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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行政院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第八屆第三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106 年 12 月 19 日(星期二)上午 10:00 

地    點：科技部科技大樓 1908 會議室 

主 持 人：陳召集人良基                            記錄：陳素櫻 

出 席 者：蘇副召集人芳慶、陳委員宏宇、賴委員建信、李委員鎮洋、葉委

員天降、顏委員清連、江委員崇榮、馬委員國鳳、林委員正洪、

陳委員東陽、廖委員家群、陳委員文龍、蔡委員嘉一、劉委員佩

玲、劉委員文惠、陳委員亮全、陳委員淑惠、吳委員嘉苓、全委

員國成、邵委員珮君、何委員全德、李委員雪津、張委員韻詩、

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陳榮裕科長 

列 席 者：詳如簽到單 

壹、主席致詞(略) 

貳、報告與討論事項 

第八屆專諮會「仙台減災綱領落實策略建議」初步成果報告 

決議： 

（一） 感謝委員及幕僚小組的投入，完成初稿。專諮會藉由專家學者與機關

代表的跨領域合作，考量科研與實務操作等面向，可幫助政府檢視未

看見或需關注的問題，此對政府施政至為重要。 

（二） 政策建議書頁首，新增主要建議事項之重點式摘錄，以利大院閱讀。 

（三） 臺灣屬於地震頻繁區域，且都市結構演變快速，防災知識需與時俱

進，政策建議可強調落實面，透過科學分析之情境模擬與成效評估

等，採定期演練的方式，將正確的防災措施深植全民，潛移默化成民

眾的本能反應。 

（四） 依工作時程規劃於 107 年 1 月底前，完成委員意見蒐整，修正完成後

於下次全體委員會議進行最終成果報告(暫訂明年 4 月召開)，確認後提

報中央災害防救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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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臨時動議 

一、 請委員於會後二周，將增修建議提供幕僚小組。期間，幕僚小組須主動

提醒委員。 

決議：請依照陳總召集人亮全的說明辦理。 

肆、散會（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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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發言內容紀要如下(依委員發言次序，含書面意見) 

一、 賴建信委員 

(一) 本報告經過問卷調查結果，7 次分組會議及 4 次分組召集人會議始能完成，

成果豐碩，頗值各單位參考。 

(二) 謹提幾點拙見供參 

1. 在風險分析及預防上，多以災因與基礎設施結構風險分析，面對氣候

變遷未來環境控制因子存在高度不確定性，建請加強系統性風險分析。

此外，非常重要的問題是在雲端科技時代如何避免 Cyber Attack 對防

災體系的影響，此一部份本署已經納入今年度工作重點。 

2. 由於各機關組織及運作多以委外方式運行，防減災及關鍵基礎設施維

護亦然，委外廠商品質、紀律及保密管理，在未來更加重要。對內部

而言，大量委外時，內部經驗及知識累積亦需要特別關注。 

3. 災害潛勢、風險地圖除了由專家角度切入外，建議藉由工作坊汲取在

地知識納入。 

4. 資訊必需公開，亦需兼顧重要資訊不被海量資訊淹沒，另一方面如何

避免網路錯誤、假新聞、假消息，進一步擴大延散，如何導正等亦為

未來重要課題。 

二、 陳淑惠委員 

(一) 建議書須強調落實涉及各部門與社會體系的建構與運轉之完備性與流暢性。 

(二) 問卷調查中雖有提及「災害認知、學習與溝通」，但真正如何運作是不容

易的事，有待更扎根的本土探索，需考量「如何讓所有人有感?如何落

實?」，公部門要確保資訊的正確性，並建立出本土性的討論。 

(三) 防災教育不僅是學校教育，而是全方位民眾教育，可以學校為場域，方便

運行。教育可提高民眾對公部門作為的有感度。 

三、 蔡嘉一委員(含書面意見) 

依災防法，災害防救計畫係指災害防救基本計畫、災害防救業務計

畫與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前者由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擬訂，成為地區災

