/8/11

俄羅斯總統普丁表示，洪災造成30多億美元損失。在俄羅斯
遠東、烏拉爾地區和伏爾加河流域，共有七個地區發生嚴重 中廣
洪災，其中五個地區進入緊急狀態。災情最嚴重的是俄遠東 2013.08.11
阿穆爾州。

2013/8/13

菲律賓今年最強颱風尤特已離菲境，首都馬尼拉逃過1劫，但
中央社
北部地區災情慘重，已有2人死亡、20人失蹤，逾12萬人生
2013.08.13
活受到影響，多處已陷入災難狀態。

2013/8/20

大陸東北與廣東兩地近日都暴雨成災，兩地災害所造成的死
中央廣播電臺
亡人數已經突破百人，總數來到105人，另外有115人失蹤，
2013.08.20
南北受災人口超過800萬。

2013/8/26

潭美颱風轉向大陸後，在當地暴雨成災。廣西截至昨晚雨勢 中央社
才漸歇，已造成當地19萬7600人受災、2人死亡。
2013.08.26

2013/8/27

墨西哥官員說，熱帶風暴費南德（Fernand）挾帶大雨侵襲墨
法新社
西哥，東部韋拉克魯斯州（Veracruz）發生土石流，導致13
2013.08.27
人死亡。

2013/9/3

俄羅斯當局說，由於遠東地區若干大城遭洪水侵襲，水位升 法新社
到超過8公尺，必須再疏散3萬6000多居民。
2013.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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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9/13

羅馬尼亞東部暴雨引發山洪，造成8人死亡，迫使數千人緊急
中時
撤離。當地官員表示，傾盆大雨導致河川暴漲，淹沒了數百
2013.09.13
棟房屋，四百多災民徹夜獲救。

2013/9/16

美國「科羅拉多州」再遭大雨侵襲，水災惡化，使得搜救行
中廣
動受阻，當局表示，死亡人數恐怕會增加到6人，另外，還有
2013.09.16
將近500人失聯。

2013/9/16

颶風英格瑞（Ingrid）和熱帶風暴曼紐爾（Manuel）15日夾
中廣
擊墨西哥，在東岸和西岸帶來豪雨、土石流和洪災，造成20
2013.09.16
人死亡，迫使數千人在暴風雨登陸前緊急撤離。

2013/9/20

墨西哥遭兩起暴風雨東西雙面夾擊，強勁風雨造成嚴重水
中廣
患，並引發山洪及土石流，造成97人死亡、68人失蹤，災情
2013.9.20
慘重。

2013/9/23

颱風「天兔」23日繼續肆虐香港和大陸南方沿海地區，截至 中廣
目前，強風豪雨在大陸已經造成20人死亡。
2013.9.23

2013/9/26

颱風天兔雖然已經減弱成熱帶風暴，卻重創大陸南部廣東、
廣西省大水毀壞大面積農田，經濟損失慘重，而天兔和東南 民視新聞
亞的雨季重疊，讓當地豪雨災情更加慘重，越南已經有24人 2013.09.26
死亡、6人失蹤。

2013/10/6

泰國飽受水患之苦，連續三天大雨，泰國已經有33個省分，
東森新聞
超過300萬人受到洪水影響。不過泰國政府表示，情勢已控
2013.10.6
制住，曼谷巿區不會受到影響。

2013/10/7

颱風「菲特」7日凌晨在大陸福建登陸之後，夾帶強風豪雨猛
中廣
烈侵襲浙江福建沿海，造成浙江2人死亡，300萬人受災，直
2013.10.07
接經濟損失22.8億元人民幣。

2013/10/13

颱風「百合」橫掃菲律賓北部，造成13人死亡，多人失蹤， 中廣
大片稻田及許多村莊都遭大水淹沒。
2013.10.13

2013/10/13

印度國家災難管理局（NDMA）副局長芮迪表示，氣旋斐林
中央社
週末侵襲印度東岸地區，已知造成14人喪生。官員表示，政
2013.10.13
府預先展開歷來最大規模疏散行動，有助減少人命傷亡。

2013/10/17

威力強大的薇帕颱風侵襲日本，東京以南約120公里的伊豆
中央社
大島大島町降下驚人雨量，造成山崩、洪水，有21人喪生，
2013.10.17
30多人失蹤。

2013/10/17

百合颱風在越南引發的水災，已經造成11人死亡，還有五個 中廣
人下落不明。
2013.10.17

2013/10/27

印度東部暴雨成災，45人死亡，大約100萬人受災。當地政 中廣
府已從災區疏散10多萬人，並設立上百個臨時收容中心。
2013.10.26

2013/11/10

越南當局表示，超級颱風海燕來勢洶洶撲向越南，已疏散60 法新社
多萬人避難。
2013.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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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1/14

索馬利亞東北部「龐特蘭」地區，日前遭到熱帶氣旋侵
T VBS
襲，目前造成140人死亡，不過當局13日表示可能有多達
2013.11.14
300人罹難。

2013/11/18

越 南 中 部 遭 豪 雨 侵 襲 ， 引 發 嚴 重 水 災 ， 至 今 已 造 成 3 6 人 死 中廣
亡，另外8萬人被迫撤離家園。
2013.11.18

2013/11/23

全球威力最強的颱風之一海燕重創菲律賓，造成的死亡及失 中央社
蹤人數至7000人。
2013.11.23

2013/12/5

馬來西亞遭遇嚴重洪災造成2人喪命，2人失蹤，撤離人數約 法新社
5萬6000人。
2013.12.5

2013/12/29

巴西東南部12月中旬連降暴雨，造成44人死亡，7萬多人無 中廣
家可歸。
2013.12.29

《地震災害•國內》
事件發生日期

2013.06.02

新聞事件

資料來源

0602 南投地震中央
臺灣南投縣仁愛鄉發生規模 6.3 地震，深度 10公里，各地震
災害應變中心新聞
度以雲林縣草嶺 6 級最為強烈。目前傷亡共計死亡 1 人、重
稿。中央災害應變
傷 3 人、輕傷 16 人、失蹤 1 人。南投縣竹山鎮天梯遊樂區
中心幕僚參謀組 ，
遊客受困，主要為道路落石坍方阻斷。
2013.06.02。

《地震災害•國際》
事件發生日期

新聞事件

資料來源

2013.03.03

雲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縣發生規模5.5地
雲南大理規模5.5強震，16萬人
震，震源深度9公里。震央洱源縣受災最嚴重，
受災。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臺
全縣受災人口16萬人，受傷30人，其中重傷１
2013.03.04。
人，緊急轉移安置人口2.1萬人。

