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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近年來，極端氣候及土地超限利用造成全球的災害頻仍，使災害脆弱性之研究也

愈趨重要。臺灣為海島國家，在面對全球環境變遷時，相對於其他國家更顯得脆弱。

尤其是每年國內發生的土石流災害均造成居民生命財產的嚴重損失。 

有鑑於此，首先利用文獻回顧、德爾菲法及層級程序分析法，建立土石流災害的

社會脆弱性之指標系統，共有暴露與敏感性、社區防災能力及居民調適能力等三個面

向。其次，進行南投縣水里鄉各村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之指數分析，以確認社會

脆弱性較高及較低的地區，研究發現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確實存在地域性的差異，

水里鄉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指數較高者為新山村、興隆村及民和村，較低者為上

安村、新城村及鉅工村。 

最後，進一步探討南投縣水里鄉上安社區土石流災害的人文意涵。利用參與觀察

法和深度訪談法的方式，聚焦於社區居民在土石流災害時所面臨的生計壓力，及影響

其調適性的因素。研究發現，居民災害識覺與經驗、緊密的社會網絡、多樣化的生計、

制度及經濟援助，將有助於提升調適能力。然而，改變社區居民的生計活動，卻也可

能損害了其他方面的調適能力，而出現新的脆弱性問題，包括災害識覺逐轉弱化、社

區資源分配不公、弱勢族群更加脆弱、工程並非完全可靠及生態環境更加脆弱等。希

冀本研究成果可作為日後相關研究架構的參考，以及未來政府在災害管理上的決策方

針。 

 

 

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土石流災害、水里鄉、社會脆弱性、暴露-敏感性、調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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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Social Vulnerability to Debris Flow Hazard 

-Case Study of Shueili Township in Nantou County 

Ji-Jia, Chen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extreme climate and land overuse have led to frequent disasters 

worldwide, which considerably promotes the importance of research on hazard 

vulnerability. As an island country, Taiwan is more vulnerable, compared with other 

countries, when facing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s. Among all natural disasters, debris 

flow hazard happening in Taiwan each year causes critical loss of lives and properties to 

residents here.  

Due to the above mentioned, this study first main uses literature review, Delphi 

Method and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to count the weight of all indexes and establish the 

social vulnerability for debris flow hazard indexes framework. According to the study 

results, there were three aspects in the framework, including exposure-sensitivity, 

community resilient capacity and residents adaptive capacity. In addition, this study chose 

the Shueili Township as the case to assess the vulnerability by the above indexes. The 

assessment results show there are some distinct spatial patterns in the social vulnerability 

for debris flow hazard, with the most vulnerable villages being in Xinshan village, 

Xinglong, and Minhe village. Moreover, Shang’an village, Xincheng village, and jugong 

village are low vulnerable villages. 

Finally, this essay focuses on the human implications of debris flow hazard happening 

in Shang’an Community in Shueili Township, Nantou County. Employing methods 

including participation observation, and depth interview, it concentrates on the pressure of 

livelihood when the residents suffer from debris flow hazard, and on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determinants of adaptation. This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acquisition of hazard 

perception and learning, strong social networks, diversity of livelihood,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support, helps improve adaptive capacity. Nevertheless, by chang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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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lihoods of those residents, it is also possible to do harm to adaptive capacity in other 

aspects, and thus results in emerging vulnerabilities. Hopefully,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could be important references in hazard management for the future government. 

Keyword:  debris flow hazard, Shueili Township , social vulnerability, exposure-sensitivity, 

adjustment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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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透過脆弱性指標評估，諸如危險地點、人口結構或經濟背景等，能夠清楚地呈現

哪些地區與哪些人在災害衝擊下是最容易受損的。且在災害管理、減災觀念日趨提升

的趨勢下，目前不論是研究單位或政府部門在相關防救災工作之推行及災害評估與分

析時，皆重視脆弱性的概念。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背景與動機 

1-1-1 研究背景研究背景研究背景研究背景：：：：全球氣候變遷下的災害研究全球氣候變遷下的災害研究全球氣候變遷下的災害研究全球氣候變遷下的災害研究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工作小組」(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f Climate Change, 

IPCC)1 於2007年4月7日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舉行的會議，提供一份「給決策者的

摘要」(SPM, Summary for Policymakers) 報告中指出，如果人類無法遏阻或延緩全球

暖化效應，將導致海平面上升、30%動植物物種面臨滅絕危機、氣候型態劇烈轉變、

水旱災風險大幅上升、水資源枯竭、饑荒與傳染病大行其道等危機，且全球沒有一個

大陸可以置身事外 (IPCC, 2007)。事實上，這樣的現象正在發生中，如2003年的熱浪，

使歐洲地區三萬多位老人因熱衰竭而死亡；2005年美國西部的卡翠納颶風肆虐，至少

有25萬人被迫遷離家園，而成為全球氣候變遷下的「環境難民」。 

氣候變遷的衝擊是全球性的，臺灣自然地也受到暖化或極端氣候事件的危害，將

直接衝擊全島的水資源、農業生產、公共衛生及生態環境等。研究發現臺灣廿世紀以

來的氣候暖化速率約為全球平均值的二倍(陳國彥等，1997)，且 1980 年代後期發生

高溫的機率增加，增溫趨勢夏季比冬季明顯，導致日夜溫差變小、全年日照時數縮短、

連續乾旱天數逐漸變長，尤其南部情況更加明顯、降雨強度變大等異常現象。科學家

更估計暖化效應會造成臺灣所處的亞太地區海平面在 2030年上升 16 公分，2070年

將升高 50 公分，如此一來臺灣將面臨淹水的危機，特別是對飽受地層下陷之苦的西

部沿海地區民眾，無疑是雪上加霜的警訊。而上升的海平面將會加速土地鹽化，使得

淡水資源匱乏，不僅會形成缺水危機，更會造成農作歉收。又逐年上升的氣溫也增強

了北太平洋的空氣對流，使得颱風形成機率增加，造成人民生命財產的威脅，這些皆

是臺灣面臨全球氣候變遷時必須面對的問題。 

此外，IPCC主席亦宣稱：「面對這種氣候變遷，貧窮人民最為脆弱，也將遭到最

嚴重的打擊。這個問題是國際社會的責任 (IPCC, 2007)。」就以非洲而言，科學家估

計到 2020年時，非洲約有兩億五千萬人將面臨水資源不足的危機，部分國家的糧食

                                                 
1 IPCC 為氣候變遷衝擊報告的權威組織，是探討氣候變遷下脆弱性研究的正式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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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量會遽跌一半，導致大規模營養不良。且這些窮困國家為了因應全球暖化，將消耗

國內生產毛額 5%到 10%，形成國家龐大的負擔。此現象說明了人類系統在面對自然

環境變化時所顯現出的脆弱性，更認知到人類系統不同的特質與能力，在受到環境衝

擊後會有不同的影響程度。因此，自 1990年起國際上在進行環境變遷的災害研究時，

多從衝擊為主的研究方法2 (impacts-led approach) 轉移到以脆弱性為主的研究方法 

(vulnerability-led approach) (林冠慧，2004)。脆弱性研究方法以為「脆弱性源自於人

類自身」的反省，促使災害研究的層面擴大到難以量化計算的結構性因素，如社會、

政治及經濟等影響，更深層地探討人們在災害歷程中基於何種社會性基礎、特質與條

件，做出什麼選擇與決定以回應或調適，亦會影響災難發生的結果。是故，脆弱性研

究方法的重要性不但有利於整合災害研究的發展，更與永續發展的理念接軌，以解決

日後人類生存與環境保護的問題。 

有鑑於國際學術上對於脆弱性研究的重視，已累積相當的文獻，並且廣泛地應用

於環境資源管理、風險評估、災害防治與社區發展等面向上，而臺灣在脆弱性研究上，

無論是研究數量、研究議題及方法論的探討皆較為不足。因此，本文試圖回顧國際上

脆弱性研究的相關文獻，以瞭解脆弱性研究如何發展，其主要的研究議題、取徑與評

估方法為何？並同時反省當前國內社會脆弱性研究的缺失，進而提出適合國內災害的

社會脆弱性評估之架構，希冀以在臺灣的發展脈絡下，有更多與國際研究進行對話的

空間。 

 

1-1-2 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極端氣候事件下加劇臺灣的土石流極端氣候事件下加劇臺灣的土石流極端氣候事件下加劇臺灣的土石流極端氣候事件下加劇臺灣的土石流災害災害災害災害 

2007年 IPCC針對全球各區域進行脆弱性評估，指出「小島國家人類系統的調適

能力一般而言是較低的且脆弱性高，故在各國中小島國家因氣候變化所受的衝擊最為

嚴重。在未來的一百年內，海平面將以每年 5釐米的速度升高，將導致海岸被侵蝕與

土地流失。海洋生態系統、漁業及觀光業等可能因氣候變化或海平面上升而面臨嚴重

的衝擊」(IPCC, 2007)。所謂海島的脆弱性高，是指它在自然環境生態條件上既開放

又孤立，善變不穩定，以及受各種天災的高度侵略性和低度防堵性，這些特殊性的綜

合結果即是自然脆弱性。而伴隨著自然脆弱性是社會脆弱性，乃指海島經濟往往禁不

起來自經濟外部的重大打擊，因為它高度依賴開放的對外貿易，更強烈地依靠進口能

源，也缺少足以作為外來經濟衝擊緩衝的腹地。是故，海島國家在面對全球環境變遷

時，比起其他大陸區域更加的脆弱。 
                                                 
2 主要是分析物理性災害的演化，傳統上乃根據環境變遷模式及人口預測，以檢視未來哪些人類群體

及系統是暴露在此災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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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臺灣位處環太平洋地震帶與颱風路徑上，有四分之三面積屬山坡地，地質複

雜脆弱且多斷層，加上近年來全球氣候變遷下極端氣候事件更劇烈，異常的強風、豪

雨及降雨集中(表1-1)，致使山坡地發生重大崩塌、地滑或土石流災害的規模遠大於從

前，且變得更難以掌握及防範(表1-2)。 

表表表表1-1 近年來臺灣發生重大颱風災害的降雨量近年來臺灣發生重大颱風災害的降雨量近年來臺灣發生重大颱風災害的降雨量近年來臺灣發生重大颱風災害的降雨量 

年代 颱風名稱 最大降雨強度(mm/hr) 總累積降雨量(mm) 

1996.07 賀伯颱風 嘉義縣奮起湖(112.0) 嘉義縣阿里山站(1987.0) 

2001.07 桃芝颱風 花蓮縣光復站(146.5) 南投縣神木站(757.0) 

2001.09 納莉颱風 宜蘭縣太平山站(142.0) 宜蘭縣古魯站(1462.0) 

2004.06 敏督利颱風 南投縣九份二山(167.0) 高雄縣西南站(2004.5) 

2009.08 莫拉克颱風 屏東縣尾寮山測站(119.8) 嘉義縣阿里山站(2900.0) 

2010.10 梅姬颱風 宜蘭蘇澳站(181.5) 宜蘭蘇澳站(1535.0) 

資料來源：農委會水保局網站，2010 

表表表表1-2 近年來臺灣發生重大颱風災害的損失情形近年來臺灣發生重大颱風災害的損失情形近年來臺灣發生重大颱風災害的損失情形近年來臺灣發生重大颱風災害的損失情形 

年代 颱風名稱 死亡 

人數 

失蹤 

人數 

受傷 

人數 

坡地崩塌 

及土石流(處) 

道路 

中斷(處) 

農業 

總損失(億) 

