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逐字稿開始> 

⚫ 上半段： 

接下來請聽生活 In Design，美好早晨，來一段愛智之旅吧！。漫步在社會的街角，開啟我們與自己的

對話。穿梭在文化的迴廊，重拾我們與土地的羈絆，生活 In Design，為理想生活提案，設計所有幸福

的可能，週一到週五，早上九點到十點，我是嘉妮，歡迎收聽，生活 In Design。 

【主持人-紫筠】：哈囉！各位聽眾朋友們大家早安。歡迎收聽生活 In Design 我是紫筠每週一到五早

上9點05分在空中與您分享豐富的生活資訊和消息喔，今天是1月10號星期二，今天你過得怎麼樣呢？

就好像有點老派的開場，但真的很實在啊，我覺得這個年頭最需要關心的就是身邊的親朋好友們，像

是那種很久沒有見面啊或者是剛碰面的時候都會問說：欸，你現在在幹嘛啊？或者是你現在過得好不

好呢？關心彼此的狀況可以增進彼此的感情喔。接下來呢也來跟大家預告一下，今天的主題喔，今天

呢是星期二來到了我們每個月一次的「災防新視界」，今天呢要來跟大家分享的主題呢是坡地災害，

臺灣呢是座多山的美麗島嶼，其中呢山地面積佔了全島的70%，因此呢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無論是生活

或是旅遊經常都是以親近山林為樂，但是山高坡陡的環境，再加上經常受到有地震、颱風等等的影響，

使得我們的山區常見了坍塌或者是土石流等等的災情，當然呢也經常造成居民們的恐懼或是經濟的損

失。面對坡地災害，我們應該要如何共存呢？今天我們在節目當中就邀請到了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的朱崇瑞研究員，要來跟我們分享何謂坡地災害呢？以及坡地災害到底對，我們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

呢？稍後呢就請朱研究員來和我們分享如何從更多元的視角來看待崩塌以及土石流喔。 

今日夯話題，今天呢在跟大家分享防災知識之前呢來跟大家分享一個大家隨身都攜帶了小法寶喔，我

們日常生活中呢，隨時可能會遇到一些無預警的危險情況，那當然遇到一些緊急時刻需要求救或是報

警的時候，隨身的手機可能就會成為重要的救命，還有防身工具喔，那今天呢就是要來跟大家分享，

幾招手機救命的小撇步，無論聽眾朋友們呢手上是 IOS 系統的或是 Android 系統的，今天都可以分享

給大家喔，那第一個呢想要來分享的就是 IOS 跟 Android 二個系統都有支援的 APP 叫做「110視訊報

案 APP」，那這個110視訊報案 APP 呢，是由警政署所推出的喔，那遇到危險的時候，你使用 APP 就

能夠直接將現場的影像還有地點位置啊，傳送給警方除了呢可以自動定位之外，還可以錄影蒐證，你

不用發出聲音就可以直接報案，畫面底下呢也會有視訊播出的二個按鈕，一個是有聲一個是無聲，也

可以透過當下的狀況去做選擇，警方呢也能夠馬上透過視訊的錄音錄影來蒐證，那再來呢要分享的是

IOS 系統的 SOS 緊急服務。如果呢你們身邊拿在沒有什麼人可以求助的狀況下，如果你手上是 IOS 的

手機的話，就一鍵的 SOS 的求救功能喔，而且啊它會自動撥打110或119的緊急電話，如果你遇到緊

急事故的時候，他就會立即的發揮作用，只要呢你們到手機裡面的設定，點選 SOS 緊急服務，然後呢

把通過側邊按鈕通話，還有自動通話的這二個功能開啟就可以設定完成囉。那之後呢再遇到危險的時

候，只要同時按住開機鍵還有上音源鍵就可以啟動 SOS 緊急服務喔。好，那最後一個呢要來跟大家分

享的是 Android 系統的自動傳送求救訊息的功能喔，我們剛剛有分享了 IOS 用戶的手機救命招數嘛，

那當然呢的 Android 用戶也可以來幫自己或是家人朋友設定，緊急求救的功能，這功能呢是內建的功

能不需要再額外安裝任何的 APP 就可以使用喔，你們呢可以到設定裡面的進階功能當中，把緊急求

救的功能開啟。接著呢可以新增的你的緊急聯絡人就可以完成設定，在之後呢，你遇到危險的時候，

只要連續按電源鍵五下，1、2、3、4、5，十秒內系統就會把自動發送簡訊包含你手機的定位資訊啊、

照片啊、錄音檔案等等的發送到緊急聯絡人的手機裡面，這個功能呢真的非常及時又非常方便喔。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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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呢跟大家分享了幾招手機的救命招數，無論你是 IOS 的系統或是 Android 的用戶都可以透過隨身攜