2013.04.09

伊朗南部布什爾省發生芮氏規模6.3強震，
震 央 距 離 伊 朗 唯 一 核 電 廠 所 在 地 布 什 爾 市 核電廠附近規模6.3強震 伊朗30
（Bushehr）東南方89公里，已知造成至少30人 死。聯合新聞網 2013.04.10。
死亡，800人受傷。

2013.07.02

規模6.1強震襲擊印尼亞齊省，震源深度僅10公
印尼強震22死 搜救全力進行。
里，另造成200多人受傷。這起地震不但使建築
法新社 2013.07.03。
物倒塌，還引坍方。

2013.07.22

大陸甘肅省發生芮氏規模6.6地震，甘肅省抗震
救 災 應 急 部 門 已 接 到 岷 縣 有 3 人 死 亡 的 報 告 ， 甘肅強震 已知3死。
中國地震局已決定啟動地震應急二級響應（方 中央社 2013.07.22。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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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8.31

大陸雲南省跟四川省交界處昨天早上發生規模
大陸雲南四川省界5.9地震 5死36
5.9地震，隨後發生160多起餘震，至少造成5人
傷。中廣新聞網 2013.09.01。
死亡，36人受傷。當局已經展開緊急救災。

2013.08.24

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支省偏遠地區廿四日下
午發生芮氏規模七點七強震，已造成至少
巴基斯坦強震至少328死 震出小
三百二十八人死亡、約四百五十人受傷。強震
島。聯合新聞網 2013.9.26。
還導致地殼變動，震央西南方外海突然出現一
座小島。

2013.08.28

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支省的阿瓦朗地區遭規模
7.7強震襲擊，造成至少515人喪生、10萬餘人
地牛再翻身…巴基斯坦6.8強震。
無家可歸，然而28日該區再度發生規模6.8強
自由時報 2013.9.29。
震，導致更多房屋坍塌，當地官員說，最新強
震造成至少有22人罹難。

2013.10.15

菲律賓中部旅遊勝地發生芮氏規模7.1地震，造
菲中部強震 累計近200死。
成的死亡人數可能接近200人，搜救人員已將重
中央社 2013.10.20。
點轉向搜尋遭山崩及倒塌建物掩埋的屍體。

《人為災害•國內》
事件發生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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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事件

資料來源

2013.01.11

日月潭車埕遊憩區於凌晨車埕火車站後方的珍貴歷史建築
車埕遊憩區惡火 日式
木屋發生大火，起火爆裂聲響，驚醒鄰近住家，雖未造成
鐵道木造屋毀了。
傷亡，但村內木業公司舊宿舍歷史建築與日式鐵道木造宿
自由時報 2013.01.11
舍在內的廿四棟建物卻毀於一旦，財損近三千萬元。

2013.02.05

日本海軍招待所燒毀
臺北市定古蹟殷海光故居鄰近的「臺大公共宿舍」凌晨發 管碧玲：臺大須重建歷
生火警，但燒毀建築物在三週前才剛登錄為歷史建築。
史建築。
今日新聞 2013.02.05

2013.03.26

嘉義縣三級古蹟朴子配天宮於凌晨0時23分發生火警，大
古蹟朴子配天宮失火
殿嚴重受損，由樸樹雕刻而成的「請不動媽祖」也被燻
大殿受損。
黑。嘉義縣消防局立即出動16輛各式消防車趕往灌救，火
中央社 2013.03.26
勢在10多分鐘後控制。

2013.11.1９

臺北市萬華區近160年歷史的三級古蹟「艋舺青山宮」， 艋舺青山宮遭祝融 波
晚間10時許疑因電線走火慘遭祝融，廟內超過7成受損， 及神轎。
主神靈安尊王分身與神轎也遭波及，但幸未有人員傷亡。 中時電子報 2013.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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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發生日期

新聞事件

資料來源

2013.01.27

巴西南部城市聖塔瑪麗亞（Santa Maria）一家夜店，凌晨疑似
巴西夜店大火 245
因樂團煙火表演引發大火，當地警方表示有至少兩百四十五人
人喪生。自由電子
不幸葬身火窟，還有至少兩百人受傷。這起事故是巴西近十年
報 2013.01.28。
來死傷最慘重的夜店火災。

2013.04.15

美國波士頓馬拉松下午進行約四小時後，終點線附近發生兩起 多媒體 波士頓
爆炸，爆炸點相距約九十公尺、間隔約十秒，造成三人喪生， 馬拉松驚爆 完整
至少一百七十六人受傷，這是自「九一一」之後美國遭到的最 呈現。聯合新聞網
重大恐怖攻擊。
2013.04.17。

2013.04.18

美國德州一間化學肥料工廠發生爆炸，爆炸威力相當驚人，當
地還測得芮氏規模2.1地震。由於至少發生2次大爆炸，造成搶
救的消防員大量傷亡，美國媒體初估，死傷人數逼近200人。
目前還無法得知，只知道可能是「無水氨氣」引發爆炸。

美德州化肥廠驚
天爆 死傷逼近
200人。T VBS新聞
2013.04.18。

2013.04.26

俄羅斯的莫斯科州一家精神病院凌晨發生火警，由於消防人
員花了一個鐘頭才抵現場，大火吞噬了整棟木造醫院，造成
三十八名被困在鐵窗內的病患與醫護人員被活活燒死。這起大
火也凸顯蘇聯時代興建的醫療設施迄今已問題叢生。

莫斯科精神病院
大火 38病護葬
火窟。自由時報
2013.04.27。

2013.05.07

墨西哥油罐車爆炸
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市北郊埃卡提佩（Ecatepec）的高速公路
至少24死30餘傷。
上，一輛油罐車突然發生大爆炸，火勢迅速延燒到周圍的車輛
大紀元電子日報
與民宅，至少造成24人死亡、36人受傷。
2013.05.10。

2013.05.11

土耳其邊境城市
毗鄰敘利亞的土耳其邊境城市熱伊漢裏發生爆炸事件，造成至 發生爆炸40多人
少40人死亡，100多人受傷
死亡。BBC中文網
2013.05.11。

2013.07.26

黑龍江海倫養老
大陸黑龍江綏化海倫市一家養老院凌晨1時15分（格林尼治標
院疑遭縱火11人
準時間星期四17時15分），懷疑遭到縱火，造成11人死亡、2
死亡。BBC中文網
人受傷。
2013.07.26。