1996.07 賀伯颱風 51 22 456 177 101 199.14 

2001.07 桃芝颱風 103 111 189 673 111 77.79 

2001.09 納莉颱風 94 10 265 475 100 41.73 

2004.06 敏督利颱風 29 12 16 1023 134 90.05 

2009.08 莫拉克颱風 619 76 446 856 254 1646.86 

2010.10 梅姬颱風 38 0 96 65 46 1.35 

資料來源：內政部消防署、農委會水保局網站，2010 

自1996年賀伯颱風3挾帶豪雨侵襲臺灣，釀成南投縣新中橫公路沿線之水里鄉郡

坑村、信義鄉豐丘村、同富及神木村等地發生嚴重的土石流，淹沒良田房舍、沖毀公

共設施並造成27人死亡、14人失蹤的慘劇，土石流問題才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1999

年九二一大地震，其強烈的震度將山區地層震得崩塌鬆動，使原本地質不佳的山坡地

變得更加脆弱，每遇豪雨就會引發規模大小不一的土石流災害，尤其2001年桃芝颱風

挾帶著豐沛雨水，在中部山區與花蓮地區降雨超過700 mm，造成大規模的土石流災

害，導致105人死亡，109人失蹤，其災害的規模已明顯不同於以往經驗，顯示土石流

災害已日趨嚴重。又2004年7月2日敏督利颱風引進強烈西南氣流之暴雨造成大量溪河

                                                 
3 民國 85年 7 月 31 日 強烈之賀伯颱風挾帶著強風暴雨侵襲台灣本島，阿里山之觀測記錄顯示，在 7
月 31 日及 8 月 1 日之日雨量分別為 1095及 892公釐，打破其設站約 60 年的紀錄。從 7 月 31 日至 8
月 1 日 24 小時連續降雨量更高達 1748 公釐，此降雨紀錄是台灣之最大降雨紀錄，同時也接近世界之

最大降雨紀錄。新中橫公路為受災最嚴重的地點之一，災害嚴重地點至少 20 處，造成死亡及失蹤人

數分別達 51 人及 22 人，受傷人數 463人 (行政院農委會網站，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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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流動，災害嚴重者共計為135處，其中尤以台中縣與南投縣為最嚴重。土石流嚴

重者有台中縣和平鄉博愛村松鶴部落、自由村達觀部落、以及南投縣仁愛鄉(南豐村、

親愛村、合作村)等五處共有29人死亡、12人失蹤、16人受傷 (行政院農委會網站，

2008)。2009年8月8日莫拉克颱風挾帶強烈西南氣流，短短兩天累積雨量高達2900 mm，

不僅破歷史上最大降雨量，同時也重創高雄、屏東、台東、嘉義及南投山區和沿海地

區，死傷超過千人。是故，近年來受到極端氣候事件發生頻繁的驅動影響下，出現愈

來愈多且嚴重的土石流災情，造成臺灣坡地居民的生命財產飽受威脅及損害。因此，

政府及人民應如何因應以降低受災的風險及脆弱性，乃是當前需要重視的問題。 

有鑑於土石流帶來嚴重的災害，早期公部門常以硬體或是工程結構的方式來治理

災害，如野溪整治或攔砂壩 (如李明晃，1989)等。直至近年，則由事後補救措施轉

向事前防患對策的趨勢，如預警系統的建立 (如謝正倫，1992)。然而以上幾種方式

大都是由上往下、由中央向地方的管理機制，直至2002年1月18日函頒「社區防災總

體營造實施計畫」，由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作為推動防災社區之單一窗口，負責統

籌辦理全國十個防災示範社區4之推動，期能結合社區防救災體系，運用社區工作專

業方法，並整合社區內、外資源，激發民眾建立防災意識，致力於自我社區抗災、避

災及減災等預防措施。近年來由下而上的災害防治方式已漸漸受到重視，然而相關研

究也發現在推動社區防災的成效上並沒有預期理想 (如魏雅蘭，2001；陳亮全，2003)，

能夠真正具備抗災能力的社區或居民實為少數，究竟是什麼原因限制或有助於提升居

民的調適能力，是目前災害研究值得深入探討的課題。 

                                                 
4
由九二一重建會從軟體的防災社區出發，研擬「行政院九二一重建會社區防災、減災總體營造實施計

畫」，辦理「行政院九二一重建會社區總體營造防災社區試辦點」方案實施計畫，並選定九二一重建

區南投縣內六個社區做為推動「防災社區」的試辦點，而災害防救委員會亦選定非九二一重建區的四

個土石流及水災受災社區(含花蓮縣及台北縣)做為試辦點，包括台北縣汐止市城中城社區、花蓮縣光

復鄉大興村、萬榮鄉見晴村、鳳村鎮鳳義里社區、南投縣信義鄉豐丘村、地利村、古坑鄉華山社區、

東勢鎮慶福社區、鹿谷鄉內湖村及水里鄉上安村、竹山鎮木屐寮社區(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網站，

2008)。 



 

 5

            

 

本質上，土石流發生區有著特定的自然環境，而就以「災害」的觀點而言，災害

之所以形成是因為有人的存在才會產生所謂的災害，災害的存在涉及人類的主動與選

擇 (黃朝恩，2000)。因此，當土石流由自然的物理運動轉化為災害時，該地自然環

境及生活其中的人們都是需要被討論的。當居民面對土石流災害時是否具有調適能力？

在過程中是什麼原因限制其調適能力？又不同地方具有不同的自然環境及獨特的社

會脈絡在面對災害時是否有不同的脆弱性及調適能力？是什麼原因造成彼此的差異

性或共同性？這些問題皆有待研究者進一步地探討。 

是故，本研究主要進行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研究，以作為未來災害發生時決

策者的管理原則及減低受災的程度，並希冀建立臺灣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評估架

構，以提供未來相關研究之參考。 

 

 

 

 

 

 

 

 

 

 

 

 

從空中看草屯、國姓一帶九九峰，在敏督利颱風豪

雨過後，群峰間的土石流痕跡，清晰可見 

2002 年 2 月 花蓮 

見晴村原住民部

落慘遭土石流侵

襲，一間間的房舍

瞬間被掩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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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綜合上述，有鑑於近年來國際學術上對於災害脆弱性研究的重視，再加上臺灣為

海島國家在面對全球環境變遷時，相對於其他國家更顯得脆弱。尤其是在極端氣候影

響下，山坡地土石流災害每年均造成該區居民生命財產的嚴重損失。由此，本文針對

土石流災害進行社會脆弱性評估研究，以做為未來政府在災害管理上的決策參考。具

體的研究目的如下： 

1.建構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指標系統之架構。 

2.進行南投縣水里鄉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之指數分析，為國內災害管理提供適當

的建議。 

3.質性研究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以瞭解上安社區居民面對災害的調適行為及決

策過程。 

4.由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評估架構，討論此一研究方法的有效性，以做為其他地

區進一步研究的參考及未來災害管理的依據。 

 

 

 

 

 

 

 

 

 

 

 

 

 

 

 

 

 



 

 

1-3-1研究區的選擇研究區的選擇研究區的選擇研究區的選擇 

本研究選取南投縣水里鄉作為研究區域

投縣歷經賀伯颱風、九二一大地震

次數頻繁，每逢颱風豪雨之侵襲

保局2009年所公布的1503 

總數高達208 條(圖1-1)，雖僅次於臺北縣

其中，以南投縣境內土石流潛勢溪流之

鄉總數最高，其次為水里鄉

示此鄉實具有本研究主題的代表性

由於災害脆弱性評估的目的並非在精確地推算人員傷亡或財物損失的數據

是評估「相對」的可能損失程度

有不同的結果。為了能夠更具體掌握及呈現地方的社

里鄉境內具有土石流潛勢溪流分佈的各

民和村、玉峰村、車埕村

興隆村等11個村。 

圖圖圖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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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研究區概況研究區概況研究區概況研究區概況 

本研究選取南投縣水里鄉作為研究區域，乃因由歷年國內土石流災害統計中

九二一大地震、桃芝颱風及莫拉克颱風等侵襲，

每逢颱風豪雨之侵襲，往往造成土石流之重大災害，依據行政院農委會水

1503 條土石流潛勢溪流資料之中，南投縣境內土石流潛勢溪流

雖僅次於臺北縣，但就受災次數而言，則以南投縣次數最高

以南投縣境內土石流潛勢溪流之「高優先處理順序」總數 (

其次為水里鄉。但以「總保全戶數」而言，水里鄉則高居全縣之冠

示此鄉實具有本研究主題的代表性。 

由於災害脆弱性評估的目的並非在精確地推算人員傷亡或財物損失的數據

的可能損失程度，此也隱含選定的研究空間尺度若不同

為了能夠更具體掌握及呈現地方的社會脆弱性，本研究擬以南投縣水

里鄉境內具有土石流潛勢溪流分佈的各「村」作為量化評估之空間單位

車埕村、郡坑村、頂崁村、新山村、新城村、新興村

-1 臺灣各縣市土石流潛勢溪流分布統計圖臺灣各縣市土石流潛勢溪流分布統計圖臺灣各縣市土石流潛勢溪流分布統計圖臺灣各縣市土石流潛勢溪流分布統計圖 

資料來源：農委會水保局網站，2009

135

218

95

208

163
162

1503

500 1000 1500 2000

溪流數(條)

溪流數

乃因由歷年國內土石流災害統計中，南

，境內發生土石流

依據行政院農委會水

南投縣境內土石流潛勢溪流

則以南投縣次數最高。

(表1-3)而言，信義

高居全縣之冠，顯

由於災害脆弱性評估的目的並非在精確地推算人員傷亡或財物損失的數據，而

此也隱含選定的研究空間尺度若不同，會使脆弱性

本研究擬以南投縣水

作為量化評估之空間單位，包含上安村、

新興村、鉅工村、

 

2009 

溪流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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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1-3 南投縣內土石流潛勢溪流之處理順序總數及總保全戶數統計表南投縣內土石流潛勢溪流之處理順序總數及總保全戶數統計表南投縣內土石流潛勢溪流之處理順序總數及總保全戶數統計表南投縣內土石流潛勢溪流之處理順序總數及總保全戶數統計表 

鄉鎮 高優先處理順

序總數 

中優先處理順

序總數 

低優先處理順

序總數 

總保全戶數 總保全人口數 

中寮鄉 2 0 3 23 121 

仁愛鄉 5 10 13 234 490 

水里鄉 12 10 7 357 973 

竹山鄉 4 0 2 10 280 

信義鄉 16 8 4 236 904 

埔里鄉 9 22 13 10 809 

草屯鄉 2 3 0 0 243 

國姓鄉 9 9 14 190 492 

魚池鄉 1 4 1 60 48 

鹿谷鄉 9 4 1 0 231 

集集鎮 0 1 0 35 4 

名間鄉 0 1 0 13 60 

合計 69 72 58 1158 4960 

                                   資料來源：南投縣災害應變中心網站，2008 

1-3-2研究區概況研究區概況研究區概況研究區概況 

水里鄉位於濁水溪上游，居南投縣之中央，東臨魚池鄉，南接信義鄉，西連

集集鄉、鹿谷鄉、北臨中寮鄉、國姓鄉，居南投縣地理交通上之重要位置。水里

鄉總面積為972.24公頃，境內共有十九村，分別為新興、車埕、新城、水里、農

富、鉅工、城中、中央、北埔、南光、永豐、頂崁、民和、玉峰、永興、興隆、

新山、郡坑、上安村(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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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1-2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區域圖區域圖區域圖區域圖 

(一)自然環境 

依據《水里鄉志》記載，水里鄉地形變化由東向西降低，南向則屬於平緩的台地

地形與河谷地形，鄉鎮範圍屬於集集山脈及鳳凰山地，集集山脈為西部衝上斷層山地，

但屬低連山地，地形起伏較大且陡峭。在地質土壤方面，水里鄉地質屬於新地質結構，

為第四紀沖積層及第三紀中新上新世砂岩頁岩層。土壤係由山地河谷沖積而成，涵蓋

黃壤、崩積土、石質土、砂岩土、砂頁岩、板岩混合沖積土等六類。土壤之生成受母

質及地形影響較大，水里鄉屬崩壤土，主要分佈於丘陵地及山地較陡之坡下，成土後

較不穩定，構造亦不安定。 

水里鄉平均溫度為 20.3℃，以一月平均溫度最低，約為 14.6℃，而七月平均溫度

最高，約為 24.4℃。年平均總降雨量約 2,271 mm，且大部份雨量集中於五至九月之

梅雨、颱風季節約佔全年總雨量的 78%。 

 



