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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下而上解析收容所規劃原則─以開設次數高之收容所為例 

 

 

摘要                                                                                                                                                                                                                                                                                                                                                                                                                                                                                                                                                                                                                                                                                                                                                                                                                                                                                                                                                                                                                                                                                                                                                                                                                                                                                                                                                                                                                                                                                                                                                                                                                                                                                                                                                                                                                                                                                                                                                                                                                                                                                                                                                                                                                                                                                                                                                                                                                                                                                                                                                                                                                                                                                                                                                                                                                                                                                                                                                                                                                                                                                                                                                                                                                                                                                                                                                                                                                                                                                                                                                                                                                                                                                                                                                                                                                                                                                                                                                                                                                                                                                                                                                                                                                                                                                                                                                                                                                                                                                                                                                                                                                                                                                                                                                                                                                                                                                                                                                                                                                                                                                                                                                                                                                                                                                                                                                                                                                                                                                                                                                                                                                                                                                                                                                                                                                                                                                                                                                                                                                                                                                           

地方政府的收容安置作業規劃以由上而下的指導原則為主，為探

究收容所開設實況樣貌與指導原則是否有所異同，故本研究以經常性

疏散撤離地區之收容所為討論案例，透過在地豐富的收容經驗，發掘

公所基層人員執行收容時的在地現況、問題與挑戰。此外也蒐集民眾

收容經驗與回饋，透過由下而上的角度驗證收容開設計畫原則與實況

的異同。結果發現：（1）收容所管理人力有限，有列冊志工，但若平

時無合作經驗，較難支援、（2）收容空間規劃較適用於大規模災害，

實際配置則會因災害規模大小而有差異、（3）收容設施設備尚需為因

應高齡社會而改善，以及（4）收容民眾缺乏明確的意見反應機制。

研究結果可供各級政府參考，以地方經驗回饋現行指導原則，建立更

具彈性與因應需求的收容所管理機制。 

陳怡臻、楊惠萱、李香潔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體系與社會經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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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背景 

災害防救法（災防法）第五章第 27 條第四項明訂，各級政府應

依權責實施「受災民眾臨時收容、社會救助及弱勢族群特殊保護措

施」，由此可知當發生災害後，政府除了緊急搶救災外，妥善將受災

民眾收容安置亦是另一項重要且刻不容緩的工作。依災防法第 17 條

第 1 項規定，災害防救基本計畫為各級政府災害防救計畫和工作執行

之依據。就 2018年 12月公告之災害防救基本對策整備篇第六項─「提

升避難收容處所設備與作業流程，提供災民妥適的收容環境」，避難

收容作業重點共有以下四點（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2018）：  

（一）各級政府應加強避難收容處所建築物結構安全性分析，整

備並強化各項收容安置所需之民生物資及設備。 

（二）規劃避難收容處所時應考慮環境因素及收容能量，提供足

夠且舒適之活動空間，並考量收容民眾之特殊需求。 

（三）地方政府開設大型避難收容處所（如學校禮堂及運動中心）

時，應考量收容民眾之飲食、寢具、衛浴、安全、清潔及

隱私權等問題，並有效運用宗教團體、社會福利及志工團

體，提供必要的協助。 

（四）地方政府應預擬因應大規模及複合型災害發生時，開設多

處避難收容處所之相關人力、資源調度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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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近年行政院舉辦之各縣市災害防救業務訪評、演習過程，國

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發現，各地收容所的開設演練越來越面面俱到，

多數演練均能依循上述的災害防救基本對策，評估收容所的安全性、

整備各類物資、提升寢具設備的舒適性，針對收容所的服務功能，進

一步增設或強化各項友善空間，讓特定需求者有更妥適的照護規劃，

顯見各級政府對於災民收容安置工作的精進努力（許秋玲、莊明仁、

李香潔，2021）。 

進一步檢視 2019 至 2021年行政院災害防救業務之 58 個鄉鎮市

（區）公所現地訪視結果，亦發現有許多由上而下的指導原則被廣泛

套用在演練內容中，例如：不分都市或鄉村型的收容所，超過八成寢

區空間規劃設有單身男性區、單身女性區、家庭寢區、友善關懷區；

約七成設有休閒娛樂區及兒童需求空間及設備，如兒童遊戲區、課輔

／閱讀區等；或將收容業務分為報到組、物資發放組、醫療照護組，

甚至大多有志工團體能協助收容所運作（楊惠萱、陳怡臻、李香潔，

2021）。 

本研究想探討現行指導原則是否能符合民眾需求？管理者能否

如實執行規劃？為此本研究蒐集收容所第一線管理者及民眾觀點，探

究在地經驗，檢視目前政府收容所規劃的可行性，作為收容所準備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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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反思與回饋。 