2013.09.27

巴基斯坦白夏瓦（Peshawar）一輛載有70名政府雇員的公車，
在下班途中遭到炸彈攻擊，報導指出這枚炸彈被放置在公車
的後段引爆。巴基斯坦官員表示，已知有17人死亡、34人受
傷。

2013.10.11

日本福岡縣博多區一間四層樓高之骨科醫院，在日本當地時間 福岡醫院大火 至少
淩晨兩點半左右發生大火，造成至少十人死亡，八人受傷，而 10人死8人傷。華
死者大多是上了年紀的住院病患，因為行動不便，葬身火海。 視新聞 2013.10.11

2013.11.19

黎巴嫩首都貝魯特的伊朗大使館外發生兩起炸彈攻擊，至少23 伊朗大使館連2爆
人死亡，146人受傷，死者當中有一位是伊朗使館官員。由於 23死146傷。華視
爆炸威力相當猛烈，大使館附近建築物也遭殃。
新聞 2013.11.20。

2013.12.29

俄 羅 斯 南 部 大 城 伏 爾 加 格 勒 （ Vo l g o g r a d ） 火 車 站 遭 炸 彈 攻
女炸彈客自殺攻擊
擊，官方指稱攻擊者是一名女自殺炸彈客，在車站大廳內引爆
俄車站15死。自由
炸彈，已知造成至少十四人死亡。這是俄羅斯索契（Sochi）
時報 2013.12.30。
冬季奧運倒數四十天之際，最近三天內第二起攻擊事件。