 

 

(二)災情案例 

水里鄉境內土石流潛勢溪流分佈共有

村(2)、民和村(3)、玉峰村

村(2)、新興村(3)、鉅工村(1)

1-4)。 

圖圖圖圖 1

                           

 

表表表表 1-4 水里鄉重大土石流災例表水里鄉重大土石流災例表水里鄉重大土石流災例表水里鄉重大土石流災例表

事件 時間

(民國) 

村里 溪流

名稱 

賀伯

颱風 

85.7.31 郡坑村 二廍 

坑 

上安村 三廍 

10

水里鄉境內土石流潛勢溪流分佈共有 22 條，分佈於 11 個村(圖

玉峰村(1)、車埕村(4)、郡坑村(3)、頂崁村(2)、

(1)、興隆村(4)(附錄一)。近年水里鄉重大土石流災害如下

1-3 南投縣水里鄉南投縣水里鄉南投縣水里鄉南投縣水里鄉土石流潛勢溪流分布土石流潛勢溪流分布土石流潛勢溪流分布土石流潛勢溪流分布圖圖圖圖 

                           資料來源：農委會水土保持局網站，200

水里鄉重大土石流災例表水里鄉重大土石流災例表水里鄉重大土石流災例表水里鄉重大土石流災例表 

 

潛勢溪流

編號 

災害概述 

 南投 069 郡坑附近橋下涵洞排水斷面不足

塞，導致土石淤塞改道而波及兩岸

棟、半倒3 棟，並造成8 人死亡之慘劇

 南投 071 賀伯颱風三廍坑上游林相遭破壞

圖 1-3)，包括上安

、新山村(2)、新城

近年水里鄉重大土石流災害如下(表

 

2009 

郡坑附近橋下涵洞排水斷面不足，遭土砂礫石堵

導致土石淤塞改道而波及兩岸，房屋全倒14 

人死亡之慘劇 

賀伯颱風三廍坑上游林相遭破壞，中上游間有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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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 石災害 

豪雨 90.6.6 民和村   土石流造成6戶房屋半毀，且新中橫公路中斷 

桃芝

颱風 

90.7.30 上安村 三廍 

坑 

南投 071 大量土砂沿著三廍坑溪傾瀉而下，共計造成上安

村死亡失蹤人口17 人，田園流失80 餘甲，房屋

全倒26 戶、半倒29 戶、公共工程完全損毀，財

損超過80 餘戶 

90.7.31 郡坑村 二廍 

坑 

南投 069 造成房屋全倒14 棟、半倒7 棟，有一人遭流失，

台21 線公路路基沖毀，農田流失60 公頃 

豪雨 90.6.6 民和村 益則

坑 

投縣

DF175 

土石流造成6戶房屋半毀，及新中橫中斷 

敏督

利颱

風 

93.7.3 新山村 陳有

蘭溪 

投縣

DF170 

爆發土石流，道路中斷 

豪雨 94.6.10 上安村 三廍 

坑 

南投 071 安山三號橋旁道路遭淤埋 80 公尺，且右岸支流土

石流溢流河道，淤埋三廍巷 20 號前庭院及左側道

路 

莫拉

克颱

風 

98.8.9 新山村 陳有

蘭溪 

投縣

DF170 

壽山橋附近溪流淘空內陸 100公尺，沿線 20 戶民

宅崩落溪水中，尚有 10餘戶房屋基礎受到淘空的

情形 

98.8.19 玉峰村 野溪  河道中土石發生流動，堵塞大坑橋橋孔，並造成

護岸、防砂壩毀損 

資料來源：農委會土石流防災資訊網，2009 

               

 

(三)人文環境 

2001年 7 月 31 日土石流發生後

郡坑溪沿岸的房舍 
賀伯颱風後水里鄉郡坑村發生土

石流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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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水里鄉志》記載，水里鄉屬於臺灣開發較晚地區，與西部平原或北部

濱海地區相較之下，屬晚開發之年輕城鎮。水里地區原屬於臺灣原住民聚居之所，

於清光緒三年，平地漢民陳世傳者來此狩獵，經山地同胞之允許，得以在此居住

墾殖，定居於水沙連（今頂崁村）從事農業開發。從此開啟漢人遷居水里鄉的歷

史。 

日據時代時，曾有新竹人前來調查的樟腦事業，因此地適宜墾殖，而引起平

地居民陸續進入經營樟腦事業，使得當地人口日益增加。當時森林茂盛，林業也

非常發達，為木材之集散中心，目前水里地區尚保留許多木材加工廠，如車埕的

振昌木廠。由於當時水里地區地屬寒冷水量豐沛，故取名為「水裡坑」，此乃「水

里」一名最初之由來。 

民國前三年，由於日軍為舉伐山地原住民開採山地資源，而開闢道路由名間

經水里、頭社、魚池至埔里，並設置糖廠，鼓勵人民種植甘蔗，以致平地人遽增，

使得原住民同胞飽受日人壓迫，於是逐漸遷居水社、信義一帶。至民國十年，日

人於日月潭建抽蓄電廠。民國十二年接著興建鉅工發電廠，工商雲集，人口成長，

地方日益繁榮。 

自臺灣光復後，水裡坑原屬於集集鎮之管轄區，至民國三十九年正式劃分為

水裡鄉，少了「坑」字。民國四十四年經行政院重新調整後，將鹿谷之永興、玉

峰村劃入水裡鄉。民國五十五年，因「水裡」一名意義頗有失當，奉准更名「水

里」，沿用至今。依水里鄉戶政事務所資料顯示，目前水里鄉共計有19個村，215

鄰，7231戶(表1-5)，與其他鄉村一樣，當地人口呈現逐漸向外移動的趨勢，雖然

總人口戶數增加，但總人口數卻是呈現下降的趨勢。全鄉滿15歲以上就業人口，

以從事農林牧業者佔最多數，約56.70%，其中以務農為主，其次為社會服務及個

人服務業，佔14.77%。 

水里鄉的農業生產主要以梅、香蕉為主，兩者種植面積幾乎達水里鄉農地面積之

一半，為水里鄉最主要的農產品。 

 
表表表表1-5 水里鄉總戶數及人口數一覽表水里鄉總戶數及人口數一覽表水里鄉總戶數及人口數一覽表水里鄉總戶數及人口數一覽表 

年別 戶數 總人數 

60 6063 33131 

80 6354 26548 

90 6972 22479 

99 7231 20097 

資料來源：水里鄉戶政事務所網站，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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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文獻回顧文獻回顧文獻回顧文獻回顧 

    全球變遷議題下脆弱性研究最重要的意涵是透過一套評估系統，積極探索其因果

鏈關係，加強人類對於自然災害的適應。本研究主要是探討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

評估架構，為了增加社會脆弱性的概念，本章內容首先為回顧脆弱性研究的意涵和發

展脈絡；再者，探討災害與調適研究，並進一步回顧災害的社會脆弱性評估模式；最

後，探討土石流災害與管理研究。藉由國內外相關文獻回顧的整理與探究，作為本研

究進行時的參考依據。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脆弱性研究的發展脆弱性研究的發展脆弱性研究的發展脆弱性研究的發展 

2-1-1 脆弱性的意涵脆弱性的意涵脆弱性的意涵脆弱性的意涵 

脆弱性研究在近幾年已成為全球環境變遷與永續性科學研究的核心 (IHDP, 

2001; IPCC, 2007)。脆弱性一般被定義為因擾動或壓力而使人類與環境系統5受傷害的

程度 (Kasperson et al., 2001; Turner et al., 2003)。IPCC則定義氣候脆弱性為系統對氣

候變遷的衝擊，易受影響的程度或無法處理的程度 (McCarthy et al., 2001)。脆弱性的

概念並非單指氣候變遷，而是根源於自然災害、食物安全及政治生態的文獻，具有多

種意義和解釋 (Kelly and Adger, 2000; Brooks, 2003)。一般將脆弱性分為兩類，其一

為「自然的脆弱性」通常與自然災害的可能性衝擊有關，聚焦於災害的特性，例如規

模、頻率和空間的影響程度 (Burton et al., 1993;  Hewitt, 1997；Adger et al.,2004)。另

一為「社會的脆弱性」通常指人類系統受政治、經濟和社會的作用，使人處於風險中

而出現降低、抵抗或回復的能力 (Watts and Bohle, 1993; Bohle et al., 1994; Cutter et al., 

2003；Adger et al.,2004)，故脆弱性不僅能確認系統處於危險的程度，並且可以瞭解

系統經歷災害時的敏感性和彈性。Cutter et al., (2000)是地理學門最早結合生物物理學

的脆弱性及社會的脆弱性研究，經由長期對美國南卡羅來納州 (South Carolina) 喬治

城 (Georgetown County) 的調查而形成12 項生物物理學的脆弱性指標(包括乾旱、洪

水、地震、化學物排放、野生火災、暴風及龍捲風等)，並篩選了 8 項社會脆弱性指

標 (包括人口及結構、取得資源的易達性、貧窮或富有等) 為代表，透過統計方式將

社會的脆弱性數值標準化後，再以GIS軟體套疊環境因子的區位，藉此分析在自然與

人文多重影響下脆弱性的空間差異。 

進行脆弱性評估的公式化時，脆弱性的重要參數是系統面對壓力源時的暴露

                                                 
5 系統分為自然系統與社會系統。一般指有關生物的和生物物理的作用是自然系統，而社會系統是由

慣習和制度組成，影響人類資源利用，並由知識與倫理的人文觀點解釋自然系統(Berkes et al.,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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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osure)、敏感性 (sensitivity) 和調適能力 (adaptative capacity) (McCarthy et al., 

2001;  Turner et al., 2003)。所謂「暴露」是指人類社群或系統與特定壓力、擾動或災

害接近的程度；「敏感性」指暴露單位受壓力、擾動或災害影響的程度；「調適能力」

指暴露單位在面對多重壓力、擾動或災害時，可以與之對抗或從傷害中復原的能力。 

暴露通常指災害頻率、強度與歷時對系統的鄰近性有關 (Adger, 2006; Kasperson 

et al., 2005)。而敏感性指系統受刺激影響或回應的程度，與系統特性和更大尺度的非

氣候因素有關，例如土地利用變化、弱勢族群、生計、公共設施及政府政策。如果系

統對暴露於某種刺激不具敏感性，代表可能不受影響或對系統不重要，故暴露和敏感

性是密切相關的概念，通常被一併討論 (O’Brien et al., 2004)。Smithers and Smit 

(1997:131) 則認為調適6「出現在經濟 (微觀與巨觀)、社會和制度的環境，此環境建

立在特定區位的脈絡下人與環境的互動」。其藉由檢視氣候變動下特殊的農業調適，

強調農夫在降低極端事件的脆弱性之決策行為方面和改善決策的彈性和能力的公共

政策方面。調適主要受經濟、教育、技術與資訊取得、公共設施、制度、人文資本、

社會網絡、管理能力和風險識覺所影響，這些因素可反應出系統的地方特性和更寬廣

的外部影響因素 (Watts and Bohle,1993; McCarthy et al., 2001)。 

 

2-1-2 脆弱性研究的發展脆弱性研究的發展脆弱性研究的發展脆弱性研究的發展 

一一一一、、、、早期脆弱性研究早期脆弱性研究早期脆弱性研究早期脆弱性研究 

早期脆弱性研究取徑(approach)分為兩類，包括饑荒的脆弱性及災害的脆弱性研

究，其中災害的脆弱性研究又可分為人文/政治生態學 (human/political ecology)、自

然災害(natural hazard) 及「壓力與減壓」模式 (Pressure and Release) 三種面向 (圖2-1)。

饑荒(famine)的脆弱性研究中，常以制度 (institution)、福祉 (well-being)、階級、社會

地位和性別等社會面向為重要參數，而災害的脆弱性研究，則發展出一套整合環境風

險 (risk) 的知識，做為地理學和心理學在人文觀點上的回應。 

 