二、 研究方法設計與案例說明 

收容所安置時間長短、收容量會因為不同災別而有差異，本研究

選定國內最常發生颱風豪雨，且為高災害潛勢須經常撤離的地區作為

本研究探討個案，研究方法與設計說明如下： 

（一） 案例選定 

本研究蒐集內政部消防署應變管理資訊系統（EMIC）2004~2021

年之全臺收容所開設通報單（D3表單），彙整出 35 場颱風豪雨事件，

其中收容所曾開設的地點，將近七成為「活動中心/體育館等公共場

館」、「公所、村里/社區辦公室」及「學校」。本研究從上述資料清單

挑選經驗充足的個案，依據最大收容人次大於 100 人、平均收容人次

大於 50 人、歷史開設次數超過 5 次且近五年超過 3 次等條件排序，

最後依據受訪意願，初步選擇兩處異質性的空間場址作為研究案例─

東部某學校（代號 HD）、南部某體育館（代號 PS），歷史收容經驗詳

見表 1。 

HD學校收容所的服務對象主要為當地淹水、坡地高災害潛勢區

的村民，該村人口統計為 198 戶、523人，扶養比 46.5，族群以平地

原住民比例最多。PS體育館收容所的服務對象為山區 2個村， 2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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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為坡地災害高潛勢區，兩村戶數人數分別為 217 戶 653 人、137 戶

419 人，扶養比 36.4 及 32.18，收容族群多為山地原住民。 

表 1 研究案例之歷史收容經驗 

案例代號 案 HD 案 PS 

空間屬性 學校 體育館 

案例照片 

  

收容空間 1樓 1、2樓 

公告收容人數 300人 500人 

實測可用空間1 374.83平方公尺 1726.23平方公尺 

開設次數 

總計/近五年2 
7次 / 4次 12次 / 3 次 

最大收容人次 170 262 

平均收容人次 70 84 

近五年 

最大收容人次 
105 10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1 由本研究根據受訪者描述，實際測量收容時可利用之最大空間 
2 近 5 年係指 2017~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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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研究案例之人口統計 

案例代號 HD 學校           PS 體育館 

收容對象 學校所在村里民眾 村里 A 村里 B 

人口統計3 戶數 198戶 217戶 137戶 

人口數 523人 653人 419人 

人口指標4 扶幼比 17.9 12.9 18.3 

扶老比 29.4 23.1 13.9 

老化指數 172.1 179.0 75.9 

全鄉老化指數 321.6             101.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 訪談設計 

受訪對象共有兩類：（1）收容所管理者，包括收容所規劃承辦人、

業務主管及收容所值班人員等；（2）於收容所曾經過夜的民眾、村里

長等。依議題重點分別對這兩類對象進行焦點團體訪談，透過焦點團

體型式，研究者較能觀察成員彼此分享互動的過程，進而理解成員對

議題背後的情境脈絡與個人立場。 

收容所管理者的訪談重點主要有：（1）收容所規劃方法，包括空

間規劃及收容量估算方法；（2）實際開設的作業流程、花費的人力、

經費、物資運補及主要遭遇之問題與挑戰；（3）設施設備準備與使用

情況。民眾的訪談重點則著重於個人實際感受、經驗之分享，以此了

解每位民眾的：（1）受災經驗、收容原因與經驗、可用的空間範圍；

 
3 人口統計時間為 2022 年 9月，資料來源為內政部社會經濟資料庫 
4 人口指標統計時間為 2022年 6 月，資料來源為內政部社會經濟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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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對收容環境品質的感受；（3）實際需求及（4）改善期許。 