快訊 巴基斯坦公
車爆炸案 至少17
人死亡。今日新聞
2013.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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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g, C.T., Lin, Y. Y., Chen, C.T., and Kitoh, A. (2013, Jan). Future projection of Meiyu rainfall over Taiwan: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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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Lin, H. H., Yu, Y. C., and Cheng, C. T. (2013, Nov). Extreme Precipitation Monitoring and Forecasting for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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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Lin, T. L. and Kuo, S. Y. (2013, Mar). Expert-driven S&T policy making in Taiwan— Is a democratic approach
possible? 2013臺灣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年會，臺北，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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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于宜強、龔楚 、李宗融、林李耀、林沛練（民102年5月）。颱洪災害規模推估評估技術初步研究。101
年度行政院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暨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成果聯合發表會，臺北，臺灣。
39. 尹立中、劉哲欣、吳亭燁（民102年12月）。降雨引致淺層崩塌物理模式分析尺度探討-以高屏溪美輪山子
集水區為例。2013年中華水土保持學會年會及學術研討會，臺中，臺灣。
40. 王安翔、林聖琪（民102年5月）。雷達估計降雨在坡地監測系統之應用。101年度行政院災害防救應用科
技方案暨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成果聯合發表會，臺北，臺灣。
41. 王安翔、林聖琪（民102年5月）。雷達整合估計降雨與動態坡地災害警戒系統之應用。101年度行政院災
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暨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成果聯合發表會，臺北，臺灣。
42. 王安翔、張智昇、陳泰然、王尹懋（民102年5月）。臺灣西南部受梅雨鋒影響之降雨氣候統計分析。102
年天氣分析與預報研討會，龍潭，臺灣。
43. 王俞婷、張志新、傅鏸漩、吳啟瑞、黃俊宏、陳怡臻（民102年5月）。災害潛勢地圖更新與使用。101年
度行政院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暨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成果聯合發表會，臺北，臺灣。
44. 王俞婷、張志新、傅鏸漩、黃俊宏、黃成甲（民102年5月）。災害潛勢地圖與減災應用。2013「第十一
屆土地研究學術研討會」，臺北，臺灣。
45. 包正芬、黃俊宏、陳慧雯、張子瑩、洪榮宏（民102年6月）。災害事件標準制定與推動。2013年臺灣地
理資訊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高雄，臺灣。
46. 朱容練、陳韻如、吳宜昭、黃柏誠、林士堯、劉俊志、陳永明（民102年5月）。臺灣乾旱事件分析與監測
指標建立。101年度行政院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暨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成果聯合發表會，臺北，臺灣。
47. 朱容練等（民102年5月）。春雨研究與乾旱監測預警之應用。101年度行政院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暨國
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成果聯合發表會，臺北，臺灣。
48. 朱蘭芬、陳永明、劉俊志、謝佳穎（民102年5月）。LARS-WG衍生資料與應用-曾文溪極端降雨之分析。
101年度行政院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暨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成果聯合發表會，臺北，臺灣。
49. 朱蘭芬、陳永明、魏曉萍、朱容練、謝佳穎（民102年5月）。曾文溪流域之極端降雨分析。102年天氣分
析與預報研討會，龍潭，臺灣。
50. 江申等（民102年11月）。應用日本MRI-AGCM資料於臺灣進行雨量頻率分析之初步研究。第十七屆海峽兩
岸水利科技交流研討會，臺北，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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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吳上煜、柯明淳（民102年6月）。災害應變緊急製圖。2013年臺灣地理資訊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高
雄，臺灣。
52. 吳子修、黃明偉、張芝苓、劉淑燕、柯明淳、溫國樑（民102年5月）。大臺北地區強地動分析流程之研
究。2013年臺灣地球科學聯合學術研討會(TGA)，中壢，臺灣。
53. 吳子修、黃明偉、劉淑燕、張芝苓、柯明淳、溫國樑（民102年5月）。大臺北地區的強地動預估。1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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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吳佳容、李中生（民102年6月）。利用 ArcGIS 輔助分析都會維生系統之震後情境。2013年臺灣地理資訊
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高雄，臺灣。
55. 吳宜昭、許晃雄、Kim, Joo-Hong、陳永明、林李耀（民102年5月）。東亞/西北太平洋氣候變遷-從臺灣氣
候變遷科學報告2011談起。102年天氣分析與預報研討會，龍潭，臺灣。
56. 吳宜昭、許晃雄、周佳、盧孟明、陳正達、陳永明、林李耀（民102年5月）。「臺灣氣候變遷科學報告2011」
介紹。101年度行政院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暨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成果聯合發表會，臺北，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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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吳宜昭等（民102年5月）。跨單位災害天氣與氣候彙整月報之規劃與進展。101年度行政院災害防救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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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吳秉儒、柯孝勳（民102年5月）。運用海嘯模擬結果研擬海嘯疏散避難計畫參考指針。101年度行政院災
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暨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成果聯合發表會，臺北，臺灣。
61. 吳亭燁、王俞婷、林又青、張志新（民102年5月）。土石流分析模式(Flo2D)參數庫建置。101年度行政院
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暨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成果聯合發表會，臺北，臺灣。
62. 吳啟瑞、傅鏸漩、張志新（民102年10月）。淹水易致災環境指標分析探討。第21屆水利工程研討會，宜
蘭，臺灣。
63. 吳啟瑞、傅鏸漩、張志新（民102年5月）。都會型洪災衝擊與面臨課題探討。101年度行政院災害防救應
用科技方案暨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成果聯合發表會，臺北，臺灣。
64. 呂大慶、陳聯光、王怡文（民102年10月）。「災害管理職系」規劃與推動。第21屆水利工程研討會，宜
蘭，臺灣。
65. 李中生、柯孝勳、蘇文瑞、李維森（民102年12月）。我國天然災害預警、應變暨救助機制之研析。第五
屆國防淨評估論壇，臺北，臺灣。
66. 李文正、吳啟瑞、傅鏸漩、王俞婷、張志新（民102年5月）。淹水易致災環境調查推動計畫。101年度行