 

 

 

 

 
                                                 
6 亦被視為是調適性 (adaptation)、處理能力或彈性，自 1990年起人類學開始聚焦於人對環境變動的調

適，應用於人類導向的氣候變遷結果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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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2-1 脆弱性研究的發展脈絡脆弱性研究的發展脈絡脆弱性研究的發展脈絡脆弱性研究的發展脈絡 

賦權 (entitlement) 是指個人基於自身的生產量或資產，透過法律或慣習的方式

取得實際或潛在可利用的部分(Sen, 1981)。1980年代初期，賦權概念開始被引用於解

釋饑荒的脆弱性原因，它取代原先以乾旱、洪水或病蟲害為致使饑荒產生的概念，轉

而聚焦於獲得食物的社會與經濟能力，也就是說，雖然饑荒是受極端氣候事件驅動而

觸發，例如乾旱或洪水，但許多脆弱性研究顯示，饑荒和食物不安全 (food insecurity) 

通常是由疾病、戰爭或是社群無法透過合法或慣習的方式，取得食物的支配能力 

(Bohle et al., 1994; Blaikie et al., 1994)。然而，賦權概念在分析饑荒的脆弱性時，通常

忽略生態或自然的風險，僅強調社會差異在風險中所造成的脆弱性。故災害的脆弱性

研究，試圖結合自然科學、工程和社會科學等概念進行討論，其中又分為自然災害、

人文生態學及「壓力與減壓」模式三種面向。 

自然災害面向上，主要探討災害的發生機率、規模及衝擊。然而，Burton et al. (1993) 

針對近十年來，國際組織對洪水管理、地質災害和重大科技的災害研究進行回顧，發

現「受災經驗」來自於個人的風險識覺，以為自然災害、社會或政策的遽變對社會不

同的族群，會造成不同的衝擊。因此，在人文生態學7面向上，以為不同的經濟發展、

政治或社會制度，使社群在調適風險變化上具有不同的應付能力8，因而造成不同的

族群、經濟及階級等，在面對災害時是具有差異的。Hewitt (1983) 研究發現，貧窮

                                                 
7
 把人類當成生物，人類社會當成生物的集合體，研究生物彼此之間，以及生物與無機環境間的依存

關係。 
8
 應付能力 (coping capacities) 是指有能力回應災害及避免潛在的災害，通常與賦權、天賦資源和社會

制度有關 (Turner et al., 2003)。 

 

早早早早 

期期期期 

研研研研 

究究究究 

 

 

近近近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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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研研研 

究究究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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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生計和貧

窮的脆弱性 

社會-生態系統的脆弱性、調適和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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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邊緣者因缺乏賦權和天賦資源 (endownment)，而在自然災害中往往必須面對較高

的風險。Fordham (2003) 研究指出女性在面對環境危害要素時，存在獨特的風險，如

事後必須扛起生計負擔的責任。 

上述兩類研究各自擁有不同的關注面向，卻忽略兩者之間的連結性，使得研究上

往往產生缺漏，因而導致「壓力與減壓」模式的產生。「壓力與減壓」模式認為災難 

(disaster) 或風險主要來自於脆弱性的產生過程，以及災害事件兩方面(Wisner et al., 

2004:49-86) (圖2-2)。此模式提出自然或生態的災害代表某一壓力源和脆弱性，未來

的壓力源可能來自於脆弱性的積累過程、地方特性和社會差異。故「壓力與減壓」模

式上，企圖結合由自然災害面向獲得脆弱性的本質，且在人文生態學面向確認脆弱性

的原因 (Barnett and Blaikie, 1994)。此種面向雖連結了上述兩個面向的概念進行分析，

但卻較少探討耦合的人與環境系統、災害的因果關係，尤其是彼此的交互作用、及忽

視超出系統外的回饋作用 (Turner et al., 2003)，是故「壓力與減壓」模式無法以系統

的觀點分析脆弱性的機制及過程，也較無法充分說明永續性科學的概念。操作上，此

模式以為必須對災害類型的原因及資料進行分類，但卻也限制了量化研究的進行或預

測關係上的分析。 

 

 

 

 

 

 

 

 

 

 
 

 

 

 
圖圖圖圖2-2 「「「「壓力與減壓壓力與減壓壓力與減壓壓力與減壓」」」」模式模式模式模式 

                                   資料來源：轉繪自Wisner et al., 2004:51 

由早期的脆弱性研究發現，主要運用三個概念，即賦權、多樣化的應付能力和彈

脆弱性的產生過程 

1                  2                       3 

根本原因          動態的壓力          不安全的狀態            災難         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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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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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共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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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族群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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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傳染病流傳 

 
 
 
‧地震 
‧颱風(颶

風) 
‧洪水 
‧火山噴發 
‧山崩 
‧乾旱 
‧病毒及 

害蟲 

風險＝ 
災害×

脆弱性 



 

 17

性(調適能力)，進行脆弱性分析。然而，永續性 (sustainability) 的議題則擴展且轉移

脆弱性研究的焦點，其主要聚焦於耦合的人與環境系統，強調社會與生物系統的脆弱

性及永續性是在不同的時空尺度作用下共同演育而成的。因此，近期研究出現永續生

計和貧窮的脆弱性研究，以及社會-生態系統的脆弱性研究。 

 

二二二二、、、、近期脆弱性研究近期脆弱性研究近期脆弱性研究近期脆弱性研究 

(一)永續生計和貧窮的脆弱性研究 

永續生計(sustainable livelihood) 和貧窮的脆弱性 (vulnerability to poverty) 研究

是「饑荒的脆弱性」之後續研究。此面向大部分以發展經濟學 (development economics) 

做為分析的基礎，較少考慮社會-生態系統，但透過連結個人風險與福祉的概念進行

分析，以補足傳統災害研究的不足 (Adger and Winkels, 2006)。永續生計9是指個人或

家戶透過資產 (asset) 的取得權利、能力 (capability) 和活動以達到福祉，分析架構

如圖2-3，顯示出人們如何利用大量財產、權利和可能的策略去追求某種生計出路的

途徑。其中財產投資和總體生計策略取決於個人偏好，但也被周圍的生存環境所驅動，

而這些環境往往由外來力量控制。De Haan and Zoomers (2005) 認為個人或家戶取得

資產或資本的權利、制度的結構及過程等概念過去研究較為有限，未來應在權力關係

這個核心問題上深入地探討。  

Reid and Vogel (2006) 以南非KwaZulu-Natal的Muden地區為例，利用永續生計研

究架構進行探討，發現當地農夫受到氣候風險 (乾旱與洪水) 時，會降低農夫永續生

計的能力，而更進一步地受其他因素影響包括制度結構、缺乏資訊取得的權利和治理 

(通常指社會資本)，將會限制農夫的回應、調適策略及地方發展。然而，此面向通常

將生計概念化為基本的資產，包括生態系服務 (ecosystem service) (指自然資本natural 

capital)，而較少考慮自然或生態的風險。但此研究範疇的重要性和貢獻則是在以發展

經濟學的跨領域概念，連結脆弱性、調適和彈性研究，有助於未來發展新的研究觀點。 

 

 

 

 

 

 
                                                 
9 此面向以為脆弱性是指個人或社群無能力維持生計的程度。DFID 認為「系統面對外界衝擊和壓力時

具有能夠恢復的生計」才稱得上永續性 (DFID,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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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2-3 永續生計的研究架構永續生計的研究架構永續生計的研究架構永續生計的研究架構 

                                             資料來源：轉繪自DFID, 1999 

(二)社會-生態系統的脆弱性研究 

近期新興的研究趨勢為社會-生態系統的脆弱性研究，以耦合的 (coupled) 觀點，

強調社會與生態系統共同演育與相互影響的特性，做為整合研究的本體論基礎，非僅

聚焦於單一自然壓力源所造成的多重結果。Turner et al. (2003) 提出耦合的人與環境

系統  (coupled human-environmental system) 或稱之為社會 - 生態系統  (social 

ecological system, SES)的脆弱性研究架構 (圖2-4)，此架構顯示社會、經濟、政治和

環境條件如何影響系統的脆弱性。探討特定空間尺度 (主要以地方為基礎) 下，擾動、

壓力或災害的發生與驅動力的來源，並分析系統的脆弱性要素 (暴露、敏感性與彈性)，

及企圖量化連結其他空間尺度 (地方、國家與全球)、系統處理衝擊的行動和其他系

統要素 (如生態組成和群落的暴露程度) 進行脆弱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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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圖圖圖2-4 耦合的耦合的耦合的耦合的人與環境系統的脆弱性分析架構人與環境系統的脆弱性分析架構人與環境系統的脆弱性分析架構人與環境系統的脆弱性分析架構 

                   資料來源：轉繪自Turner et al. , 2003 

整合的研究架構聚焦於社會與生態系統間的動態特性 (dynamics)，故彈性或稱回

復力(resilience)10的概念在社會-生態系統的脆弱性研究中是相當重要的。彈性研究由

過去以數學模式解釋生態系的動態特性，轉為發展社會面向的調適及管理概念，以回

應生態系的變化 (表2-1)。而目前彈性研究通常運用社會的學習過程、社會網絡、制

度的或組織的慣習和改變、調適能力和治理的概念，以探討生態系的管理。Cutter(2003) 

以為脆弱性研究需要跨學科的連結、多元的方法論、地方為基礎的知識且聚焦於政策

分析，更指出地方為基礎的研究可瞭解不同因素在不同的尺度上如何交互作用，以及

影響不同個體與家戶的處理與適應。 

表表表表2-1 回復力回復力回復力回復力概念的比較概念的比較概念的比較概念的比較 

研究面向 回復力概念 聚焦 發展脈絡 

工程的回復力 回復時間、效能 恢復、系統恆定 接近穩定的平衡狀態 

生態的回復力 

社會的回復力 

緩衝的承載力、衝擊的反

抗能力、功能的維持 

持續、穩固 多重的平衡、穩定的地景 

社會-生態的回

復力 

擾動和再組織、維持和發

展的交互作用 

調適的承載力、可改變的

能力、學習、創新 

整合的系統回饋、跨尺度

的互動關係 

資料來源：整理自Folke, 2006 

                                                 
10 彈性乃指在系統完全改變狀態之前，擾動可被吸收的程度。即是面對新興遭遇情況下的調適能力或

自我組織的能力(Berkes et al., 2003; Folke, 2006)。自 1990年起，許多學者開始利用彈性概念研究社會-
生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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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iksen et al. (2005) 以為，永續生計的多樣化策略 (diversification)是肯亞和坦尚

尼亞抵抗乾旱的脆弱性和彈性之重要要素。此外，亦指出女性通常被排除於高階職位

外，是受到某些深層的社會結構影響，以致脆弱性可能再一次地被生產出來。

Kasperson (2001) 更認為脆弱性的根本原因是在寬廣的尺度下鑲嵌在社會的過程。例

如取得資產的機會是與地區的政治經濟密切相關的，且食物不安全的人類對於可利用

的處理選擇是受制度限制。故透過連結社會與其他尺度的過程時便提供動態的 

(dynamism) 和複雜的脆弱性。再者，Eakin (2003) 指出投入商業性灌溉農業的小農，

比起以傳統玉米生產為主的小農，可能對乾旱更加敏感，變得比預期更加脆弱。因此，

系統要素(生計、社會結構和農業政策)間多層級且多面向的互動，將會影響系統的脆

弱性，本質上也提供處理策略與脆弱性的動態特性。 

雖然「永續發展」是永續生計與貧窮的脆弱性與社會-生態系統的脆弱性評估之

共同目標，但兩者之間本質上仍有差異。在研究目的上，前者主要分析目的是降低貧

窮，但不管貧窮是不是造成系統受損害的真正原因，而後者分析目的是幫助系統瞭解

危害和加強系統的能力使其免於受到損害或破壞。在研究內容上，前者聚焦於降低貧

窮，而後者則把脆弱性視為系統面對擾動的變化情形。然而「貧窮」與「脆弱性」兩

用詞經常被混用，但兩者意義並不相同，「脆弱性」並非指短缺或匱乏，而是指面臨

擾動、衝擊和壓力時表現的抵抗能力不足、不安全和易受災的程度。故本研究主要採

取社會-生態系統的脆弱性分析為主要的研究取向。 

 