帶的手機來緊急救命，讓你遇到緊急事故，或是災難的時候都能夠立即發揮作用喔。9點11分，但還

是要貼心提醒大家，求救資源呢是緊急的時候運用千萬不可以用這些求救的工具來惡作劇或開玩笑

喔，也希望大家都能夠保護自己，也保護身邊的家人喔。好，那我們先來聽一首歌曲，節目回來之後

呢一起來聽聽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的朱崇瑞研究員來跟我們分享什麼叫做坡地災害呢？ 

面對災害來臨我們該如何避免或與其共存，帶你瞭解防災觀念和知識，共同學習防災演練和措施，防

災不是口號自我保護才最重要，跟我一起開啟防災新視界。 

歡迎回到生活 In Design 的節目當中，那今天的單元呢是防災新世界，有邀請到的就是我們國家災害

防救科技中心的研究員朱崇瑞，那今天呢邀請到研究員來跟我們說的是什麼樣的主題呢？其實啊臺灣

啊都是一座多山的美麗島嶼嘛，相信各位聽眾朋友們應該都非常的熟悉，我們日常生活中常常都會去

旅遊啊或者是接近山林。可是啊這些臺灣山高坡陡的這個環境又再加上一些自然災害的原因，常常呢

可能就會發生一些崩塌，還有土石流的災情，於是呢今天我們在節目當中呢就邀請到了我們的國家災

害防救科技中心的研究員朱崇瑞，哈囉研究員你好。 

【受訪人-朱崇銳】：主持人好，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主持人-紫筠】：是的。是的。今天呢邀請到您來跟我們分享一下坡地災害對我們民眾會產生什麼樣