政院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暨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成果聯合發表會，臺北，臺灣。
67. 李文正、莊明仁、許秋玲、張歆儀、詹士樑（民102年5月）。災害防救專責機構組織探討。101年度行政
院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暨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成果聯合發表會，臺北，臺灣。
68. 李宗融、龔楚 、林欣弘、于宜強（民102年5月）。降雨規模指標(RSI)之改進與應用。101年度行政院災
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暨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成果聯合發表會，臺北，臺灣。
69. 李宗融等（民102年5月）。冬半年臺灣東北部致災降雨事件之天氣類型分析。102年天氣分析與預報研討
會，龍潭，臺灣。
70. 李欣輯、陳怡臻（民102年5月）。歷史重大颱風事件之災損評估－以梅姬颱風為例。102年天氣分析與預
報研討會，龍潭，臺灣。
71. 李欣輯、陳怡臻、郭玫君（民102年5月）。臺灣颱洪災損評估線上操作系統。101年度行政院災害防救應
用科技方案暨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成果聯合發表會，臺北，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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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李欣輯、劉俊志、魏曉萍、鄭兆尊、陳淡容、陳永明（民102年5月）。極端事件損失評估與調適策略－
曾文溪流域為例。101年度行政院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暨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成果聯合發表會，臺
北，臺灣。
73. 李欣輯等（民102年5月）。氣候變遷極端降雨颱風之災損評估模擬與調適策略。101年度行政院災害防救
應用科技方案暨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成果聯合發表會，臺北，臺灣。
74. 李香潔（民102年5月）。地區防災能力評估方法之研議。101年度行政院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暨國家災
害防救科技中心成果聯合發表會，臺北，臺灣。
75. 李香潔（民102年7月）。地區防災能力評估方法之研議。102年度國研菁英成果研討會，臺中，臺灣。
76. 李香潔、郭士筠、楊惠萱、莊明仁（民102年10月）。地區防災能力評估架構與資料建立原則。102消防
與災害防救學術研討會, 桃園, 臺灣。
77. 周恆毅、黃俊宏、蘇文瑞、張子瑩（民102年6月）。災害防救資訊服務與共享。2013年臺灣地理資訊學
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高雄，臺灣。
78. 林又青、王俞婷、李宗融、龔楚 、張志新、于宜強（民102年5月）。歷史坡地災害規模分析。101年度
行政院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暨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成果聯合發表會，臺北，臺灣。
79. 林又青、張志新、陳映彤、陳永明（民102年5月）。坡地災害風險地圖與防災調適策略。101年度行政院
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暨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成果聯合發表會，臺北，臺灣。
80. 林又青、蘇元風、陳韻如、張志新（民102年12月）。氣候變遷下之坡地災害風險區位變化分析。2013年
中華水土保持學會年會及學術研討會，臺中，臺灣。
81. 林士堯、朱容練、吳宜昭、陳韻如、劉俊志（民102年5月）。臺灣春季乾旱與鋒面之關聯性分析。102年
天氣分析與預報研討會，龍潭，臺灣。
82. 林李耀等（民102年5月）。第二期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與資訊平臺建置計畫。102年天氣分析與預報研討
會，龍潭，臺灣。
83. 林李耀等（民102年5月）。臺灣氣候變遷推估暨資訊平臺建置計畫災害領域應用重點成果。101年度行政
院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暨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成果聯合發表會，臺北，臺灣。
84. 林沛練等（民102年5月）。2012年氣象災害事件分析。101年度行政院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暨國家災害
防救科技中心成果聯合發表會，臺北，臺灣。
85. 林沛練等（民102年5月）。颱風豪雨災害規模方法研究。101年度行政院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暨國家災
害防救科技中心成果聯合發表會，臺北，臺灣。
86. 林宜穎、鄭兆尊（民102年5月）。以MRI-AGCM動力降尺度結果進行臺灣地區梅雨季降雨之分析。102年天
氣分析與預報研討會，龍潭，臺灣。
87. 林欣弘、于宜強（民102年5月）。模式地形重建對颱風降雨模擬之影響。101年度行政院災害防救應用科
技方案暨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成果聯合發表會，臺北，臺灣。
88. 林欣弘、林沛練、于宜強、林李耀（民102年5月）。模式地形重建對降雨模擬之影響。102年天氣分析與
預報研討會，龍潭，臺灣。
89. 林欣弘等（民102年5月）。氣象災害預警資訊在防災決策之應用。101年度行政院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
暨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成果聯合發表會，臺北，臺灣。
90. 林美聆、林聖琪（民102年9月）。概似率模式於深層崩塌之應用。2013第十五屆大地工程學術研討，嘉
義，臺灣。
91. 林聖琪、柯明淳、傅金城、陳宏宇（民102年11月）。颱風豪雨土砂災害警戒多模式整合系統。第十七屆
海峽兩岸水利科技交流研討會，臺北，臺灣。
92. 施恆溢、朱子偉、謝龍生*、黃宇齊（民102年10月）。翡翠水庫集水區營養鹽總最大日負荷規劃與不確定
性分析。第21屆水利工程研討會，宜蘭，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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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柯明淳、林聖琪、吳上煜、王安翔（民102年9月）。合宜即時化崩塌警戒系統之開發研究與應用。2013
第十五屆大地工程學術研討，嘉義，臺灣。
94. 柯明淳、黃明偉、林聖琪（民102年5月）。地震引致崩塌即時評估之初步研究。2013年臺灣地球科學聯
合學術研討會(TGA)，中壢，臺灣。
95. 柯明淳等（民102年5月）。地理資訊系統應用於災害緊急製圖。101年度行政院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暨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成果聯合發表會，臺北，臺灣。
96. 翁國豪、吳杰穎、陳亮全、傅金城、江申、莊明仁、葉森海、羅楷傑（民102年10月）。土地使用分區之
逕流曲線值與滯洪空間估算研究-以濁水溪下游集水區為例。第21屆水利工程研討會，宜蘭，臺灣。
97.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民102年5月）。2012年災害事件探討與省思。101年度行政院災害防救應用科技
方案暨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成果聯合發表會，臺北，臺灣。
98.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民102年5月）。從目前地震防災研究談都會區大規模地震防治推動。101年度行
政院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暨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成果聯合發表會，臺北，臺灣。
99. 張志新、王俞婷、黃俊宏（民102年5月）。坡地聚落易致災環境調查推動計畫。101年度行政院災害防救
應用科技方案暨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成果聯合發表會，臺北，臺灣。
100. 張志新、林又青、王俞婷、李宗融、龔楚 （民102年9月）。颱風事件之坡地災害規模分級探討。第
十五屆大地工程學術研究討論會，雲林，臺灣。
101. 張志新、林又青、陳永明、陳映彤、邱淑宜（民102年5月）。海岸脆弱地區土地使用現況探討。101年度
行政院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暨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成果聯合發表會，臺北，臺灣。
102. 張承霄、葉一隆、張駿暉*、傅金城、江申（民102年10月）。林邊溪於莫拉克颱風之輸砂模擬。第21屆水
利工程研討會，宜蘭，臺灣。
103. 張芝苓、陳素櫻（民102年5月）。大規模災後重建課題分析及檢討（摘要）。102年天氣分析與預報研討
會，臺北，臺灣。
104. 張智昇、林欣弘、黃柏誠、于宜強（民102年5月）。「NCDR天氣與氣候防災監測資訊網」介紹
度行政院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暨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成果聯合發表會，臺北，臺灣。