2-1-3 國內的脆弱性研究國內的脆弱性研究國內的脆弱性研究國內的脆弱性研究 

檢視國內脆弱性研究的學術文獻來看，除了林冠慧 (2004) 在全球變遷通訊雜誌

所發表的文章，針對脆弱性與調適性方法論加以探討外，國內較欠缺針對脆弱性的理

論或方法論的相關研究(陳志嘉，2007)。在經驗研究上大致可分為兩類，其一為生物

物理學的脆弱性面向，包括針對臺灣海岸侵蝕、水資源及氣候脆弱性、地震及坡地災

害等主題，進行有關自然災害可能發生的衝擊評估。 

其二為社會的脆弱性面向，莊愷意 (2002) 探討 921地震後竹山鎮災民遭受地震

衝擊的程度、重建資源的取得、災後生活調適及家戶對未來整體生活的評估狀況。該

文以社會福利學角度切入，僅單面向討論社會系統，未考慮自然與生態風險。而陳海

立 (2003) 以土地開發方式、防洪公共工程、資產密度及資產抗洪能力為影響汐止水

患的人文脆弱性指標。該文利用上述四種指標進行評估，較過於簡化脆弱性的概念，

且較少探討系統的調適力及彈性概念。綜合上述兩面向的脆弱性研究，發現較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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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同時考量自然與社會的脆弱性面向，也較少深入地方社群以瞭解社會內部固有的特

質。然而，張長義等人 (2006) 藉由資源利用保育與永續發展之觀點作為主要的研究

架構，並以社會-生態系統為分析基礎，探討原住民族在資源利用上與自然、人文環

境間的關連，此研究開啟了國內與國際脆弱性研究更多的對話。由此可知，國內仍須

透過更多的理論論述，以厚實脆弱性研究的內涵，且針對多樣的議題及個案探討來豐

富臺灣的經驗研究，尤其是國內的災害脆弱性研究，以利於發展適合臺灣本土的脆弱

性評估架構。 

 
2-1-4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本研究經回顧脆弱性分歧的研究取徑後，顯示脆弱性的概念並非單指氣候變遷，

而是根源於自然災害、食物安全及政治生態等文獻，在知識基礎上有不同的關注，而

發展出不同的研究途徑 (表2-2)。 

表表表表2-2 脆弱性研究比較脆弱性研究比較脆弱性研究比較脆弱性研究比較 

研   究  議  題 內                    容 

早期研究 

1960年 

～  

1990年 

饑荒和食物不安全的脆

弱性 

(1)解釋食物短缺或糧食生產不足而形成饑荒的脆弱性 

(2)視脆弱性為賦權不足和缺乏能力 

災 害 的

脆弱性 

自然災害面向 
透過災害發生的可能及結果，確認及預測易脆弱的群體

及主要的地區 

人文生態學面向 結構性分析自然災害的脆弱性原因 

壓力與減壓模式 
藉由資源、災害管理和干預的政治經濟學概念，進一步

發展人文生態模式，以連結抽象的風險 

近期研究 

1990年 

迄今 

永續生計和貧窮的脆弱

性 

以經濟因素和社會關係為分析基礎，解釋為何人口成為

或持續是貧窮的 

社會-生態系統的脆弱性 闡述連結人與環境系統的脆弱性 

資料來源：整理自Adger, 2006 

然而，多樣的研究取徑常會使人感到困惑，尤其對「脆弱性為結果」或「脆弱性

為處理與調適風險的過程」這兩個概念是不清楚的。例如，許多研究發現不同經濟發

展程度的國家在面對氣候變遷時，將承受不均等的衝擊。故開發中國家因缺乏治理能

力 (institutional/government capacity)，對氣候變遷是較為脆弱的 (Kovats et al., 2005)。

不過，許多研究也指出北極區及撒赫爾 (Sahal) 地區的部落或國家在面對氣候變遷時，

卻具有潛在的在地知識 (local knowledge) 和調適經驗，能採取某程度的策略以增加

自身對抗災害的防禦機制並降低風險，故其存在應與經濟階級及政治經濟較無相關 

(Berkes and Jolly, 2001; Mortimore and Adams, 2001)。因此，此矛盾的問題是因對「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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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性為結果 (outcome)」與「脈絡的 (contexual) 脆弱性」有相對的認識論，而有不

同的解釋。本研究採「脈絡的脆弱性」認為脆弱性是變動的，且必須被視為一種過程

甚過於一種靜態的或立即的，因為脆弱性可檢視了不同尺度的作用力如何聯繫，並反

應系統動態的特性和系統更廣的條件或作用力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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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災害與調適研究災害與調適研究災害與調適研究災害與調適研究 

2-2-1 災害研究災害研究災害研究災害研究 

就災害學的觀點，大規模災情之災害並非單純由單一原因所造成，災害的發生或

其災情的形成都因具有空間性、時間性、連鎖性、累積性、複雜性、複合性等特性 (陳

亮全，1997)。徐美玲與王秋原 (1991) 認為「環境即環繞人類活動領域空間的總稱，

由許多環境因子所構成，這些因子時時刻刻與人類活動產生交互作用，凡由環境因子

變化，使人類生命、財產受到損失的現象，稱為『環境災害』。通常將環境本身變異

造成的災害稱為『自然災害』；而人類引發自然環境本身變異造成的災害，稱為『人

為環境災害』」。人為環境災害係由於對人為變數的失控所引致的災害，因此透過有

效地控制人為變數，將可減少人為環境災害的發生；但是自然災害的發生卻有其不可

規避性，人類科技的力量無法控制自然的變數以達到避免自然災害的發生，因此對於

自然災害的發生，人類只能透過科技的災前預測與防災，以及災後的救災與重建來

儘量達到減少自然災害所造成的損失。 

災害無非是有人的存在才會產生，White (1974) 指出災害的存在與人類回應有關；

人類的主導與選擇是災害的基本要素。人類受到災害的侵襲，因未能恢復原來生活而

持續陷於災害的延續，故本研究以為「災害」是指突發性的事故，在異常的自然現象

和人為的失控下，造成社會秩序的瓦解，人命及社會財產的損失，使個人、家庭以及

社區/社會機能受到嚴重的破壞；其涵蓋範疇從災害發生的瞬間開始，至緊急應變、

災害復建期間居民的生活變遷，直到個人和家庭的日常生活恢復正常，以及社區/社

會機制正常運作並且發展至經濟穩定的狀態。 

二十世紀初期美國地理學者巴羅斯 (Barrows) 曾多次探索人類如何針對環境作

出調整適應和自我構築。巴羅斯指出：「人類與環境之間主要存在著一種生態關係，

並透過各種不同的文化作用過程將自己從不規則、不連續的環境威脅中自保」(黃朝

恩，2000)。在 White (1974) 之前的研究中，多數認為災害已經被所費不貲的工程結

構「解決」了，當 White 研究美國洪患防治時，卻發現自從 1936 年美國政府已經花

了超過 150 億在洪水控制結構上，防洪設施不斷建設、防洪經費亦年年持續增加，

但是洪患損失未見減少反而有增無減，因而認清工程結構並不是處理美國洪患問題的

唯一方法 (Smith，1996；黃朝恩等，2009)。White 針對全國民眾對於自然災害與災

難的認知進行普查，著重社會科學的分析，瞭解民眾對災害成因的認知、識覺及落差，

認為如果人類不主動入侵洪患區，則不會有洪患發生，頂多是洪水而已。White 亦指

出自然災害的研究必需涵蓋五個主題 (1)評定潛在災害區 (Hazard-prone area) 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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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活動的範圍；(2)檢視災區內人類可能採取的調適方法；(3)探討人類對災害

之感受及態度；(4)查核人類選擇減低災害損失的各種調適方式之決策過程；(5)估計

各種不同而與災害相關的公共政策對災民反應與調適之影響 (White，1973; 張長義，

1994)：。 

在1970 年代晚期，災害研究一方面隨著傳統的人文生態學之發展，而產生了一

股來自內部的反省力量。另一方面，則因激進地理學而加入了以往較少受到關注的議

題如社會正義、貧富不均等，提供災害研究新的切入角度，使得後期結構性的色彩越

來越濃厚。這些地理學者皆指出災害損失的擴大與全球的、國家的，以至於地方的政

治、經濟作用力脫不了關係。這個論點與前者最大的不同之處，就在於認為人類對自

然災害的認知、決策和行為是在特定社會脈絡下，被文化和經濟價值壓抑或調整後的

結果。Cutter (1996) 檢視近五十年來環境災害的研究，歸納出這些研究聚焦在下列問

題上：(1)人類佔據災害地區的情形；(2)人類或社會如何回應環境災害，以及那些因

子影響調適方式的選擇；(3)如何降低風險和環境災害的影響。更認為應該加入「社

會本身是否更容易受到損害？」的結構性問題。同時，指出受災可分成三個層面討論：

(1)生物物理層面，強調自然或災害本身所致；(2)回應層面，強調社會結構，包含歷

史、文化、社會及經濟等作用力所致；(3)地方層面，認為災害應該是特定區域在自

然及社會結構層面運作下的產物。 

二十世紀末，聯合國宣布1990 年代為國際減災的十年 (IDNDR，International 

Decade for Nature Disaster Reduction)，目標在減少自然災害所造成的潛在損失與傷亡

人數。六項目標包括提升減輕對自然災難衝擊的能力，尤其是利用早期預警系統；運

有現有的知識；促進科學與工程研究；資訊傳播；監測方案之發展；訓練、教育與評

估 (McCall et al.，1992)。相較於國際上在自然災害防災面向的積極努力，臺灣在

IDNDR 的六項目標執行上，對於早期預警系統、資訊傳播、監測方案的發展與訓練、

教育與評估這些方面，均有待加強提升(薛益忠等，2003)。 

此外，永續發展的概念也自1990年代起開始，尺度上由全球議題落實到地區或社

區之永續。當面對巨大災害衝擊時，地區或社區能夠在沒有外援下，減低並克服災害

所帶來生命財產或生活品質的傷害。是故，國際上對待災害的態度不只是救災，而是

以永續發展為思考、以社區為尺度，經由居民參與檢視社區減災 (hazard mitigation) 

機制的過程，建構耐災社區  (disaster resistant community)，進而達到永續社區 

(sustainable communities) 之目的 (蔡慧敏，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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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脆弱性與調適研究脆弱性與調適研究脆弱性與調適研究脆弱性與調適研究 

一一一一、、、、調適選擇之特性調適選擇之特性調適選擇之特性調適選擇之特性 

災害的衝擊分析一般認為調適是必然的，然而調適過程仍然是不清楚的，必須先

瞭解可能的、可行的調適類型或形式為何、是誰涉及執行的過程，以及什麼可以幫助

災民發展或採用(Smit et al. 2000)。是故，確認調適選擇的特性是解決上述問題的第一

步。調適選擇的特性包含以下： 

1.意圖：  

有意(intent)與無意的(purposefulness)目的兩者差別在於自發性地或自主性地進行

調適，或根據過去的氣候風險進行有意識地和明確地計劃性管理(Smit et al. 2000)。其

中社會經濟系統，公部門的調適通常是具有計劃性的策略，如政府的投資規劃；而私

部門和個體調適通常是自主性的、計劃的或兩者的結合。舉例說明，生產者決定逐步

淘汰某一作物轉化為其他有利的氣候環境，或許被視為自發的和自主的，但他們通常

也是有意識的採用。 

2.時間安排(timing)與持續時間(duration) 