害防救計畫之上位計畫。地區災防計畫就是地方政府根據災防法第 20
條，依上級之災害防救計畫及地區災害潛勢特性，擬訂的緊急應變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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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因此，它不是機密文件，我們必需有此認知（見本人之論述，面對

民眾「知的權利」，政府還未學到教訓？

http://www.storm.mg/article/110963）。 

國土計畫法於 2016 年公佈實施，因此地區災防計畫勢必考量國土功

能分區之衝擊。縣市國土計畫每五年通盤檢討一次，建立資訊公開制

度、納入民意參與制度。以下就民眾對週遭危害之「知的權利」（right to 
know）提出下列對策。 

(一) 要落實民眾對災防「知的權利」，將「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掛上網站。 

八八水災以來，經筆者團隊調查全國各縣市、鄉鎮（區）公所，發

現諸多鄉（鎮市）、區公所未擬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即使業經擬

訂，主辦單位卻將其列為機密。內政部早於 2012 年依筆者之建議，函請

各縣市政府依災防法督導各鄉鎮區公所，應盡速依災防法（第 20 條），

擬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並將計畫內容公佈於網站了，以落實大眾對

災害知的權利（right to know）。 

建議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之研訂／修訂，應將內政部之災害潛勢圖與

2016 年實施之國土計畫，納入考量；同時內容應涵蓋事故管理系統

（IMS）與各類災害情境之 SOP 程序。 

(二) 災防エ程之施工告示牌，其上之全民督工網站應連結該エ程施工計畫，以

落實全民督工之意義。 

本人曾是台中港加エ出口區（177 公頃）開發之總顧問、台中港客運

碼頭興建計畫主持人，因此熟知「施工計畫」內容涵蓋災害防救／應變

措施，基本上，它是エ地之「緊急應變計畫」，絕非水利署所謂機密資

料。 

玆以水利署第十河川局於新北市深坑區昇高大橋右側之景美溪昇高

橋上游右岸防災減災エ程為例，該署雖宣稱水環境的前瞻建設要量、質

兼顧，恢復河川生命力，然其施工方法完全違反生態エ程施工技術，且

違反勞安法規，經本人檢舉、勞檢處依法糾正在案。俟後於左側再度施

工〔106 年度第十河川局轄區（東區）緊急搶險搶修エ程開口合約〕，竟

然於驗收完成，並「撒除告示牌」後（亦即表示完エ），再行將岸坡水泥

化。經筆者電話查詢，其エ務組告之，理由是昇高里長的要求！無施工

告示牌、無施工計畫，宜避免。 

四、 顏清連委員 

http://www.storm.mg/article/110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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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問卷對象有 86 個單位（中央 64 個、地方 22 個），回收 79 個單位，未回應