。101年

105. 章瑜蓓、陳偉柏、柳文成、許銘熙、陳永明（民102年10月）。氣候變遷對暴潮高峰值之影響。第21屆水
利工程研討會，宜蘭，臺灣。
106. 章瑜蓓、陳偉柏、柳文成、許銘熙、陳永明（民102年10月）。海平面上升對暴潮偏差量之影響。第21屆
水利工程研討會，宜蘭，臺灣。
107. 莊明仁、張芝苓（民102年5月）。強化地方政府海嘯應變整備（摘要）。102年天氣分析與預報研討會，
龍潭，臺灣。
108. 莊明仁、陳素櫻、張芝苓、許秋玲（民102年5月）。大規模災後重建課題分析與檢討。101年度行政院災
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暨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成果聯合發表會，臺北，臺灣。
109. 許秋玲、莊明仁、張歆儀、李文正、詹士樑（民102年5月）。我國歷年災害防救業務訪評機制之探討。
101年度行政院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暨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成果聯合發表會，臺北，臺灣。
110. 陳世帆、謝龍生、朱子偉（民102年10月）。因應氣候變遷之淹水災害容忍門檻值評估與調適策略。第21
屆水利工程研討會，宜蘭，臺灣。
111. 陳永明、李欣輯、魏曉萍、鄭兆尊、陳淡容、劉俊志（民102年5月）。氣候變遷下極端颱風事件評估與
災害衝擊評估。101年度行政院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暨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成果聯合發表會，臺北，
臺灣。
112. 陳永明、陳亮全、林郁芳、黃嬿蓁、郭士筠（民102年5月）。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之災害領域調適策
略。101年度行政院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暨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成果聯合發表會，臺北，臺灣。
113. 陳永明、陳韻如、劉俊志、張志新、林又青、林郁芳、鄭兆尊、朱容練、江申、黃柏誠、吳宜昭、張智
昇、李欣輯、魏曉萍、朱蘭芬、陳淡容、林宜穎、李惠玲、黃嬿蓁、謝佳穎、蘇元風、林士堯（民1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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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因應氣候與環境變遷之防減災調適策略101年成果簡介。101年度行政院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暨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成果聯合發表會，臺北，臺灣。
114. 陳怡如、吳悅、黃屏綸、羅良慧、林海珍、鄧敏政（民102年11月）。影響災害防救科研發展之前瞻趨勢
分析研究。2013臺灣資訊社會研究學會年會暨學術論文研討會，新竹，臺灣。
115. 陳怡如、羅良慧、黃屏綸、吳悅、林海珍、鄧敏政（民102年5月）。納入前瞻長遠視角之災防科研發展
規劃。2013（第十一屆）危機管理學術研討會，臺南，臺灣。
116. 陳亮全（民102年5月）。臺灣因應地震海嘯之策進作為。101年度行政院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暨國家災
害防救科技中心成果聯合發表會，臺北，臺灣。
117. 陳亮全、李欣輯（民102年5月）。臺灣歷年災防科研成效與前瞻分析。101年度行政院災害防救應用科技
方案暨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成果聯合發表會，臺北，臺灣。
118. 陳亮全、蘇昭郎（民102年12月）。大規模災害下關鍵基礎設施防護的思維與課題。102年國土安全論
壇，臺北，臺灣。
119. 陳星宇、陳興夏、傅金城、江申、莊明仁、葉森海、羅楷傑、林克韋（民102年10月）。綜合流域治理策
略整合平臺之發展與評估。第21屆水利工程研討會，宜蘭，臺灣。
120. 陳秋雲，黃明偉，李中生（民102年6月）。應用空間資訊於地震應變作業之研究。2013年臺灣地理資訊
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高雄，臺灣。
121. 陳秋雲、黃明偉（民102年5月）。地震災害主題圖研擬與資訊界面設定說明。101年度行政院災害防救應
用科技方案暨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成果聯合發表會，臺北，臺灣。
122. 陳偉柏、陳永明（民102年5月）。動力降尺度資料於海岸暴潮之模擬研究。101年度行政院災害防救應用
科技方案暨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成果聯合發表會，臺北，臺灣。
123. 陳偉柏、陳韻如、劉佩鈴、陳永明（民102年10月）。動力降尺度資料於暴潮模擬之應用。第21屆水利工
程研討會，宜蘭，臺灣。
124. 陳偉柏、陳韻如、劉佩鈴、陳永明（民102年10月）。動力降尺度資料應用於暴潮模擬。第21屆水利工程
研討會，宜蘭，臺灣。
125. 陳偉柏、陳韻如、劉俊志、陳永明（民102年10月）。臺灣西南海岸暴潮溢淹之模擬。第21屆水利工程研
討會，宜蘭，臺灣。
126. 陳淡容、林宜穎、鄭兆尊、于宜強（民102年5月）。MRI-AGCM動力降尺度後之颱風變異分析。102年天氣
分析與預報研討會，龍潭，臺灣。
127. 陳聯光、劉哲欣、吳亭燁、林聖琪（民102年5月）。大規模崩塌災害集水區尺度評估作業。101年度行政
院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暨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成果聯合發表會，臺北，臺灣。
128. 陳韻如、林俊宏、劉俊志、蘇元風（民102年10月）。氣候變遷對農業乾旱之衝擊。2013農業工程研討
會，高雄，臺灣。
129. 陳韻如、劉俊志、蘇元風、陳永明、葉克家（民102年5月）。氣候變遷四大流域流量模擬與不確定性分
析。101年度行政院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暨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成果聯合發表會，臺北，臺灣。
130. 陳韻如、劉俊志、蘇元風、陳永明、葉克家（民102年5月）。氣候變遷情境對流量衝擊之不確定性評
估。101年度行政院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暨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成果聯合發表會，臺北，臺灣。
131. 傅金城、段鏞（民102年9月）。適應性網路模糊推論系統於洪水位預 測敏感度分析之研究。2013 電子計
算機於土木水利工程應用研討會，臺北，臺灣。
132. 傅金城等（民102年11月）。颱風豪雨淹水多模式情境模擬整合展示系統。第十七屆海峽兩岸水利科技交
流研討會，臺北，臺灣。
133. 傅鏸漩、吳啟瑞、張志新（民102年10月）。2013中南部易淹水鄉鎮調查分析。第21屆水利工程研討會，
宜蘭，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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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曾敏惠、劉怡君（民102年5月）。防災社區推動模式：建構公私部門協力制度。101年度行政院災害防救
應用科技方案暨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成果聯合發表會，臺北，臺灣。
135. 黃明偉、柯明淳、陳秋雲、張芝苓、溫國樑（民102年5月）。都會區大規模地震應變與減災研究。101年
度行政院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暨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成果聯合發表會，臺北，臺灣。
136. 黃柏誠、朱容練、黃嬿蓁、陳永明（民102年5月）。TCCIP計畫資訊平臺網站與資料服務介紹。101年度行
政院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暨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成果聯合發表會，臺北，臺灣。
137. 黃柏誠、陳永明、吳宜昭、朱容練、黃嬿蓁、林李耀（民102年11月）。TCCIP計畫氣候資料應用服務介
紹。Fifth Conference on the East Asia and Western Pacific Meteorology and Climate, 香港，中國大陸。
138. 黃泰霖、李香潔、楊惠萱、李中生（民102年5月）。莫拉克颱風社會衝擊因果情境整合。101年度行政院