調適的時間安排之差異反映出預期的，或同時間的反應。然而，這些差異在實踐

上是不明確的。調適的持續時間之差異是指實踐上的時間長短，例如短期的回應

（tactical）與長期的策略（strategic）(Smit et al. 2000)。在農業上，短期的回應也許

包括在生長季進行調整(adjust)以處理氣候狀態，例如遇到乾旱時採取家禽的販售、購

買種子、貸款等。長期的策略指農場經營結構上的改變以因應下次的生長季，例如土

地利用改變、作物類型與使用的轉變、購買保險。 

3.空間尺度(scale)和對象(responsibility) 

不同的行動者對調適的進行或採取不同的心態，包括個體農夫、農企業、政府，

然而大部分的討論並不區分不同決策者的角色。例如面對氣候改變時作物使用的調適，

可能牽涉政府施為（鼓勵品種研究）、企業（發展或銷售新的作物）和生產者（選擇

和耕種新品種）。任何實際的調適選擇評估需要系統性地考量不同權益關係人的角

色。 

4.形式(form) 

農業調適是透過一系列的過程，或特定的尺度及權益關係人而產生。調適因行政、

財金、制度、合法、管理、組織、政治、實踐、結構和技術等特性而有不同的形式。

例如個體層級的調適形式，包括資源管理的調整、購買防災保險和多樣性經營，而政

策層級的調適形式，包括研究與發展的補助、防災教育的策略和公共設施的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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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玉蕙 (2002) 並將災害影響人類調整行為，分成以下三個災害調整階段： 

1.災前準備：救援人員演練、糧食和救援物品的準備、逃生疏散、預警系統。 

2.災害回應與重建：災害發生時的搶建和抑制災情持續擴大的趨勢，災後重建是恢復

災害損失前的生活機能。 

3.災害減緩：災害發生後制定防災措施或抵擋下次災害可能的衝擊之防護。 

二二二二、、、、調適能力的影響要素調適能力的影響要素調適能力的影響要素調適能力的影響要素 

目前脆弱性評估強調將調適問題延伸到對調適策略的需求和限制因素的評估上，

並引入調適能力和非氣候驅動力等重要概念。調適能力或稱調適性，是系統為減少氣

候變化 (包括氣候變異和極端事件) 帶來的潛在損失，發揮機會優勢或對其結果進行

調整的能力 (IPCC,2007)。調適能力與脆弱性具有高度的負相關性，即調適能力愈弱，

則脆弱性愈強；調適能力愈強，則脆弱性愈弱。系統回應現有氣候變異的能力是系統

調適未來氣候變化的一個重要指標。非氣候驅動力是作用於系統非氣候因素背後的重

要影響因素，包括系統的物質要素 (公共設施、物質的健康、技術) 和社會/制度要素 

(人文資本、政治合法性、健全的制度) 有關 (表 2-3)。 

表表表表 2-3 調適能力的決定因素調適能力的決定因素調適能力的決定因素調適能力的決定因素 

決定因素 內容 

人文資本 知識(科學的、地方的、技術的、政治的)、教育程度、健康、個

人風險識覺、勞力的質與量 

資訊和技術 聯絡網絡、表達的自由、技術轉移和資料交流、創新能力、預警

設施、核心技術 

物質資源和公共設施 運輸、水的公共設施、建築物、衛生、能源供應與管理、環境品

質 

組織和社會資本 州公民社會的關係、地方處理脈絡、社會網絡、社會流通、制度

關係的密度、信任、互惠、交換 

政治資本 治理的模式、合法 

財富和金融資本 收入和財富、金融工具(保險、信用) 

制度和賦權 對資源保育的正式或不正式 

資料來源：Smit and Pilifosova,2001; Yohe and Tol, 2001 

Mileti (1980) 認為人類的調整行為是決定自然環境風險的因子，影響的尺度包括

個人、組織、社區及整個社會等。而家戶的災害調整工作包括災前預防準備、受災時

的處理反應與事後的回復重建等，家戶能否依以往既有的災害經驗及對環境風險的認

知，透過社會學習機制不斷地由災害經驗到產生行動，循序漸進地修正，進而影響家

戶的災害調整行為，以減輕對家戶的生命財產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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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國內土石流災害的調適研究國內土石流災害的調適研究國內土石流災害的調適研究國內土石流災害的調適研究 

一一一一、、、、災害識覺與調適行為災害識覺與調適行為災害識覺與調適行為災害識覺與調適行為 

國內相關的調適研究，多以災害識覺的概念切入。就災害識覺而言，當土石流災

害發生時，居民藉由感官接收相關資訊，且結合其本身價值系統產生心中意象，成為

其決策行動的基礎，並進一步產生與此種土石流環境的互動。在不同的文化背景及經

驗下，將致使在地居民對土石流有自己的認識，並藉由對環境的觀察，從災害發生中

找出自己一套合理的解釋，不過在這種情況下，卻也相對容易因為習慣災害的發生導

致彈性疲乏或經驗上的信心，使得村民忽略了災害危險性。 

在居民災害調適的角度上，由於土石流災害的發生將導致生活變遷的壓力，故多

使得居民在災後重建期間將抗災行為轉變至日常生活中，並形成一套對土石流災害的

調適行為。除了在生活上採取一些調適策略，如警戒期間注意氣象廣播、生活用品的

準備、颱風前夕的避難行為、社區內外關係的加強及投資最小化等來對抗變動的環境 

(蔡菁芳，2003；魏玉蕙；2002；黃柏鈞，2001；黃小玲，1999），也出現心理狀態的

調整，如忽略災害、宿命論及意義轉換等來應對災害可能再發生的焦慮 (蔡菁芳，

2003)。然而這些研究僅侷限在探討逃生避難等調適行為，實際上災後的調適行為往

往是受到整個社會因素所改變，包括生計、社會網絡、經濟活動及土地利用等，而且

也必須將研究區視為開放系統，藉由探討研究區內外如何交互作用，進一步分析災害

對研究區內外所造成的影響。 

在影響災害調適的因素上，陳亮全等人 (2007) 透過問卷調查的方式，探討泰利

颱風來臨期間，土石流潛勢區內民眾的疏散避難決策因子與行為，發現居民就疏散避

難消息來源，最為相信的管道依序為媒體、政府單位、親友以及網路；居民疏散避難

決策考量的面向上，住家環境安全與環境徵兆變壞是最重要的考量因素；在避難所考

量因素方面，避難所周圍環境是否安全和避難所建築物是否堅固是最重要的考量。劉

雅貞、陳紫娥(2008)研究顯示有受災經驗者具高識覺度，調適行為趨向積極；居民不

因災害過於頻繁而產生麻痺現象，惟溪流的整治與歷時已久的災害可能延緩疏散認定

或降低對環境威脅的警覺心；而不同社經背景的居民，在調適反應與資訊接收上亦有

所差異。魏玉蕙 (2002) 研究南投縣埔里鎮蜈蚣里土石流遷村居民對災害識覺與災害

重建調適，雖然土石流防災避難疏散之預防措施可減輕災民的損失，但土石流災害風

險隨季節變化，災民的識覺與調適行為的選擇也有所不同，而調適選擇受到職業、世

居、家庭關係、年齡以及居民可獲得的資源和援助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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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制度與政策制度與政策制度與政策制度與政策 

相關土石流災害管理制度形塑居民的行為，而居民的行為將影響土石流災害的產

出。在對土石流相關政策的看法上，就政府的工程設施而言，似乎常與居民期望有所

差距。不斷興建的土木工程未必能消除災害經驗而帶來安全感。而對於政府出資興建

土石流預警系統也多存在不信任感，而選擇以自行觀察的方式來決定災害危險的可能

性 (黃柏鈞，2001)。但居民為了增加對環境的控制感，以作為自身居住環境安全詮

釋的支持，並成為採取後續行動的動力、延續日常生活的正常進行，其實仍有著對於

外力 (尤其是工程) 的依靠，但前提是在居民認可的方式下進行 (蔡菁芳，2003)。另

一項研究調查指出南投縣中寮鄉九二一重建區民眾對於相關防災資訊最希望知道的

事是土石流防災疏散的方式及逃生路線，但卻出現避災方式的選擇以留守家中居大多

數的矛盾 (陳素珠，2004)。對長期生活在土石流環境的村民來說，土石流只是生存

上眾多的問題之一，且土石流的發生有季節性，使得村民在非雨季時期忽略土石流災

害的嚴重性，對於多數未必有搬遷能力的村民而言，搬遷表示的是更多的壓力與不可

預測的未來，相較之下，面對土石流災害的風險，在預期性及可控性方面是可被接受

的。因此就村民的內心而言，政府的任何措施或政策，離他們的生活有一段距離，大

多在社會的基層勞動的他們，賺錢似乎是主要的目標。 

為了有效實踐土石流災害管理制度之目標，除了需了解現今土石流災害管理制度

是否受到人民認同之外，亦需能回答誰是土石流災害空間的生產者？生產的原料為何？

為何會生產災害空間此產品。吳亭樺 (2003) 從歷史向度檢驗陳有蘭溪的土石流空間

生產，隱藏著國家政治權力的介入，在資本累積的思維下藉由政策帶動山區農業、交

通與觀光事業的發展，擴大不當土地利用，而農民繼續留住在複製災害空間，應是在

政治經濟環境下不得不的選擇。該文有助於本研究瞭解地方脈略的發展過程與國家機

器的力量，試圖進一步討論居民如何在此脈略中形塑災害的認知與調適行為。 

 

2-2-4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1940 年代以前災害防救對策強調以工程性的防護措施為主，但隨著時間及開發

範圍擴大，近年來災害卻仍不斷發生，且防災的效果也不如預期。直到 White提出應

以非工程結構性的防災方式來取代傳統工程結構性的方法，例如重視土地利用管制、

區域規劃及建築法令等政策措施，故以非工程結構性的減災及備災逐漸受到重視。至

於土石流災害研究方面，也隨著強調工程整治，如利用防砂壩來防止或減輕土石流之

危害、利用「預警系統」警示危險區居民採取必要的因應措施，轉為永續減災此一趨

勢而演變，亦即從強調物理控制與結構方法轉而朝向減少人類脆弱性的非結構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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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在災害的調適研究中，國內較多以災害識覺的概念切入，但相關研究僅只著重於

對災區現象的描述，包括災情統計的分析以及問卷統計資料的陳述，忽略了探索數字

背後對災區居民所代表的意義，也較少進一步瞭解居民災後調適與重建工作中的影響

機制。由於災後生活調適行為的選擇不只是牽涉到個體的受災損失，重建工作的進行

更是牽涉到社會與制度的運作。因此，調適行為或重建工作必須放在整個社會網絡的

時空背景中來分析，才能真正瞭解影響調適行為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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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土石流災害與管理研究土石流災害與管理研究土石流災害與管理研究土石流災害與管理研究 

2-3-1土石流災害土石流災害土石流災害土石流災害 

隨著土石流發生的頻率不斷的提高，國內對於土石流問題自民國70年左右開始有

相關的學術探討。從自然科學方面，除了土石流災害現場實地勘查外，更對於土石流

的定義與分類、流動機制、發生原因及防治工法等多方面的研究，希冀藉以防止土石

流的再發生。然而由於土石流爆發突然且沖蝕力強，為了因應土石流的災害特性與目

前技術上侷限性，土石流的危險評估、預測及預警系統的建置也成為重要的研究方向

(謝正倫，1998)，利用事前的警戒及通報系統，保障居民生命的安全。 

一一一一、、、、土石流(debris flow)的定義與特性 

根據水土保持手冊(1992)土石流的定義為土石流是泥、砂、礫及巨石等物質與水

之混合物，受重力作用後所產生之流動體，沿坡面或溝渠由高處往低處流動的現象。

由於國內的土石流多發生在暴雨發生時的山坡地、山谷間地形，因此更明確的說，臺

灣地區的土石流是「發生於陡峻的溪谷或斜坡面上，崩塌土石或風化礫石岩屑之鬆散

土層，受豪雨形成的地表逕流或土層地下水位上升的作用，而失去原有之安定狀態，

高濃度的土砂石伴隨洪水在重力作用下沿著自然坡面的流動現象。」(詹錢登，2000) 