的影響？那可不可以先請研究員跟我們解釋一下到底什麼叫做坡地災害呢？ 

【受訪人-朱崇銳】：有關坡地災害的話，其實就顧名思義就是我們從這個名稱上面大概就可以知道他

這個災害的類型，並不是一個發生在一個平原區或都會區，其實發生在一個山坡、山地。那只要有坡

地的地方，那邊衍生出來，如果說有人居住在那邊，然後剛好衍生出來有一些災害發生，然後甚至於

導致人命財物的傷亡的話，那我們就會統稱為那個就是成為坡地災害大概可以想像。 

【主持人-紫筠】：是是是，相信就是很多。比如說颱風過後很多地區都會有一些土石流啊或者是崩塌

的災情出現，那剛剛有說到坡地災害它大概會有分為像是哪一些類型呢？ 

【受訪人-朱崇銳】：如果說在像我們在做研究方面的話，在學理上來講，我們是分得類型其實很多，

那根據他不同的型態不同的運動的狀態，甚至於滑下來的那些土砂的粒徑大小，還有含水，含水的程

度或者是說它整個運動型態基本上它分類型非常非常多，但是我們常常在新聞媒體上面會聽到說，例

如說像走山，就是那種很常見的這些名詞像走山，我反而比較不常聽到，所謂崩塌，反正很常聽到走

山或者山崩。或者是道路邊坡的坍方。類似像這樣子。對，那反而土石流，就是我們很常聽到的。所

以我們常常都會誤會說土石流就是我所謂的坡地災害，其實土石流是坡地災害的其中一種，但是不是

代表坡地災害就只有土石流。 

【主持人-紫筠】：是，對。 

【受訪人-朱崇銳】：不能說，所有都統稱為土石流，那我們除了土石流之外，那還有像崩塌，崩塌其

實裡面就分很多種，就包含什麼像岩屑崩滑學理上名稱，或者是岩體滑動像順向坡的災害這類型的，

我們就可以把它歸類為類似像崩塌類的，那還有另外一種像坍方，這種覺得比較像落石類的。就有一

顆一顆石頭從比較那種裸露的坡地那個邊坡上面掉下來的那樣，就叫做落石。大概有這幾種。 

【主持人-紫筠】：剛剛有聽到研究員跟我們分享很多類型的坡地災害，就像我們一般民眾來說，真的

就只有以為說從山坡上掉了一些東西下來就叫做可能土石流、崩塌等等的。那其實他還是有非常細節

的原因存在，那剛剛有說到可能臺灣很多地區都會發生一些坡地災害嘛，可是，是什麼樣的原因會導

致這些坡地災害發生在臺灣這麼多地區呢？ 

【受訪人-朱崇銳】：臺灣之所以會這麼常發生坡地災害的話，其實主要的原因還是歸咎於在說臺灣本

身地質的條件，那我們知道其實就地質年代來講，臺灣其實是一個很新生的島嶼。 

【主持人-紫筠】：是很年輕土地的這樣。 

【受訪人-朱崇銳】：對，沒錯，沒錯。那我們在板塊的交界處，那因為板塊的移動，然後導致說推擠



然後就我們常聽到的所謂造山運動。所以其實現在臺灣還持續不斷的在長高當中。對，所以在這樣子

不斷推擠不斷地擠壓當然造成的一個現象就是第一個地震也會很多，我們也可以想像說，地震那麼多，

常常有斷層有破裂帶這些東西，那可以想像說，我們的地質本來就不是太穩定，它是屬於一個比較敏

感的地質。對。那第二個原因主要還是在於我們的位在那個西太平洋的颱風帶。所以說，我們這裡颱

風也多。因為鋒面受到滯留鋒面影響，可能降雨也多，甚至於年雨量我們都有好幾好幾千 millimeter

的1年累積下來的雨量，所以其實大量的降雨，降在這樣在這個不穩定地質敏感的區域上面我們就可

以想像，當比較坡比較陡的坡上面就會比較容易發生，像我們剛剛提到的這些坡地災害。 

【主持人-紫筠】：你看臺灣就是一個底下又在隆隆作響然後在造山，然後外面又有颳風下雨，那其實

土地是真的會受到這些天氣的因素所影響。那其實我這邊有個小小的疑問就是因為臺灣其實蠻多地方

都會有種植淺根植物嘛。那這是淺根植物跟像剛剛說的那些坡地災害會有很大的關聯性嗎？ 

【受訪人-朱崇銳】：事實上也會，對，那我們可以知道就是當我們可能早期我們對坡地災害還不是這

麼瞭解的時候，我們都會覺得說，我們好像種了種植很多農作物經濟作物。那經濟作物多半像檳榔或

者是或者是像茶葉或是像果樹正我們都會認為說他是淺根植物，那當然他對於表面的土壤，它確實是

會有帶來一些影響，但是我們後來越來越多的災害類別出來，我們仔細去研究之後，我們發現其實還