的 7 個單位是哪些？何原因？ 

(二) 建議課題共有 16 項都是與實況甚契合，大致上可以分成兩大類，其一為

目前欠缺而需積極建立的工作項目、其二為目前雖有但必須加強的工作項

目。不論是前者或後者，在策略建議中應儘量表明，在未來一段時間（例

如 10 年或 15 年）期望能達到的水準。 

(三) 課題九：“治理成效／績效缺乏量性數據＂，這一點要特別多著墨。長期

而言，防災作為必然要透過人民有感的效益與績效指標值來檢驗。仙台綱

領已指出五項目標，未來應將達成目標值轉換成人民有感的貨幣化方式呈

現。 

五、 劉佩玲委員 

(一) 專諮會定位應屬大方向的政策建議，待災防會報核定後，落實執行時才會

確認細節。故本會提出之政策建議不必到執行細節。 

(二) 因各部會對於自身所要達到之目標較清楚，可於政策建議書中建議各主管

機關應提出自身具體的量化指標。 

(三) 本次「仙台減災綱領落實策略建議」所提出之課題較多，建議將盤點出的

16 項課題，由委員投票勾選，以決定優先推動項目。 

(四) 部分部會擔心填寫的問卷內容恐遭受不夠努力的指責，應可轉化其想法，

事情沒做到位，可能是受制度或架構限制或資源未投入而造成，責任非全

在部會，提出「仙台減災綱領落實策略建議」目的在於釐清目前現況，而

非究責，部會應將此次檢討視為改善的好機會。 

六、 馬國鳳委員 

延續前面幾位委員意見，關於風險地圖的製作、如何使民眾有感，還是

要回到最根本的源頭，即基本資料的可靠性。基本資料建立的更完整、

正確，後續的模擬分析結果才能有更高的準確度，落實於應用層面，使

人民願意相信。 

七、 陳亮全委員 

(一) 請各位委員按時程規劃於 107 年 1 月前，提供政策建議書初稿的意見回饋。 

(二) 日本召開「全國防災會議」結合仙台綱領，整合各項資源跨域推動，顯示

日本對此議題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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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專諮會的組織是很特別的，成員有學界及公部門災防單位的主管，所以專

諮會所提的政策建議書已有考量落實的可能性，與公部門的期望不至於有

太大的落差。 

(四) 行政院災防辦負責公部門災防策略的整體規劃，於專諮會的會議皆有列席，

這樣的運作有助於學界與實務的溝通與了解。 

(五) 專諮會的建議書會在行政院災防會報報告，決議內容就是建議與實務的接

軌。 

(六) 建議後續撰寫此建議書的摘要版，利於推動，並且定出優先積極辦理的工

作事項，所提建議須更具體化，並強調指標的重要性。 

八、 吳嘉苓委員 

(一) 在課題 1、5、6、8 內都有提及社區的參與，十分值得肯定。但是在地知

識的加入，在地社區工作者可以提供的資訊，以及所需的資源，可以更突

顯。有效溝通的方式，可以跟民間風險溝通的達人請教，在偏鄉居民對於

手機的即時訊息較無感，而是信任社區的子弟所傳達的訊息。 

(二) 社區的發展，並不見得以防災為主，常以經濟利益為主，可能會造成生態

破壞。這種涉及經濟利益但可能增加災害風險的作法，可能更需要公權力

的介入與社區的自律。因此需重視防災與經濟發展的衝突與權衡，加強這

方面的研究，以提供評量的方法與指標，建立溝通機制。 

(三) 都市因為房價的關係，而不願公布潛勢地圖，偏鄉的營地開發可能未加以

評估，這在這次課題較少提及，建議可以納入考慮。 

(四) 災難即時變成累積知識的基礎，效果特別顯著，應練習在颱風來時加強知

識累積，並多採用地震演習。近日有關明年地震變多的資訊，可以變成學

習的契機。 

九、 何全德委員 

(一) 對於資訊有效的收集利用，需要製定相關規範，要談智慧防災，就需要

收集大量的數據進行分析，科技部補助透過大數據與 AI 等技術結合，可

以有效推動智慧防災。 

(二) 過去政府單位 KPI 訂定多與績效考核畫上等號，造成政府單位在訂定 KPI
時趨保守。國發會委員會議討論後，未來將把績效指標與考核脫勾，讓

政府單位在訂定 KPI 時，改從自我期許、自我挑戰為目標，此建議已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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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會通過，各部會可藉此找到其核心任務。唯，政府的政策作為，