綜合前人研究，土石流基本上有以下特性(詹錢登，1998)： 

1、土石流的發生時間應與該區域內崩積物厚度、地質成分、水文特性及地形特性等

因子有關。 

2、土石流爆發突然，很難預測其發生之準確時間。土石流歷時較短，一次土石流過

程一般從幾分鐘至幾小時。 

3、土石流沿陡坡運動，其流動速度每秒可達幾公尺至數十公尺，且其表面流速高於

底面流速及平均流速。 

4、土石流組成粒徑非常不均勻，它的流動不穩定，有陣流現象，當前端受阻而停止

時其後續部分會因慣性產生壅高，增加壓力迫使前端再次流動。 

5、土石流陡漲暴落且來勢兇猛，其運動有明顯的直進性，遇到障礙物或彎道不易繞

流或變向，而產生猛烈的沖擊作用或爬高現象，因此常常沖毀或掩埋各種設施，造成

人員傷亡及財物損失。 

6、土石流發展過程中包含有發生區、流動區及堆積區。土石流發生區之坡度大約在

15°~30°之間，流動區之坡度大約在6°~15°之間，堆積區之坡度大約在3°~6°之間(圖

2-5)。 

7、土石流常於坡度緩、寬度大之溪谷出口處，形成扇狀堆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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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2-5 溪床坡度與土石流現象之關係溪床坡度與土石流現象之關係溪床坡度與土石流現象之關係溪床坡度與土石流現象之關係 

                       資料來源：詹錢登，2000 

二二二二、、、、土石流發生之原因 

土石流是鬆散土石及雨水之混合體沿自然坡面流動的現象，形成土石流之基本要

件為豐富的鬆散土石、充分的水分及促使此二條件迅速起動、匯集、混合與運動之足

夠大的坡度(詹錢登，1998)。當地震、暴雨等自然因素以及人類活動不當的開發，造

成鬆散的土石與大量的地表逕流，形成堆積土體流動化的現象，即造成土石流的發生

(圖2-6)。 

 

二二二二、、、、土石流發生之原因 

土石流是鬆散土石雨水之混合體沿自然坡面流動的現象，形成土石流之基本要件

為豐富的鬆散土石、充分的水分及促使此二條件迅速起動、匯集、混合與運動之足夠

大的坡度(詹錢登，1998)。當地震、暴雨等自然因素以及人類活動不當的開發以及人

類活動不當的開發、濫墾，造成的鬆散土石與大量的地表逕流，形成堆積土體流動化

的現象，造成土石流的發生(圖)。 

 

 

圖圖圖圖2-6  土石流形成與效果土石流形成與效果土石流形成與效果土石流形成與效果 

自然因素                             人為因素 

因 

素 

 

效 

 

應 

 

災 

害 

形 

成 

 

 

災 

害 

損 

失 

暴雨 地質 新構造運動 地形陡峻 地震 植被減少 

地表逕流集中 

不當開發 

地下水位提高 

大量鬆散堆積土體 

堆積土體之流動化 

土石流發生 

土石流效果 

屋毀人亡 

生命財產嚴重損失 

災害性急流 

土地涵養能力降低

使地表逕流增加 

爆發突然、歷時短暫 

固體含量高 

運動快速 

沖蝕、磨蝕力強 

破壞力大 

具先端部，成段波運動 

特 

性 



 

 32

資料來源：修改自詹錢登，2000 

傅裕盛等(2005)及詹錢登(2000)整理1993年至2004年國內外有關土石流發生潛勢

(Potential Analysis)或危險度考量因子發現，影響土石流發生的因子主要分成水文因子

與地文因子兩大類及其他如地震等。（1）水文因子包括前期降雨、累積雨量、降雨

強度、降雨延時、地表逕流、地下水及孔隙水壓等；（2）地文因子包括坡度（含溪

床、集水區、溪床邊坡）、形狀因數、有效集水區面積、崩塌面積、河流長度、河床

地質、開墾狀況、植被情形、流域地質及斷層等；（3）地震對土石流發生的影響，

主要為對地質穩定性的破壞，提供豐富土砂來源。 

 

2-3-2土石流災害管理土石流災害管理土石流災害管理土石流災害管理 

災害管理11過程 (圖2-7)分為減災階段（Mitigation）、整備階段（Preparedness）、

應變階段（Response）和復原階段（Recovery）等四個階段。分析災害管理議題時，

本研究採用國際間普遍使用的美國官方定義為主。美國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總署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ssociation，FEMA），進行的「整合性災變管理體

系」（Integrated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IEMS）中的災害應變管理概念，因

應災害的發生。各階段的管理內容，分別敘述如下(吳輝龍等，2003)： 

 
圖圖圖圖2-7 災害管理階段圖災害管理階段圖災害管理階段圖災害管理階段圖 

一一一一、、、、減災減災減災減災(Mitigation) 

可藉由政策或行動，降低地區在面對未來災害時的脆弱性，可區分為結構性及非

結構性。 

1.結構性減災：指興建具體設備以作為事前防備之用，如興建水庫、堤防、水污染設

                                                 
11災害管理學辭典（2007）指出各災害階段（包含減災、整備、應變及復原重建）中的各種作為，統

稱為災害管理。臺灣亦常稱之為「災害防救」或「防災」，日本則較常以「防災」稱之，而在美國一

般多以「緊急事務管理」稱之。 

整備階段 

應變階段 

復原階段 

減災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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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建造、消防設備更新等。結構性政策可見具體建構工程存在，民眾容易看到政府

具體政績及成果，因此民眾較樂意接受。 

2.非結構性減災：分散人群及降低開發完成後環境的影響程度。如水庫安全評估、特

定水土保持區劃定、對高危害地區之範圍劃定與特別法令訂定、嚴禁濫墾濫建山坡

地以防水土流失造成災害、制定土地利用計畫、制定建築相關法令等。非結構性政

策較具彈性，可隨環境改變來適當的調整政策。 

二二二二、、、、整備整備整備整備(Preparedness) 

在災前建構緊急應變及管理的能力，遇有事故時能有效進行緊急應變，包括脆弱

性評估、風險分析、風險偵測、預警系統確認、疏散程序及安置、建立災變資訊溝通、

緊急供應及通訊系統的維護、重要人員通知及動員程序、事前建立的鄰近社區相互支

援協定、訓練相關負責人員、緊急計畫之演練、居民防災教育訓練。主要包括三種工

作： 

1.訓練：建議緊急行動中之職權與責任，並儲備資源以支持救災行動。訓練工作關乎

災害處理、災害應變能力之執行，透過訓練工作迅速明瞭組織的分工及設備運作，

提升運作效率。除機關人員訓練外尚應包括自願人員訓練，如土石流防災疏散避難

演練、土石流災害應變小組操作訓練、設施與裝備定期維護等。 

2.計畫：計畫是行動的依據，事先擬具災害管理計畫，協調各部門採取一致的行動。

應集結決策者、受計畫影響者或計畫執行對象及相關領域之專家學者，就各方面實

務經驗與專業眼光，集思廣益訂定確實有效之應變計畫。良好應變計畫可使人員妥

善利用有限資源，更可避免災損擴大，如訂定土石流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地方政府

的防災應變計畫及擬定疏散避難演練計畫等。 

3.警告：於災害未發生時，預先發布危險訊息，提醒民眾提高警覺、做好防災準備工

作，如土石流潛勢溪流附近之告示牌及預警系統等。 

三三三三、、、、應變應變應變應變(Response) 

災時立即救援、減少損失及強化復原重建行動的有效性。包括災害預報、警告、

傷患後送、災民安置、緊急醫療救護、搜索救援及財物安全保護。另配合災害規模需

要，可能須興築臨時堤防、道路及封閉橋樑、緊急水電之供應、避免火災與有毒物質

等二次災害。此階段執行的好壞取決於災前準備的完整與否（馬士元，2002）。主要

包含六項工作： 

1.成立災害應變中心：扮演救災人員指揮調度與各部門的溝通協調之重要角色，並迅

速發布或傳遞災害警報。災害應變中心之成立有賴平時擬定完善計畫、演習訓練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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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意識。 

2.動員：大規模災害發生之救災人力主要包括政府(警察、消防及專業人員)、軍方與

民防三個體系。 

3.災民的收容與撤離：災害潛勢區域或高風險地區應事先規劃安全緊急疏散逃生路線

及安全避難處所，以備不時之需。 

4.緊急醫療救護系統之運作：災時搶救民眾生命為首要工作，在啟動救災系統的同時，

也須同一時間啟動緊急醫療救護系統來配合；緊急醫療救護應變計畫，應配合當地

醫療資源與民眾就醫習慣而擬定。 

5.實施交通管制：實施交通管制有利於救災人員救災車輛迅速進入災區，並且避免閒

雜人等進入災區而妨礙救災工作之進行。此外，應加強巡邏、防止宵小趁隙做案。 

6.防止二次災害發生：如颱風過後之土砂災害、淹水，地震過後的餘震、海嘯皆可能

造成嚴重之二次災害，不但會加重損失，更會影響復原工作之進行，故防止二次災

害之發生也是應變階段的重要工作。 

四四四四、、、、復原復原復原復原(Recovery) 

災害發生後硬體環境的重建與社會運作的恢復。可分為短期活動與長期活動。 

1.短期：復原重點為維生管線之恢復，包括電力、通訊、自來水、污水系統、運輸等

系統，提供居民基本食物、衣物、避難之需求，並維持災區的治安。土石流潛勢溪

流亦需進行臨時性疏通搶通作業。 

2.長期：恢復經濟活動，重建社會公共設施與居民生活，進行土石流潛勢溪流詳細之

調查規劃及復建作業，務使恢復排洪及生態功能。 

台灣早期對災害管理態度，通常是抱持著發生才會重視，在此種情況下，減災階

段自然會被政府給忽略其重要性。然而，減災階段是長期且持續性的措施，目的在減

少或降低自然災害對生命及財產造成的風險，乃災害管理的四個過程中長期且最合乎

成本效益的方法，故如何提升地方的減災能力視為災害管理中重要的研究方向。 

國內土石流災害防救業務計畫12即是依據災害管理各階段工作重點進行調整並

增列相關作業程序，分別為從災前的「土石流防災教育宣導暨宣導實施要領」、災時

的「土石流防災疏散避難作業程序」、「土石流災情蒐集與通報作業程序」、「土石

流災害預報與警報作業程序」，至災後的「防止土石流二次災害暨復原重建作業程序」

                                                 
12我國於 2000 年制定「災害防救法」，災害防救法所稱的災害防救計畫包括災害防救基本計畫、災害

防救業務計畫及地區災害防救計畫。而行政院農委會所研擬的土石流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係依據災害防

救法第十九條，針對土石流所造成天然災害之防救需要而擬定，乃行政院農業委員會針對所職掌土石

流業務訂定之防救災相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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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8)。建立土石流災害防救體系中各階段之實施應變運作機制，規範各防救災業務

整合與協調，落實土石流災害防救業務推動，並提供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擬定之參考。 

 

 

圖圖圖圖 2-8 土石流災害防救措施相關作業程序流程圖土石流災害防救措施相關作業程序流程圖土石流災害防救措施相關作業程序流程圖土石流災害防救措施相關作業程序流程圖 