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暨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成果聯合發表會，臺北，臺灣。
139. 黃雋彥、溫國樑、陳俊德、章順強、江賢仁、張芝苓（民102年5月）。比較幾種常用之轉換函數於臺北
盆地之場址效應研究（摘要）。102年天氣分析與預報研討會，臺北，臺灣。
140. 楊惠萱、李香潔（民102年5月）。縣市社會脆弱度評估歷年趨勢。101年度行政院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
暨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成果聯合發表會，臺北，臺灣。
141. 葉克家、張駿暉、傅鏸漩、葉森海（民102年5月）。淹水簡訊燈號設定與應用。101年度行政院災害防救
應用科技方案暨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成果聯合發表會，臺北，臺灣。
142. 葉克家、黃成甲、葉森海（民102年5月）。二維淹水分散計算系統建置與應用。101年度行政院災害防救
應用科技方案暨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成果聯合發表會，臺北，臺灣。
143. 廖楷民、鄧傳忠、李香潔（民102年5月）。天然災害風險溝通流程之探討。101年度行政院災害防救應用
科技方案暨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成果聯合發表會，臺北，臺灣。
144. 劉俊志、陳韻如、謝佳穎、蘇元風、陳永明（民102年5月）。氣候變遷長延時日暴雨衍生器。101年度行
政院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暨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成果聯合發表會，臺北，臺灣。
145. 劉淑燕、柯孝勳、吳子修、黃明偉、張芝苓（民102年5月）。大臺北地區大規模地震災害防治計畫初
探。2013年臺灣地球科學聯合學術研討會(TGA)，中壢，臺灣。
146. 鄧敏政、蘇昭郎（民102年5月）。地震災害之公路系統衝擊之研究。2013(第十一屆)危機管理學術研討
會，臺南，臺灣。。
147. 鄧傳忠等（民102年5月）。莫拉克颱風社會衝擊與復原調查三年追蹤調查成果。101年度行政院災害防救
應用科技方案暨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成果聯合發表會，臺北，臺灣。
148. 鄭兆尊、林宜穎、陳淡容（民102年5月）。MRI AGCM 動力降尺度之極端事件推估。101年度行政院災害
防救應用科技方案暨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成果聯合發表會，臺北，臺灣。
149. 戴志輝、林博雄、王尹懋、王安翔（民102年5月）。午後對流個案之全閃電分析。102年天氣分析與預報
研討會，龍潭，臺灣。
150. 謝佳穎、陳韻如、劉俊志、陳永明、朱容練、朱蘭芬（民102年5月）。應用LARS-WG與WGEN衍生未來氣
候變遷情境日資料之氣象因子對於嘉南平原稻作風險評估。102年天氣分析與預報研討會，龍潭，臺灣。
151. 謝佳穎、陳韻如、劉俊志、陳永明、朱容練、朱蘭芬（民102年5月）。應用LARS-WG與WGEN衍生未來氣
候變遷情境日資料之氣象因子對於嘉南平原稻作風險評估。102年天氣分析與預報研討會，龍潭，臺灣。
152. 謝佳穎、劉俊志、陳韻如、陳永明、朱容練（民102年5月）。氣候變遷日衍生技術發展與應用。101年度
行政院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暨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成果聯合發表會，臺北，臺灣。
153. 謝尚賢、賴怡璇、謝龍生、陳聯光、謝其泰（民102年5月）。行政院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101 年度推動
成效概述。101年度行政院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暨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成果聯合發表會，臺北，臺灣。
154. 簡頌愔、劉怡君（民102年5月）。莫拉克颱風災情之空間分佈特性。101年度行政院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
案暨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成果聯合發表會，臺北，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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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魏曉萍、楊昇學、葉克家、蘇元風、劉俊志、陳永明（民102年10月）。氣候變遷下河道流量之研究。第
21屆水利工程研討會，宜蘭，臺灣。
156. 魏曉萍、葉克家、朱蘭芬、陳永明、劉俊志（民102年5月）。氣候變遷下極端事件之流量推估－以濁水
溪為例。102年天氣分析與預報研討會，龍潭，臺灣。
157. 魏曉萍、鄭兆尊、葉克家、劉俊志、陳永明、林李耀（民102年5月）。氣候變遷極端降雨颱風之洪災模
擬。101年度行政院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暨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成果聯合發表會，臺北，臺灣。
158. 蘇元風、劉俊志、鄭兆尊、陳永明（民102年5月）。氣候變遷降雨特性變遷之研究。101年度行政院災害
防救應用科技方案暨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成果聯合發表會，臺北，臺灣。
159. 蘇元風、魏曉萍、劉俊志、朱容練、陳永明、林李耀（民102年10月）。第二期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與資訊
平臺建置計畫及其於水利工程之應用。第21屆水利工程研討會，宜蘭，臺灣。
160. 蘇文瑞（民102年10月）。TGOS圖資雲於防救災之應用。國土資訊圖服務平臺頒獎暨圖資雲成果研討會，
臺北，臺灣。
161. 蘇文瑞（民102年11月）。災害防救災系統應用於國土防衛。第22屆國防科技學術研討會，桃園，臺灣。
162. 蘇文瑞（民102年11月）。災害應變決策輔助系統。臺北市政府推動地理資訊系統應用發展研討會，臺
北，臺灣。
163. 蘇文瑞、張子瑩、周恆毅、黃俊宏、包正芬（民102年5月）。國土資訊系統災害防救應用推廣分組－災
防圖資應用與共享。101年度行政院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暨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成果聯合發表會，臺
北，臺灣。
164. 蘇文瑞、張子瑩、黃俊宏、張智昌、施奕良、包正芬、郭玫君（民102年5月）。二維淹水分散計算系統建
置與應用。101年度行政院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暨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成果聯合發表會，臺北，臺灣。
165. 蘇文瑞、張子瑩、葉家承、包正芬（民102年5月）。空間情報任務小組簡介。101年度行政院災害防救應
用科技方案暨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成果聯合發表會，臺北，臺灣。
166. 蘇昭郎、李洋寧（民102年5月）。北部供電系統災害極端情境之衝擊分析。101年度行政院災害防救應用
科技方案暨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成果聯合發表會，臺北，臺灣。
167. 蘇昭郎、李洋寧、吳佳容（民102年5月）。極端情境下北部供電系統之災害衝擊分析。第十一屆危機管
理學術研討會，臺南，臺灣。
168. 蘇昭郎等（民102年5月）。重要基礎設施災害衝擊評估技術。101年度行政院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暨國
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成果聯合發表會，臺北，臺灣。
169. 龔楚 、于宜強、李宗融（民102年5月）。短延時致災降雨事件分析。101年度行政院災害防救應用科技
方案暨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成果聯合發表會，臺北，臺灣。
170. 龔楚 、于宜強、李宗融、林李耀（民102年5月）。冬半年臺灣東北部致災降雨事件之天氣類型分析。
102年天氣分析與預報研討會，龍潭，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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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 技術報告