為了解收容所實際的空間運用情況，本研究訪談地點皆為收容場

址內，訪談流程設計中亦加入實地標記空間配置的活動，透過引導回

顧方式請受訪者回憶印象最深刻的收容事件，並將其當時的空間配置

繪製於紙上，最後請受訪者依此繪製圖進行實地標記，並由研究者測

量空間大小，還原當時各空間的使用情況（圖 1）。 

  
（A）受訪者繪製收容所各區空間 （B）受訪者標定各空間位置 

  

（C）依受訪者標定位置進行面積量測 （D）量測各空間大小並記錄 

圖 1 實際收容空間標記流程（A~D） 

 

（三） 受訪者背景概述 

本研究分別於 2021年 8月、2022年 3月辦理四場焦點團體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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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受訪管理者共 8 人，一般民眾共 9人，受訪者基本資料詳見表 2。 

管理者方面，HD 學校收容所四位管理者為社會課收容業務承辦

人、社會課成員 2名，和民政課收容所場地管理承辦人，其中 2 名社

會課成員為收容所現場管理者。PS收容所管理者包括前社會課課

長、社會課業務承辦人及村幹事 2 名，課長及村幹事為現場管理者。 

民眾部分，HD 體育館收容所三位受訪者平均年齡為 44 歲，相

對 PS收容所受訪者較年輕。另外，9 位受訪者大多有家人一同入住

收容所，僅有一位單身。收容次數來說，每位受訪者大多表示因為住

在預防性撤離的範圍中，幾乎是每次颱風豪雨災害都要撤離，所以都

有多次收容的經驗。 

表 2 受訪對象基本資料 

訪談對象 案 HD 學校 案 PS 體育館 

管理者 4人 4人 

非正式人員（臨時、約僱者） 2人 ─ 

收容業務年資 0.5~7年 0.5~5年 

收容業務平均年資 3.2年 2.75年 

管理者代碼 GHD1~GHD4 GPS1~GPS4 

一般民眾 3人 6人 

年齡區間 28~55歲 50~80歲 

平均年齡 44歲 63歲 

入住經驗 均 3次以上 2~10次 

平均家人數 3人 3.8人 

單身人數 ─ 1人 

一般民眾代碼 SHD1~SHD3 SPS1~SPS4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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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訪談結果與發現 

本研究以上述 2018年災害防救基本對策之避難收容作業四項重

點作為上位計畫的核心原則，並將之歸納為四個面向：（1）人力及資

源調度、（2）空間規劃、（3）民生物資及設備、（4）生活需求等。透

過四場訪談結果，以由下而上的實務角度檢視上位計畫，進而釐清收

容安置工作的執行現況與落差。本研究訪談結果與發現如下： 

（一） 收容所管理人力有限，有列冊志工，但若平時無合作經驗，

較難支援 

避難收容所的管理工作繁雜，需要耗費許多人力，因此災害防救

基本計畫鼓勵地方政府在開設避難收容所時，須有效運用宗教團體、

社會福利及志工團體的資源與協助。每個公所可投入的人力資源不

同，以研究個案來說，HD 學校收容所最多僅有 2 位公所人員駐點全

時值班，PS體育館收容所則會動員公所內所有人力，採每班 9~12 人，

三班制輪班。 

PS體育館收容管理上有運用志工團體資源，志工透過平時與公

所已建立的合作關係和默契，負責關懷村內弱勢對象（長者、低收入

戶、身心障礙者）。對村民來說，與志工也有一定的熟悉度，因此當

災時這些志工來收容所關心他們時，民眾可獲得心靈精神的陪伴及撫

慰。除此之外，這些志工也會義務性支援管理者整備物資或環境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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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對管理者有很大助益。 