不只這些，事實上天然的環境上面地質本身的條件造成我們本來就比較容易發生這樣子的災害，那甚

至於有那種類似像我們現在所說的大規模崩塌，它的整個滑動層在幾10公尺以下，那根本就不是我們

淺根植物所能夠影響到。 

【主持人-紫筠】：是。沒錯。 

【受訪人-朱崇銳】：所以基本上災害類別不同，導致於說你的可能造成的原因也會不同，以前我們都

會歸類為說水土保持做得不好，但事實上除了這個以外，還有其他的原因，那這個也是必須要透過研

究才能產生更多的瞭解。 

【主持人-紫筠】：對，瞭解，瞭解。所以就是像譬如說有時候建一個建築物都會需要一些環評是去看

說這個地方到底適不適合去建，他附近的山坡，到底是不是順向坡逆向坡等等的，這些就是在於很重

要的一個因素這樣子。對我剛剛有講到就是順向坡逆向坡嘛，因為之前的什麼國中國小地理課本都會

寫到，什麼叫做到底什麼叫做順向坡跟逆向坡呢？ 

【受訪人-朱崇銳】：順向坡根逆向坡的定義的話，基本上是看他岩層的走向，也就是說，所謂的岩層

就是我們如果假設我們把我們我們有一個透視眼，可以透到地底裡面去的話，我們就可以知道說，其

實底下就是經由可能上千萬年的累積，所以他會有地層的走向的分佈。那地層當地層的走向跟我們坡

面是呈現接近平行的那個就叫順向坡。那想當然爾就是他如果是有點接比較接近垂直的那個就叫逆向

坡，可是呢這個東西其實是不是那麼容易可以發現。 

【主持人-紫筠】：肉眼也不能見。 

【受訪人-朱崇銳】：對。因為我們到山上去如我們要怎麼樣判定他是順向坡逆向坡，事實上是要透過

專業的地質技師，他們去到現場去看岩盤的露頭，也就是說他真的有露出來讓我們看到的地方，那藉

由這些地質調查才可以把一整塊區域比較瞭解說，他有可能經過幾個露頭來決定說，可能這座山它的

後面是可能順向坡還是逆向坡。對。所以對於一般居民來講，你不太會知道說，我今天走了這個這座

山，他到底是順向坡還是逆向坡，但是，不錯的是我們經由很多都算是前輩的努力，就是在研究上面，

我們知道了就是有劃定的這些地質圖，那我們就可以大概劃定一些區域說，這東西是順向坡，他是地

質敏感區，對，那我們就藉由這些劃定的區域，然後公告給一般民眾知道，那這樣子，我們就一般民

眾說我的我特別擔心或者我要去找哪些證據，而是我經由圖資，我就可以知道說，這個地方到底是順

向坡還是逆向坡。 

【主持人-紫筠】：是，也是真的非常感謝。就是經由這麼多的努力才可以讓臺灣的民眾們可以安心的

居住或者是生活在這片土地上面，對那其實有時候災害來的時候，會讓人家措手不及，所以其實像政



府也有擬定很多像以地震來說就會有一些地震的演習啊，然後火災就有火災的演習。那可是坡地災害

這個部分在政府有沒有設立一些譬如說提前的防災措施？ 

【受訪人-朱崇銳】：事實上是有的，像我們各級的縣市政府，或是向中央的話就會有水保局，一些部

會他們其實是會有可能有安排一些演習，那事實上這些事情是每年都一定會進行，對那事實上我們在

每一年政府也會去到各縣市政府去查去訪視說，看這些防災演習做的效果是怎麼樣？對，那這個部分

其實是每一年在縣市政府其實他們會排定那個期程，然後去把就是要該演習的或者是說該公告給一般

居民知道的或者是說當我們要模擬這有坡地災害發生的時候，那我們疏散撤離要怎麼做？那還有就是

哪一些徵兆哪一些條件出現的時候，我們應該要怎麼樣子去什麼時間點需要做撤離。這事實上在法規

上面都是有規定的，對但是呢，一般民眾基本上他們其實需要領頭羊的，所以說一般這樣在村里裡面

的話，除了村里長之外，那水保局他也會訓練一批水保專員，對那像這些水保專員通常都是以當地的

居民為主，但是他不是用指派，他是說你可以報名參加，例如說，某一個村里他就例如說有人對這個

東西有興趣，那他就可以去報名參加水保專員的培訓可以上這些課程，對那對於我們背後的一些比較

難懂的這些專業知識，那就可以他會稍微比較瞭解，那在做一些決策上面呢你就可以比較比較容易這

樣子。 

【主持人-紫筠】：瞭解。 

【受訪人-朱崇銳】：那也能夠帶著大眾一起走這樣子。 