1.

Chen, L. K. (2013). Emergency Post-landslide Disaster Documentation.( ICL Teaching Tools 2013). Kyoto: UNESCO.

2.

Chen, S.C., & Chen, L. K. (2013). Procedures for Constructing Disaster Evacuation Maps: Guidelines and
Standards".( ICL Teaching Tools 2013). Kyoto: UNESCO.

3.

Li, H. C., Chen, Y. C., & Kuo, M. C. (2013). Taiwan Typhoon Loss Assessment System (TLAS Taiwan) Web Tool. ( ICL
Teaching Tools 2013). Kyoto: UNESCO.

4.

Liu, K. F., Li, H. F., Kuo, M. C., & Yang, H. H. (2013). Assessment Social Impact of debris flow disaster by Social
Vulnerability Index. ( ICL Teaching Tools 2013). Kyoto: UNESCO.

5.

吳宜昭等（民102）。2012年災害天氣與氣候彙整月報年度報告。新北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6.

于宜強等（民102）。天然災害紀實. 2012年。新北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7.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民102）。2012年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年報。新北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8.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氣象災害防治組（民102）。2013年7月份災害天氣與氣候彙整月報。新北市：國
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9.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氣象災害防治組（民102）。2013年8月份災害天氣與氣候彙整月報。新北市：國
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10.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氣象災害防治組（民102）。2013年9月份災害天氣與氣候彙整月報。新北市：國
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11.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民102）。IPCC 特別報告：「促進氣候變遷調適之風險管理-針對極端事件及災
害」 -給決策者摘要。新北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12.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民102）。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十周年紀念專刊。新北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
中心。
13. 國家科學委員會（民102）。IPCC氣候變遷第五次評估報告：「氣候變遷 2013：物理科學基礎 - 給決策者
摘要」。臺北市，國家科學委員會。
14. 陳亮全等（民102）。經濟部水利署與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防減災及氣候變遷合作協議」第二年度
(2012)成果報告。新北市：經濟部水利署。
15. 陳亮全等（民102）。經濟部水利署與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防減災及氣候變遷合作協議」第二年度
(2012)成果精簡報告。新北市：經濟部水利署。
16. 黃宏斌、李文正、張倉榮（民102）。校園災害管理工作手冊：大專校院適用。臺北市：教育部。
17. 黃宏斌、李文正、張倉榮（民102）。校園災害管理工作手冊：幼兒園適用。臺北市：教育部。
18. 黃宏斌、李文正、張倉榮（民102）。校園災害管理工作手冊：高中職適用。臺北市：教育部。
19. 黃宏斌、李文正、張倉榮（民102）。校園災害管理工作手冊：國民小學適用。臺北市：教育部。
20. 黃宏斌、李文正、張倉榮（民102）。校園災害管理工作手冊：國民中學適用。臺北市：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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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李文正、莊明仁、許秋玲、張歆儀、詹士樑（民102）。災害防救專責機構組織探討(NCDR 101-T31)。新北
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22. 李欣輯、陳怡臻、郭玫君、李香潔（民102）。臺灣颱洪災害損失評估系統之建置(NCDR 101-T17)。新北
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23. 李欣輯、魏曉萍、劉俊志、楊昇學、葉克家、黃嬿蓁（民102）。極端降雨事件之淹水模擬分析與損失評
估(NCDR 101-T29)。新北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24. 吳秉儒、柯孝勳（民102）。運用海嘯模擬結果進行海嘯疏散避難規劃參考指針(NCDR 101-T35)。新北市：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25. 林沛練等（民102）。2012氣象事件分析(NCDR 101-T22)。臺北市：臺灣颱風洪水研究中心。
26. 林沛練等（民102）。颱洪101年氣象防災監測與預警技術精進之研究(NCDR 101-T23)。新北市：國家災害
防救科技中心。
27. 林沛練等（民102）。颱洪災害規模研究(NCDR 101-T21)。新北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28. 長榮大學土地管理與開發學系（民102）。101年臺南市易致災環境指標調查與評估(NCDR 101-O03)。新北
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29. 建國科技大學（民102）。101年彰投縣易致災環境指標調查與評估(NCDR 101-O01)。新北市：國家災害防
救科技中心。
30. 柯孝勳、吳子修、吳秉儒、劉淑燕、張國鎮（民102）。大臺北地區大規模地震災害防治計畫(NCDR 101T20)。新北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31.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民102）。101年屏東縣易致災環境指標調查與評估(NCDR 101-O05)。新北市：國家災
害防救科技中心。
32. 國立高雄大學（民102）。101年高雄市易致災環境指標調查與評估(NCDR 101-O04)。新北市：國家災害防
救科技中心。
33.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民102）。101年雲嘉縣市易致災環境指標調查與評估(NCDR 101-O02)。新北市：國家
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34.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民102）。101 年災害潛勢地圖製作與應用成果報告(NCDR 101-T09)。新北市：國
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35.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民102）。101年度行政院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暨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成果
法表會：大會手冊與論文集摘要。新北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36.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民102）。101年度行政院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暨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成果
法表會：成果海報圖冊。新北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37.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民102）。行政院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100年階段成果彙整報告(NCDR 101T05)。新北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38.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民102）。流域綜合治理評估技術之先期研究─以淡水河流域為例(NCDR 101O06)。新北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39.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民102）。流域綜合治理機制之先期研究與地方災害應變決策支援資訊平臺開
發–以高屏溪流域為例(NCDR 101-O07)。新北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40.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民102）。臺灣區域震源之發生機率潛勢圖(NCDR 101-T19)。新北市：國家災害防
救科技中心。
41. 陳素櫻等（民102）。0610水災及泰利颱風災害預警與應變分析報告(NCDR 101-T07)。新北市：國家災害防
救科技中心。
42. 許銘熙等（民102）。天秤颱風災害預警與應變分析報告(NCDR 101-T27)。新北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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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許銘熙等（民102）。蘇拉颱風災害預警與應變分析報告(NCDR 101-T26)。新北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44. 郭玫君、周學政、蘇文瑞（民102）。智慧行動平臺於災害應變應用(NCDR 101-T11)。新北市：國家災害防
救科技中心。
45. 陳秋雲、黃明偉、柯孝勳、溫國樑（民102）。地震災害主題圖研擬與資訊界面設定說明(NCDR 101-T08)。
新北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46. 陳素櫻、張芝苓、許秋玲、莊明仁、李洋寧、盧鏡臣（民102）。大規模災後重建課題分析與檢討(NCDR
101-T10)。新北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47. 陳樹群、周憲德、陳聯光、劉哲欣、吳亭燁、林聖琪（民102）。大規模崩塌災害集水區尺度評估作業
(NCDR 101-T30)。新北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48. 陳韻如、劉俊志、蘇元風、陳永明、葉克家（民102）。氣候變遷對四大流域之流量衝擊與不確定性分析
(NCDR 101-T34)。新北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49. 黃泰霖、謝承憲、蘇昭郎（民102）。災害風險評估技術指引 (更新版)( NCDR 101-T13)。新北市：國家災害
防救科技中心。
50. 楊惠萱、李香潔、陳怡臻、陳淑惠、張靜貞（民102）。災害社會脆弱度指標(SVI)歷年趨勢評估(NCDR
101-T12)。新北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51. 溫國樑、吳子修、黃明偉、張芝苓、劉淑燕（民102）。大臺北地區之強地動預估(NCDR 101-T18)。新北
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52. 葉克家等（民102）。0610水災及泰利颱風淹水預警與模擬之回顧(NCDR 101-T06)。新北市：國家災害防救
科技中心。
53. 葉克家等（民102）。天秤颱風淹水預警與模擬之回顧(NCDR 101-T25)。新北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54. 葉克家等（民102）。蘇拉颱風淹水預警與模擬之回顧(NCDR 101-T24)。新北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55. 廖楷民、鄧傳忠、李香潔、陳淑惠（民102）。天然災害風險溝通指南(NCDR 101-T16)。新北市：國家災害
防救科技中心。
56. 鄧傳忠等（民102）。莫拉克颱風社會衝擊與復原調查（第三期）(NCDR 101-T15)。新北市：國家災害防救
科技中心。
57. 謝佳穎、陳韻如、劉俊志、朱容練、陳永明、黃柏誠（民102）。統計降尺度資料與天氣衍生器之應用
(NCDR 101-T32)。新北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58. 蘇元風、劉俊志、陳韻如、鄭兆尊、陳永明、林李耀（民102）。氣候變遷對各降雨類型特性之影響
(NCDR 101-T28)。新北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59. 蘇文瑞、施奕良、郭玫君、洪榮宏、周學政（民102）。災害應變決策輔助系統功能模組介紹(NCDR 101T33)。新北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60. 蘇昭郎等（民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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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NCDR 101-T14)。新
北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90

發 行 人 ：陳宏宇
總 編 輯 ：林李耀、周學政
編輯委員 ：李欣輯、陳聯光、蘇元風、蘇昭郎
執行編輯 ：張雅君
發行日期 ：中華民國一○三年九月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三段200號9樓
T e l : 02-8195-8600
Fax : 02-8912-7766
E - m a i l : ofﬁce@ncdr.nat.gov.tw
Website : www.ncdr.nat.gov.tw
設計 : 僑昇廣告設計有限公司
T e l : 02-8921-6958
F a x : 02-2920-5511
Website : www.joeson-desig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