GPS2：「對，其實他們（指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的社工）平

常在我們社會課的工作業務就有跟我們做合作，例如說

急難紓困去防治什麼，都有很密切的合作，所以我們也

有要求他說，收容的時候你要來當志工。…（避難收容

開設時）然後他們分四組，志工一次來 2 個，…他的任

務就是慰問跟關心（收容民眾），看有沒有需要幫忙轉

介什麼的。」 

GPS4：「他們也是會幫我們做一些就是我們做的工作，就是像

清潔工作啊。他們也有幫我們做那個（場布），連屏風、

床都幫我們（搬運、擺設）…都會一起，義務性的。」 

未使用志工資源的 HD學校收容所管理者則是認為，要請公所列

冊的志工或慈善團體加入收容所管理並不容易，原因包括：無法保障

志工人身安全、列冊志工年紀偏長且女性居多，較難支援需體力的工

作、偏鄉志工慈善團體數量少…等因素。 

GHD2：「颱風我們不會考慮這一塊。……因為那一些志工都

是有年紀的，都是算有年紀的，比我年紀還大了，

對。……你像那種風災的話，通常你叫他們，我覺得

也……（問及災時志工支援的安全）這個是第一個考

量。」 

對此，受訪管理者分享，或許最好的協助人力是來自收容民眾本

身，如較年長的小孩，一來有足夠的理解力，能了解管理者的需求，

二來可以透過讓孩童協助執行工作，減少孩童無聊感和嬉戲的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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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要請社區領袖如村里長、頭目等協助維持秩序。 

GHD2：「…其實我現在也一直在想，如果說將來如果說有颱

風，我就要找他們當地的小朋友當小志工，我是這麼想

的…。就是要給他一點小東西這樣子。因為畢竟是當地

人，而且如果叫他當小志工的話，最起碼比較年長的就

會比較乖。」 

GHD3：「村長就會來巡一下然後這樣，他實際做什麼我不曉

得，但是吃飯時間他一定會在這邊管秩序，因為大家在

搶便當，他聲音很大嗓門很大，他就會開始吼，誰家的

誰誰誰排好這樣。…因為我們沒辦法管秩序，因為我們

自己都要發東西啊。」 

訪談結果發現，理想上志工資源運用在收容所管理應是可行的方

向，但重要的前提是志工團體要對公所或民眾特性具備一定的熟悉

度，才能在災時與公所管理者順利分工合作，否則臨時支援性的志工

於災時難以短時間內取得管理者和民眾的信任，反而徒增管理者工作

困擾。針對收容所管理人數短缺或志工團體不易招募的偏鄉地區，或

許引導、鼓勵民眾自組收容營運小組，讓收容民眾加入收容所管理人

力，可能是更有效率且可行的作法。 

（二） 收容空間規劃與實際配置有差異 

在災害防救基本對策的指引下，收容所的收容能量評估和活動空

間規劃成為各級政府災防整備的重點項目。然而，本研究在訪談過程

發現，空間規劃可能是理想和現實落差最大的部分，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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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收容空間與可收容人數的評估方法需實證 

     縣市政府在協力團隊的輔助下，逐漸研發出可收容人

數評估方法，有的縣市是將收容所樓地板面積除以人均寢區

標準，約 2 至 4.7 平方公尺來概算（多數以 4 平方公尺為原

則），有的更進一步會將收容所總樓地板面積，先扣除不可

利用面積以及行政作業空間後，再以人均寢區計算之（楊惠

萱等，2021）。然而，人均寢區大小之訂定理由和方法，許

多地方政府業務承辦人並不清楚，多半只是遵循上級指示或

前人作法而執行（許秋玲等，2021）。 

    為了解人均寢區評估方法的落實性，本研究量測受訪者

針對印象最深刻的颱風豪雨事件，標記個人寢區大小，並與

上述基本寢區空間大小進行比對，以瞭解實務與規劃之間的

異同。HD 學校案例以 2017 年尼莎颱風為主要經驗，人均寢

區面積為 1.62 平方公尺，家庭寢區（以平均 3人為例）約是

3.8 平方公尺，是極為擁擠的空間、不舒適的休息環境。 

SHD1：「走路的位置都沒有，很擠，所以很悶熱……，因

為大家都開這麼小門（颱風風雨大），人多很熱很

悶，你毛巾一直擦一直擦還是很熱……大家擠在一

起睡覺真的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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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較之下，PS體育館案例，以 2021 年的 0808豪雨事件