【主持人-紫筠】：是。像剛剛說的坡地災害防治嘛，他其實是比較常發生在就是山區的民眾比較常接

觸到這些演習嗎？還是其實我覺得一般平地的民眾其實也應該要瞭解呢？ 

【受訪人-朱崇銳】：一般平地的話，我是覺得蠻多其實個人的風險意識其實是要自己去培養。 

【主持人-紫筠】：是是是。 

【受訪人-朱崇銳】：對，那一般我們當然就是對於一些山坡地那些他原本就已經在一些風險高的地方，

那這些東西本來就是應該要持續不斷地去做。但是如果以我們一般平地在都會區居住的這些像例如說

像我們，我們其實平常去到山地裡面去遊玩的時候，事實上有一些基本的常識，我們必須要自己去知

道這樣子。 

【主持人-紫筠】：是。那可不可以先請也研究員跟我們分享一下說，如果假設我們今天在譬如說山林

裡面遊玩，那是有沒有什麼樣的徵兆可以發現說可能會有落石的崩塌，或者是發生的時候，我們應該

有沒有什麼即時的作為可以去防治呢？ 

【受訪人-朱崇銳】：事實上，如果例如說像我自己本身有時候會帶小孩子去露營。對那我們在選定露

營區的時候，我只是舉例說明，就是選定露營區的時候呢事實上你可以去，像去查國家災害防救科技

中心我們會有那個災害潛勢地圖類似像這種的資訊，或者是說可以進一步的甚至於去水保局 BigGIS

的網站上我們大概都可以知道說，我們要去的那個地方，它是不是屬於地質敏感區。對那是並不代表

說他是地質敏感區，你去就一定會有危險。如果這樣的話，那我們很可能哪都去不了，對但是事實上

接下來就是要注意的就是氣象，氣象預測，例如說，颱風天當然我們就不要再上山，對或者是說有可

能有沒有不是颱風，但是可能最近有一波鋒面要過來，然後當山區的累積降雨，你知道他那邊已經下

了好幾天的雨了。那麼你再去到那些地方的時候，如果他還是持續在下雨的話，那也是儘可能的不

要… 

【主持人-紫筠】：去避免… 

【受訪人-朱崇銳】：儘可能的去避免去那些地方。那事實上你在公路上面行走的時候，你常常會注意

到有一些看板，就是警告標語，例如說土石流地區是或者是例如說落石區… 

【主持人-紫筠】：小心落石… 

【受訪人-朱崇銳】：對對對，當我們經過那些地方，事實上，我們也要提高警覺，那有時候甚至於在

很深山裡面的時候，你如果比較喜歡探險的人，去到深山的時候，試著把車窗搖下來，對因為有的時



候我們車子的隔音其實很好，它好到會讓你不知道外面發生什麼事，對所以當你去到那種地方的時候，

有的時候你會聽到有落石聲，那其實有時候是聽得到的。 

【主持人-紫筠】：山林裡面給你的聲音。 

【受訪人-朱崇銳】：對，因為它很安靜了，它的環境已經非常安靜，所以你去到那種地方的時候，如

果你有聽到前方有落石聲，其實你遠遠的就會聽得到，有的時候，其實你是自己可以去觀察的。 

【主持人-紫筠】：嗯，好，那上半段的節目呢研究員跟我們分享，說到底什麼叫做是坡地災害，那坡

地災害的形成的原因到底有哪一些，以及如果我們要自己去注意到可能會遇到一些落石坍塌的狀況的

話，可以做什麼樣的應變措施，那下半段的節目呢想要再邀請我們研究員回來跟我們分享說，那我們

要如何跟坡地災害去共存或者是我們該如何去加強我們的防災觀念，下半段節目我們廣告後馬上回

來。 

 

⚫ 下半段： 

 

【主持人-紫筠】：歡迎回到生活生活 In Design 的節目當中，那今天呢我們的主題是防災新視界邀請

到的呢是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的研究員朱崇瑞，那我們剛剛上半段呢其實有先請研究員跟我們分享

了一些預防措施啊還有一些發生的成因，下半段呢就要來瞭解一些案例的發生。朱研究員您好。 

【受訪人-朱崇銳】：您好。主持人好，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主持人-紫筠】：嗯，好的，剛剛我其實有提到說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案件的發生嘛，那在過往的資