有時無法用金錢來計算，會有時間、地緣效應，故除了量化的 KPI 外，

非量化指標，如：公布國土計畫法等重大政策公布等，都是國家人民重

要的里程碑。因此，未來 KPI 訂定不需多，但需讓人民有感，且一個 KPI
可能需要許多部會來共同達成。今後，政府單位的 KPI，將成為各部會對

社會人民的期許，及機關內部的共同努力目標。 

十、 李鎮洋委員（書面意見） 

(一) 本次專諮會就「仙台減災綱領落實策略建議」之盤查建議課題，基本上對

台灣都是很重要的。各中央和地方機關亦均努力達成，且大部分均已完成

或執行中。但面對複合型的災害類型，有必要整合成統一或整體性的應變

模式。 

(二) 就前述之 16 項課題，請各主管機關再重新盤點，設定目標、方法、期程

等研擬執行方案，具體表述欲達成之計畫目標，是否與「2015-2030 仙台

減災綱領」目標契合？並請專諮會委員協助指導。 

(三) 台灣防災組織雖上層有災防會、災防辦、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等，但仍

停在各中央主管機關主管災害類型（因為災防法之規定），如此在整合上

易造成斷鏈，建議加強跨部門之整合，例如加強災防辦之職能，由其管人、

管錢、管計畫之三管工作，以提昇災防工作各項課題之確實落實。 

十一、 李雪津委員（書面意見） 

(一) 強化災害治理應包括政府的電子治理，其中以運用資料數據分析與整合為

要。災防相關資料的開放和與民間既有資料的協作也至為重要，應請國發

會協調各機關儘速完成。 

(二) 防災資料（訊）的透明化應有系統的建立、分類、分區，防災、救災過程

中復原的各類資料完整蒐集等，自地方到中央，建立一個 workable 的機制

及系統架構。 

十二、 邵珮君委員（書面意見） 

(一) 在課題 14 中僅談到地震即時警報系統，是否亦應加入氣象災害相關的氣

象或雨勢等之預警，或是預報系統的準確性之強化。若考量氣候變遷導致

氣象災害之不確定性增加，為提供給民眾即時避難資訊或盡早避難行動之

支援，適度檢討目前警報或預警之課題，建議未來此領域之提昇強化的可

行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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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課題 12 中，提示建物耐災能力之加強有其必要性。然為具體落實耐災

工作推動績效，則執行單位應針對風險高者，除積極提出策略外，更應確

立推動績效評估機制，例如：KPI 指標之明確規範以落實有限期間所能達

成短中長期的目標與績效。 

十三、 劉文惠委員（書面意見） 

(一) 第 19 頁：可考慮增列「精進智慧科技與體感科技，結合災害情境想定，

鏈結科技應用」 

(二) 第 22 頁：第 3 點建議修正為「將防災教育課綱以及教師培訓教材。以學

校為核心，透過學生影響家庭與社區，促成學校與社區合作。學校教育內

容，除安全文化形塑、災害風險意識的提昇、知識與技能傳授外，可進一

步包含災害風險管理及因應策略等。」此項建議處理機關可納入教育部。 

(三) 第 26 頁：考量「幼兒」於災管階段與老人、身心障礙者同屬脆弱性族群，

全國公私立幼兒園數量龐大且樣態複雜，爰建議現況與挑戰建議可增加

「幼兒」一節，並於策略上增列「幼兒」選項，就發展多元工具、災害風

險溝通與管理機制等補充說明。 

(四) 第 36 頁：文中提及「教學光碟」，以現行趨勢「光碟」已不再是好的傳播

途徑，且容易浪費棄置亦不利內容更新，建議應置於雲端或網站平臺，採

上網學習模式。 

(五) 第 40 頁：此部分有包含學校的災害在內嗎? 

(六) 第 57 頁：建議書文內，「……教育部資科司與中華開發工業銀行文教基金

會合作等等……」。本部資科司與中華開發工業銀行文教基金會無相關合

作事宜，請確認內容敘述是否誤植。 

(七) 第 59 頁：為災後有效快速進行復原重建工作，資料統整調度實屬最優先

工作，如能在災前就能完成資源整備相關計畫，可以快速進行災後重建工

作；另外因 NGO 可以提供多樣化、彈性及快速服務，補政府機關的不足◦
爰建議可考量於災前建置 NGO 與公部門復原、重建合作平臺並納入應變

計畫中，災前資源整備，以利災後資源有效調度。另外，復原、重建之規

劃工作考量加入學校，由鄉鎮市層級或地方政府統一規劃，以加速災後重

建行動的有效與即時協調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