為主要經驗，人均寢區面積約有 3.65平方公尺，每家庭平均

寢區為 6.04平方公尺，空間相對舒適也較趨近以 4 平方公尺

為單元的人均寢區規劃原則。實際面積與規劃面積相近的關

鍵原因在於 PS體育館因為歷經多次收容經驗，業務承辦人

願意依據規劃原則把關人均寢區空間，也有具體落實的方

案，利用 20 尺5或 24尺6見方的藍色防水布為家庭寢區單位，

分別可供 4 口家庭兩戶或三戶使用，如此一來，人均寢區約

為四平方公尺，即符合多數縣市政府指導原則。甚至管理者

也有更精進的想法，使人均寢區原則更容易被管理與執行。 

GPS2：「其實我之後的構想，如果我們經費夠的話，我是

希望買那個一塊帆布就是 4個人的，然後因為一般

家庭大概都是 4個人為主嘛，我自己未來的構想

啦，就是你家 4 個人以內的就給你一塊，然後如果

說你家是有 4 個人以上，可能 6 個人，那我就給你

兩塊。就等於說你有多的空間這樣，這樣子我們會

比較好去控制空間……。」 

2. 性別寢區規劃，非各地通用 

  實際訪談發現，通常 HD 和 PS收容所並不會特別設立

單身性別寢區，兩處的寢區配置皆是以家庭寢區為主，符合

 
5 台尺，20 尺見方約 36 平方公尺。 
6 台尺，24 尺見方約 51.84 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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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玉祥、盧鏡臣（2017）的觀察，這與各縣市災害防救業務

演練、訪評強調會有單身性別寢區的設計大不相同。深究兩

者落差的原因與收容所服務對象的人口組成、社會網絡緊密

性、文化差異有關。以本研究兩處案例來說，都屬於偏鄉部

落型收容所，收容民眾彼此熟識，多數為親友關係，具有一

定程度的網絡緊密性，若有單身男、女，可自行協調寢區位

置，或選擇和親友一起，若事先進行規劃，民眾遵循的意願

較不高。此外，研究也發現民眾因為反覆入住，對於寢區位

置也有了約定成俗的默契。 

GHD2：「這邊的人，都是家庭式的。……其實當初那時

候我們也想說要分男生女生…根本就沒有辦法。」 

GHD1：「他們也會自己跑啊（指自已移動寢區位置）。」 

GHD3：「他們（指收容民眾）也不受控的。」 

SHD1：「就像他跟我好朋友，他媽媽跟我好朋友，他在哪

一間，我就都去他那邊（睡）就是這樣。」 

SHD3：「就是每個人家一下來，就知道自己（睡）在哪裡。」 

3. 複合式的空間配置運用 

  針對寢區外的公共空間配置，規劃通常有（1）作業區：

報到區、物資發放區及存放區，（2）公共活動區：用餐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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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誼休憩區、兒童活動區、醫療站、宗教慰撫區等。但本研

究兩地案例都只開設作業區，無公共活動區。至於為何無開

設相關空間，管理者大多表示主要是受限於整備的時間及人

力情況。 

SHD3：「（問及是否有公共區域？）……沒有公共區域。」 

GPS2：「你就是理論上要做這麼多（打掃、場布等前置工

作），可是實際上你當下最急需要的是什麼，那些

沒有了也沒有關係的區域，其實是看當下在這邊值

班的人選擇性去做，是這樣子。」 

  由於臨短型收容通常為 1~2 天，因此民眾態度較為將

就，主要將寢區空間做複合式利用，例如親友間聊天、用餐、

禱告也都在自己的寢區位置上，至於孩童就會自行找空間嬉

戲，如 HD 學校收容所的孩童是在各間教室（寢區）穿梭、

遊戲，PS體育館的則會在收容空間周邊空曠處玩。 

SPS1：「小朋友就在，就在那個籃球框那裡自己玩。」 

SHD1：「他們（孩童）很愛跑去我們那一間，都在我們那

邊玩，我們都沒有辦法睡，尤其我的空間在中間，

他們在這個中間玩遊戲…。」 

綜整上述，空間規劃方面，研究發現各地收容所的人均空間落實

方法不盡相同，若要確實落實最小寢區面積（如上述使用固定大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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帆布），最重要的是要有實務經驗將作法傳承，避免管理人力交接遺