料中呢其實有提到說，在88風災那個時候高雄市的南沙魯里以及臺東縣大鳥村，這二個村落的二個土

石流個案，其實是在相同的衝擊底下，可是卻有不同的災後結果，可不可以先請研究員跟我們分享一

下說這二個個案的內容大概是什麼？ 

【受訪人-朱崇銳】：OK。好，那關於莫拉克颱風在臺灣造成的災害，基本上大家最清楚，最明白就是

小林村，那造成傷亡最慘重的，那當然這個一個很大的風災，事實上它的背後有很多值得我們去探討

的地方。那剛剛主持人有提到，就是南沙魯里跟臺東的大鳥村，這這二個其實是的一個很經典的案例。

那針對這個部分我們中心其實也有在我們電子報裡面曾經專文去探討這個案例。對，那他之所以會值

得去探討，主要是像以南沙魯里來講，他是在高雄市的那瑪夏，現在是區那瑪夏區，對，那那時候一

樣也是在88風災的時候，那因為他們在南沙魯里他們那個村落裡面有幾條土石流潛勢溪流，對那同時

向臺東的大鳥村它其實是在臺東大武鄉。對，那他們一樣也是在社區裡面，他們的社區後面有土石流

潛勢溪流，所以事實上那個環境是類似的，那再來還有就是比較一致的地方，就是當時的累積降雨量。

其實基本上都在1200 millimeter 以上，就是3天累積降雨量都是蠻高的，對，可是最後結果是大鳥村

他死傷人數是零，但是南沙魯里，他死傷人數有35人。 

【主持人-紫筠】：差這麼多。 

【受訪人-朱崇銳】：對，那他其實主要真正最大的差異就在於說，當時他們面對災害的時候，當然有

其中有一點就是我們會發現說，災前跟災後，應該說我們所認知的土石流的影響範圍，對，我們或許

是從未知要到已知嘛，所以說我們一開始可能還沒有那麼多經驗的時候，我們劃定的範圍，但事實上

災情比我們想的都還要再大。對。所以其實它影響範圍是比較大的。事後發現它影響範圍是真的比較

大，那在來就是當時在面臨災害發生的時候，現場有沒有一個明確的領導，就是一個明確的指示，其

中最大的差異就在於因為高雄的那個南沙魯里他們其實過去可能沒有太大的受災經驗，所以他們其實

在現場的土石流防災專員的培訓上面，他們或許就不是那麼的積極。對，那可能有些人對於政府的預

防措施，就是例如說多少 millimeter 的門檻到了是黃色警戒那該做什麼樣的作為，那事實上在訓練不

足的情況底下確實我們都不太會知道災害其實就有可能就在身邊，對，所以導致於說，他們最後撤是

來不及的，但是大鳥村的話，事實上他在那邊的土石流防災專員培訓他們展現出來的積極度還有就是



整個培訓是比較… 

【主持人-紫筠】：防災意識也比較高一點 

【受訪人-朱崇銳】：對，你整體居民的防災意識也會比較高，那因為可能過去有曾經有過受災經驗，

所以他們對於在村民裡面彼此之間他們其實也都知道，當雨下成什麼程度的時候，他們知道我們其實

這裡很危險。 

【主持人-紫筠】：對 

【受訪人-朱崇銳】：對，所以村長一聲令下或者是說有人帶說我們要趕快去去疏散避難。事實上他們

都很願意配合的，因為他們知道這種雨就是危險的 

【主持人-紫筠】：人命比較重要。 

【受訪人-朱崇銳】：對，所以導致於說他們在黃色警戒，跟黃色警戒紅色警戒發佈的時候，事實上他

們撤離的動作是非常確實的。 

【主持人-紫筠】：是。對。所以其實防災的意識觀念真的非常重要，而且如果當你知道說可能天災即

將來臨，你就要做好一些預備措施才不會讓自己可能人的生命受到威脅啊，然後也可以讓整個村莊的

所有居民都能夠安安全全的移動到下一個地方， 

【受訪人-朱崇銳】：對，沒錯。 

【主持人-紫筠】：那剛剛提到了這個案例呢就是我們那時候在莫拉克颱風還蠻經典的一個案例，那還

有一個就是在去年2022年的11月的時候，其實有發生一個一小起的國道走山事件，那其實這個事件

是沒有人沒有造成人員傷亡的，可是這個是事件發生之後，其實十幾年前的那個2010年的國3大走山

這件事件又被挖出來就是討論了嘛，那可是其實我自己很好奇就是說剛剛前面有提到走山通常都會是

大雨啊或者是地震啊等等，才會發生，但國3走山這件事情當天是無風無語欸，怎麼會發生走山這個