漏。另外，各類空間的規劃與實際運用情況也有差異，得多了解民眾

的使用行為與需求後才能規劃出應優先開設的公共空間。 

（三） 因應高齡社會，收容設施設備尚待改進 

本研究受訪個案的村落屬於偏鄉型，從人口組成（表 2）和訪談

內容來看，收容人口多為長者，然而收容設施設備等硬體環境似乎未

來得及有所準備。多數受訪者表示寢具多得由自己準備，且公所提供

的寢具舒適性差，雨天蓋薄被較容易感覺冷，另外，打地鋪對長者來

說不好起身亦輾轉難眠，雖然有一定數量的福慧床可供使用，但不是

每人、每次都有，且福慧床的高度仍有不足，對長者來說仍是不便。。 

SPS3：「因為濕濕的又在地下，又棉被又是那個薄的（指公所

提供的寢具），是這樣子，所以會冷。（受訪者為長者）」 

SHD1：「他們也是說痛，因為有的腳不好…有的骨頭腰…那麼

硬（指長者睡地板），他們也是受不了。……沒有好好

睡。」 

SPS2：「我們到體育館的這個住的這個地方，對大家不是很

好。鄉公所跟政府照顧得是很好，可是我們，我們睡的

地方，我們是睡地板，地板是硬的。尤其是那個行動比

較不方便的，要在地板入睡又非常非常地那個不容易。」 

SPS6：「要顧及到那個老人家，如果說（床）再高一點，如果

側身就可以起來的話，那就是最好的，對老人家是比較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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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S3：「不過我問過那些老人家，因為沒有床，我們不要下去

（意指不要去收容所）。」 

在廁所及盥洗設備方面，HD 學校收容所廁所及盥洗室因採兒童

規格，門寬僅 0.74公尺，蹲式馬桶加淋浴空間約 3.47 平方公尺，空

間尺寸偏小不適合成人，且動線也有階梯，因此長者或行動不便者使

用上較不便。 

SHD1：「你要扶他（指老人家），他沒有辦法蹲，因為它是蹲

的（指教室內的蹲式馬桶）。」 

PS收容所近年廁所和盥洗室均有重建，因此設備相對完備友

善，但是淋浴間及部分蹲式廁所未裝扶手和止滑墊，對長者來說使用

較危險。 

（四） 民眾缺乏明確的意見反映機制 

就本研究訪談觀察，HD 和 PS收容民眾基於體諒管理者的立場，

也知道物資及設備環境的侷限，附近也沒有更適合的收容所，因此對

於真實需求大多不願或不敢反映其對廁所或空調等的需求給管理者

知道。也由於民眾多未反映需求，因此管理者也幾乎無從得知民眾的

心聲。 

SHD1：「因為我們，我們怎麼反映？因為那個是我們，讓我們

方便的嘛，......我本來是要反映，可是想說這個學校讓

我們那個了（暫時居住），我們不敢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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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S2：「（問及為何不將需求或感受告訴管理者）……他們沒

有問我們的。」 

GPS1：「其實我們原鄉的村民其實很單純，而且他們的需求沒

有像都市那麼多。……對，也不會抱怨，真的不會，他

們只要你有飯啊什麼什麼的就好了，而且都會說就是很

有禮貌就對了。」 

GHD2：「他們好像沒有跟我們反映這些，因為可能都是在家

裡洗吧。」 

顯見管理者易不瞭解民眾需求，因未能有明確的意見反映機制，

使得民眾無法有效地、自在地將其意見回饋給管理者，管理者也沒有

明確的機制去蒐集使用者意見，因此較難將民眾需求反應在收容業務

準備工作上，作為日後業務精進的可能，實為可惜。 

四、 結論  

透過在地收容實務經驗檢視災害防救基本計畫及災害防救業務

計畫中的原則，會發現第一線管理者執行上的困難。或許除了由上而

下的原則之外，也應鼓勵地方政府以由下而上的方式與民眾討論實際

的規劃。在經常性預防性疏散撤離的地區，除了以實際經驗反饋於事

前規劃外，另可鼓勵民眾及社區組織自主性收容編組，降低管理者壓

力，建立良性的雙向互動，提升收容生活的品質。此外，高齡社會的

趨勢下，收容所軟硬體準備上應盡早配合調整，例如增加寢具高度、

修繕廁所、加裝輔具、空調設備等，減少長者設施使用的不便，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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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容環境太差，降低民眾撤離意願，同時也容易造成民眾身心壓力和

健康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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