事件的發生呢？ 

【受訪人-朱崇銳】：ok 好，這部分就牽涉到我剛剛提到的就是地質條件的不穩定，它的敏感，還有就

是所謂順向坡的影響，那事實上在國道走山那時候我們就已經國道3號走山事件以前也從來都沒有發

生過類似的災害，所以說當一場，我剛剛有提到，當一場大災之後，我們就必須要去探討他的原因，

還有接下來我們應該要有什麼樣子的作為… 

【主持人-紫筠】：措施之類的 

【受訪人-朱崇銳】：對。所以事實上我們在國道上面，我們會發現說，如果說我們把中央地質調查所，

他們所公佈的地質敏感區來看的話，我們看到這一次國道1號的走山事件，那一個區塊本來就是很多

順向坡的地方。 

【主持人-紫筠】：喔~ 

【受訪人-朱崇銳】：對。那事實上有的時候我們會說，當天無風無雨，並不代表他就一定會安全，他

只是說他可能會發生事情的機率比較低。對，那事實上雨的影響也不見得真的是當天下午就會當天就

會有影響，他有可能影響也是很比較可能是幾天後… 

【主持人-紫筠】：水可能都滲透到土壤裡面。 

【受訪人-朱崇銳】：是的。是的。所以說有時候他的影響並不是一個立即性的，對，那我們能做些什

麼事呢？事實上我們在例如說在順向坡上面，接下來就是可能我們對於地底下的狀態地質調查，我們

必須要先做，那再來就是我們也發現說，在國道1號的走山事件的發生前，其實在有一些現場其實都

會有一些些的跡象可循，例如說在坡就是在坡中或坡頂的地方會有一些可能有一些蝕溝或者是有一些

陷落一些跡象，事實上不只是在國道啦，應該說各個地方的崩塌崩塌區你大概都可以隱隱約約發現一

些跡象出來，但是我們為什麼不太會去大張旗鼓的提這些，因為有跡象不代表它一定就是會發生，他

有可能是好幾萬年前他就出現這種東西，也是有可能的，對，所以只能說，我們對於這些地質的調查，

我們要儘可能詳細透明，那接下來的部分就是有關監測，那也不只是這些，像過去之前在我記得去年



在高鐵吧，就是也當然那是很局部的坍方，可是因為它底下是高鐵。 

【主持人-紫筠】：哇，有點危險呢 

【受訪人-朱崇銳】：對對對，但是事實上它確實也讓高鐵速度慢下來一點，就是它發生事情之後，我

們用最快，政府用最快速度把清清理乾淨… 

【主持人-紫筠】：處理掉… 

【受訪人-朱崇銳】：對對對，清淤清掉了，那事實上反應是即時的，但是我們接下來就是每遇到一件

事情，我們就必須思考說，那對，我們對於高鐵是這麼重要的一條幹線，然後還有就是像國道我們應

該要有什麼樣子的監測作為或是什麼樣的防護機制。事實上災害本身，雖然說是悲慘的，但是事實上

我們從裡面可以學到非常非常多寶貴的經驗。 

【主持人-紫筠】：是。就像有研究員。剛剛你有說到說，我們每一次地災之後透過一些土地地質的調

查，或者是一些災害防治的一些處理，然後慢慢地就建立起一個安全網，所以在之後可能有一些跡象

發生，我們就可以很立即的去把這些事情去做處理，然後讓人民比較不會那麼的擔心。又剛剛有提到

說可能無風無雨，還是會有災害的狀況發生。但民眾其實也不用杞人憂天，就是說啊怎麼辦？我可能

有時候開車開會不會哪裡坍塌下來，這樣其實還是有很多比如說防護坡的設計就幫大家都有做好一些

基礎的保護措施了啦。 

【受訪人-朱崇銳】：對，沒錯。 

【主持人-紫筠】：是。那可是災害往往他都會是帶來一些負面的消息。可是我們應該要把它視為是就

是一個天然災害呢還是他其實也算是一種自然現象？ 

【受訪人-朱崇銳】：所以其實從剛剛我們在聊天的過程裡面，我們其實就可以知道說，我們面臨災害

的時候，我們常常都會覺得他是一場悲劇。 

【主持人-紫筠】：是。 

【受訪人-朱崇銳】：對，特別是當特別，是當有人命傷亡的時候，但事實上這其實也都是一次又一次

給我們不斷的挑戰，還有這些功課。對，那也是要讓我們更熟悉我們的生活環境。所以說災害他是不

是一場悲劇？事實上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二面的，一體二面的，那對於未來的生活我們可以從災害裡面

去做學習，那事實上我們為什麼我們現在有這麼多的監測設備或者是有這麼多幫我們去調查或者是去

釐清各個災害背後的原因，事實上他的驅動力就是災害本身，對，所以災害所帶來的並不全然都是負

面的事。 

【主持人-紫筠】：是。 

【受訪人-朱崇銳】：對，甚至於我們也可以知道說，我們常去假設說，我們去山上去山地走的時候，

我們去遊玩的時候，我們常常都會看到說有，例如說在村落附近會有一些像溪流溪床旁邊會有人種植

一些作物嘛。 

【主持人-紫筠】：是。 

【受訪人-朱崇銳】：對，那事實像這些很有可能都是過去那裡可能還沒有住人的時候，然後它發生的

土石流，對那他土石流上面下來的土石燎原它堆積在河道上的時候，他其實是非常豐沃的土壤。對，

那所以後來當有人去居住的時候，他發現這邊可以他他的他的地質是非常好的，所以他事實上他可以

帶來一些經濟的效益效應出來，對那也可以維生，對所以事實上這個你說他是災害嘛，但是他並不全

然都是這樣，就都是負面的，對那至於說我們要怎麼樣子去避免這些災害，那就是靠我們後天我們對

他的認識，事實上當有災的時候，我們能夠及時的避災，這才是最重要的。 

【主持人-紫筠】：是是是。就像我們應該要與災害共存， 

【受訪人-朱崇銳】：對，大概是這樣… 

【主持人-紫筠】：那除了要瞭解一下這些地質之外，我們其實也要好好瞭解自己對於防災的知識，那

可不可以請研究員先跟我們講說我們應該要去到那裡瞭解到這些防災知識，就像剛剛有提到的幾個網



站，可不可以再幫我們跟聽眾朋友們說一下呢？ 

【受訪人-朱崇銳】：ok。好那有關坡地災害的部分。那可以上我們中心的網站有一些資料可以查，那

事實上我們在各個專業分組裡面，事實上我們也都建構一些網站，例如說像你可以到 google 上面，

去查災害潛勢地圖是對災害潛勢地圖的話，他就會用 GIS 的方式，然後讓你可以就有點像 googlemap

這樣子，然後他就整個臺灣畫給你然後你可以 zoom in 到你想要查的地方，例如說查你家附近，它不

只是順向坡逆向坡這些東西而已，它還有的說土石流潛勢溪流啦位於哪裡啦，或是他影響範圍是大概

到哪邊之類的。那甚至於還有例如說像土壤液化，或者是像淹水區，我下多少 millimeter 雨的時候哪

些區域會淹水？所以不單單只有坡地災害而是各是這樣的災害類別，我們在災害潛勢地圖上面，我們

其實都可以都可以查詢。 

【主持人-紫筠】：前置地圖的前置是前面的前。然後置頂的置嗎？ 

【受訪人-朱崇銳】：不是不是，潛勢地圖。 

【主持人-紫筠】：喔~潛勢地圖 

【受訪人-朱崇銳】：對，潛應該是潛力的… 

【主持人-紫筠】：潛力的潛。 

【受訪人-朱崇銳】：對，潛勢地圖 

【主持人-紫筠】：潛勢地圖 

【受訪人-朱崇銳】：災害潛勢地圖。所以去查這個網站可以讓你對於你說你的生活環境會更加的瞭解，

對。那如果要更專業一點的話，事實上也可以上水保局的網站，去查一些土石流或者是大規模崩塌的

相關資料，包含如果假設對於這真的是很好奇這個現象呢想要多瞭解一點的專業知識的話，那事實上

也可以在水保局或是中央地質調查所，他們的網站上面，也都會有很明確的定義，什麼叫做土石流，

對，然後大概會發生在哪些地方。然後也災害應變的時候，我們就會看到說哪一個村里他的警戒的雨

量值是什麼定義這樣子。 

【主持人-紫筠】：是。好，剛剛研究員跟我們分享了幾個網站的資訊，如果聽眾朋友們呢對於這些資

訊非常的有興趣的話，也想要瞭解的話，都可以去看看，甚至呢如果你有空上去滑一滑，認識一下自

己家鄉旁邊的土地大概長什麼樣子？或者是今天的降雨量啊或者是有沒有可能發生一些災害的原因

可以充分自己的所學知能跟大家分享，其實也是還滿不錯的。 

【受訪人-朱崇銳】：沒錯。沒錯。 

【主持人-紫筠】：對。好，那節目最後其實我有個好奇的事情。是其實坡地災害發生之後可能會造成

一些地勢的改動，對不對？ 

【受訪人-朱崇銳】：對。 

【主持人-紫筠】：那坡地災害發生大概會有什麼樣的譬如說天然的堰塞湖，還是還有什麼東西會產生

嗎？ 

【受訪人-朱崇銳】：像主持人剛剛提到了堰塞湖，他其實是坡地災害後續衍生出來的一種，另外一種

型態的災害，例如說當一個崩塌發生的時候，崩塌發生的時候，通常在山林裡面它發生有可能他會堵

住河道。所以我們當初小林村這個部分也是我們在小林村這個事件裡面，我們學到我們才學會說，我

原來堰塞湖後面影響的是會這麼的巨大。因為小林村當他後面的線路山崩塌之後，他把他把那個底下

的楠梓仙溪給擋住了，對，那導致於說他水流不過去，所以它變成說有點像是一個天然壩，是一個天

然的水壩在那邊，但是可以想像那不是水泥設計鋼筋水泥設計蓋出來的東西，所以他其實是非常脆弱

的。當它後面的水到一定高度的時候，他事實上他是會潰，當他潰壩，對，大潰堤的時候它的下游，

如果假設在河道上面都沒有住人的話，那基本上他可能潰散之後，就沒事了。絕大多數了堰塞湖我們

在山林裡面是都是這個現象，就是很有可能他潰散之後就是可能下游的居民，可能距離1、2公里外，

事實上影響還不大，可是小林村就不是，它就剛好就比較不幸一點，他就潰壩之後… 



【主持人-紫筠】：馬上就受到影響。 

【受訪人-朱崇銳】：對，所以就會被整個淹沒了。所以事實上對於崩塌本身，他是不是真的直接會去

淹蓋掉你家或者淹蓋掉哪，所以這有可能還不是這麼直接，但是剛剛您提到就是地勢上面的改變，也

確實是會造成二次的傷害，對像剛剛堰塞湖就是一個案例，所以這其實基本上都是一個連續的過程，

我們必須要去通盤的去考量的。 

【主持人-紫筠】：是。是。是。好，那今天呢因為透過跟研究員的對談才發現說，其實很多事情是我

們原本都不知道，但可能事件發生之後，我們去透過去瞭解，然後才可以有更往後一步的發展，也去

瞭解它這樣子。 

【受訪人-朱崇銳】：是。 

【主持人-紫筠】：好，那今天呢節目當中也謝謝我們的朱崇銳研究員來跟我們分享關於坡地災害，對

我們人民產生的影響。好，那今天就謝謝研究員。謝謝。 

【受訪人-朱崇銳】：謝謝大家。 

【主持人-紫筠】：好，那我們的節目就到這邊告一段落囉！那也請大家繼續支持每週一到週五早上9

點05分的生活 In Design，我是紫筠，大家掰掰。 

 

<逐字稿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