                                                   資料來源：陳樹群，2003 

透過正式法令的規定，強制不同的組織與單位在防災應變時，能接受鄉(鎮、市)

災害應變中心指揮調度。雖然救災組織體系運作經常由上而下命令或進行動員，但真

正健全的組織體系功能，應由下而上強化；也就是說，愈基層的防救災組織愈應有防

救災的彈性功能，愈能針對災害內容與範圍，立即採取應變作為(楊永年，2001)。唯

鄉(鎮、市)災害應變體系中，實際執行疏散避難工作是由當地社區自主防災組織及警

察單位與消防單位執行；但目前社區自主防災組織尚未完全建置完成，而警察與消防

單位的指揮權卻隸屬於縣(市)政府。因此，鄉(鎮、市)災害應變中心是否有能力在土

石流災害發生前，徹底執行土石流危險區域保全對象疏散工作，是有待討論的問題。

因此，有健全的防災規劃，才能在災害發生時，發揮即時救護的功效，所以應建立一

套中央至地方層級之防救災體系；各災害主管機關應負責指揮、督導、協調各相關機

關及地方政府執行各項災害防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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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防災社區防災社區防災社區防災社區 

防災社區（disaster resistant community）的目標在於增加災難的回復力以及具災

害彈性的社區。依據FEMA的定義，防災社區是指長期以社區為主體進行減災工作；

促使社區於天災來前，做好預防災害的措施，以減低社區的脆弱性，避免讓災害變成

災難事件。除了硬體設備之外，還必須從居民、社區組織與計畫方面著手，透過制度

的訂定及居民的共識，逐漸朝永續的目標邁進。透過公部門與社區建立夥伴關係、進

行社區災害評估，進而確認社區面臨的風險以進行減災計畫，將是達成防災社區的重

要步驟。根據魏雅蘭（2001）由防災社區、防災生活圈以及耐災社區之觀點，定義防

災社區為具災變管理能力的社區，亦即能達到災前減少災害形成因子，災時緊急應變、

互助互救，降低災難損失，並於災後迅速推動復原、重建，與自然災害共存的永續社

區。 

陳亮全（2001）彙整國內外對於「防災社區」的構成後，其認為所謂的防災社區

之構成主要有「實質環境要素」、「非實質環境要素」以及「獲取資源要素」等三方

面(圖2-9)。可發現防災社區除了具有對應於災害的災變管理能力之外，社區本身所具

備的條件，以及與外界資源的連結關係，都是形成防災社區之重要因素，也是防災社

區達到永續性的過程。 

 
圖圖圖圖2-9 防災社區構成圖防災社區構成圖防災社區構成圖防災社區構成圖 

                                     資料來源：陳亮全，2001 

在執行上，基於連續的重大災害威脅許多以村落或部落，行政院遂核定《社區防

救災總體營造實施計畫》，遴選以位於九二一地震、桃芝及納莉颱風受災地區的十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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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區意識 

4.災害與防救災意識 

1.防救災學習與能力 

2.政府資源 

3.民間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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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危險敏感社區為試驗地點，辦理社區防救災事務的推動。辦理單位為災害防救委

員會（以下簡稱災防會），主辦單位則包括行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以

下簡稱九二一重建會）及各相關部會，故九二一重建會將土石流災區列為其防災重點

業務，除了由農委會水土保持局、經濟部河川局、鄉公所分別進行野溪整治、攔砂壩、

河堤等公共工程的整建與新建外，九二一重建會則從軟體的防災社區出發，辦理「行

政院九二一重建會社區總體營造防災社區試辦點」方案實施計畫，選定九二一重建區

南投縣內六個社區做為推動「防災社區」的試辦點，而災防會亦選定非九二一重建區

的四個土石流及水災受災社區（含花蓮縣及台北縣）做為試辦點。 

對於推動社區防災所面臨的困境與問題，已有許多文獻分別從不同角度探討，所

獲得的結論大致雷同。例如，陳亮全（2003）研究發現現有防災社區的推動困境如下： 

1.經費資源的進入分散居民關注焦點： 

921 重建會所推動的社區防救災總體營造實施計畫，乃是委託專業團隊舉辦先期

的社區防救災培訓相關課程及訓練，再發給社區防救災之設備，但這樣的程序反而使

居民將焦點放在訓練課程之後的設備取得，也模糊了居民具有災害意識的重要性。 

2.防救災組織未整合既有社區組織 

目前某些社區有成立睦鄰救援隊，而睦鄰救援隊係屬於消防體系，但參與活動的

居民只有少數為睦鄰救援隊成員，在推動社區防救災組織時，應整合既有的社區組織，

如睦鄰救援隊以及守望相助巡守隊，才能在災時達到組織整合的應變效果。 

3.災後生計問題易排擠居民對公共事務參與 

以農業為生的居民靠天吃飯，使居民在生計方面原本不是相當寬裕，加上在歷經

土石流災害後造成農地及家屋損失後，居民的生計問題便成為整個生活的重心，因此

社區的公共事務若在農忙時期舉行，勢必影響居民的工作，也使得公部門以及專業團

隊易於看到居民參與公共事務的效果不彰，卻無法同時關心其生計問題。 

4.居民對災害防救的了解仍集中於應變階段 

由居民在災害議題及對策的討論中，可以歸納整理居民對災害防救的了解仍集中

於應變階段，對於災前的減災、整備以及重建階段的認知較少，專業團隊應透過活動

的設計，讓居民同時了解災變管理的過程尚包括減災、整備及重建，而且事前的減災

與居民的生活環境及產業息息相關。 

5.社區防救災議題的限制 

在臺灣以社區防救災為社區營造議題有其限制，雖然在幾個受災的試辦社區中，

具有災害經驗對災害所帶來的影響不乏想像，然而其討論方式仍停留在現象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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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少形成討論解決對策的機制，而目前國內的社區營造議題亦偏重於實質空間環境、

產業生計及文化觀光的討論，居民對於災害潛勢及環境品質還沒有較成熟的能力進行

決策。 

6.政府部門對防災社區共識未形成 

由各次土石流地區防災疏散示範演練來看，公部門的各個層級對於社區防救災沒

有共識，消防局仍以過去呼喊口號的方式進行口頭演練，而本應由居民擔任主角的演

習，卻在各鄉鎮公所作秀的心態下，喧賓奪主，居民還是只能在演習中扮演災民的角

色；而公部門的行政效率不彰，導致專業團隊所協助規劃的防救災設備及教材無法如

期發放給居民，而影響居民在操作訓練的成效以及防汛期應有的整備工作，使居民對

於專業團隊的信任感降低，也使社區無法在防汛期做好災害整備工作。 

 

2-3-4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在永續發展的思維下，近年來愈來愈重視減災階段，災害研究逐漸認清災害預防

的重要性。在尺度上則由全球議題落實到社區的永續發展，尤其當面對巨大災害衝擊

時，社區若能夠在沒有外來救援下，可減低並克服災害所造成生命財產的傷害，將是

最能夠達到減災的目標。因此，本研究藉由災害管理的減災、整備、應變及復原等四

個概念，建構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之指標架構，尤其是概念化評估災害衝擊下的

調適能力。再者，以防災社區的概念及推行提供本研究以地方尺度為基礎的社會脆弱

性分析及調適策略之討論。 

 

 

 

 

 

 

 

 

 

 

 

 



 

 39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災害的社會脆弱性評估模式災害的社會脆弱性評估模式災害的社會脆弱性評估模式災害的社會脆弱性評估模式 

2-4-1 全球尺度全球尺度全球尺度全球尺度 (Global Scale)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 

脆弱性研究在近幾年已成為全球變遷與永續性科學研究的核心。然而，要將脆弱

性的概念應用到政策與解決實際的問題上，必須先量化脆弱性。全球環境變遷研究社

群發展了一些量化與半量化的矩陣 (metrics)，並藉由文獻回顧與專家判斷來建立指標

項目進行研究，舉例如下表 2-4。 

表表表表 2-4 全球環境變遷研究計畫全球環境變遷研究計畫全球環境變遷研究計畫全球環境變遷研究計畫 

研究社群 研究計畫名稱 內容 

美 國 國 際 發

展 援 助 總 署

(USAID) 

食 物 緊 急 警 報

系統計劃 

1、發展指標後，經計算得出變項平均值或加權值，以評

估非洲不同地區間食物不安全性的脆弱性狀態 

2、主要工作在收集不同地區的資料，如作物風險(生長季

節的長短和變動)、收益風險(收益變動、平均現金作物

的產量)及處理策略(主要糧食的產量、公共設施的易達

性) 

太平洋東北

實驗室(PNL) 

氣 候 變 遷 的 脆

弱性評估 

1、針對 38 個國家進行評估，共發展出 16 個指標。主要

的操作概念為敏感性(內生變項如住居、食物安全性、人

類健康、生態系統、水)與處理能力(內生變項如經濟、

人類資源、環境) 

2、舉例如平均壽命、難以掌控的土地比例及國民生產毛

額等變數 

南太平洋應

用地球科學

委員會

(SOPAC) 

環 境 脆 弱 性 指

標(EVI) 

操作概念為環境健全或退化、內在彈性與暴露或風險，共

發展 54 個獨立變項 

人 類 安 全 性 指

標(IHS) 

主要面向為環境、經濟、社會與制度，共發展 16 個複合

性指標 

資料來源：整理自 Luers et al., 2003 

此外，國際間亦積極建構災害評估模式，以評估人類與環境安全性及對災害與威

脅的指標。例如世界銀行 (World Bank) 於 2005年進行全球天然災害風險熱點確認計

畫 (Hotspots, Identification of Global Natural Disaster Risk Hotspots project)，主要觀念

來自於脆弱性評估，其災害相關指標則借重風險研究中普遍使用的「壓力與回應」模

式 (Pressure & Response ,PAR) 來界定災害，探討壓力源和風險對象的回應，強調社

會狀況暴露於災害的程度 (單信瑜，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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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表2-4中指標評估的方法在監測趨勢及概念性架構探索上具有價值，然在應

用上仍存在下列缺失：(1)在指標篩選與權重分配上較為主觀；(2)資料取得有困難；

(3)難以驗證不同的矩陣。最重要的是，常常在矩陣模式與理論概念上存在落差或無

法對應。例如PNL在脆弱性評估計畫中，定義脆弱性為「當氣候變遷時，系統受危害

的程度，並給予評估…，運用16個變項來表示系統對氣候變遷的敏感性(sensitivity)及

調適能力 (Moss et al., 2002) 。」雖然16個變項或許能表示在大區域範圍內的重要因

素，但是無法獲得不同的文化、價值及生物物理系統在面對氣候變遷時，可能出現不

同的改變與危害程度。是故，即使是一個很簡單的系統都相當複雜，很難考量所有的

變項、過程及擾動等特性。 

 

2-4-2 國家尺度國家尺度國家尺度國家尺度 (National Scale)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 

  Brooks et al. (2005)提出全球氣候變動下脆弱性與調適能力的指標，並運用十年國

家層級的資料進行實證研究。研究基礎視風險為結果，且為氣候災害和社會建構的脆

弱性函數(風險＝災害×脆弱性)。指標產生的方法是以人口死亡率代表氣候災害的結

果，且經由過去文獻 (World Bank, UNDP等) 和專家評判後，確認 46個變數代表一

般的脆弱性，包括經濟的福祉、不平等、健康與營養的狀態、教育、物質的建設、治

理、地理的和人口統計資料的因素、農業、生態和技術的能力。再者為確認脆弱性的

重要指標，主要是利用 Monte-Carlo randomisation統計方法評估指標的重要性，並以

德爾菲專家研究法進行指標的正確性和解釋。研究發現最為脆弱的地區，以及影響調

適能力主要為治理、公民與政治權力和知識。 

Odeh (2002) 應用天然災害風險的脆弱性評估於美國羅德島州的減災規劃上，其

架構結合危害 (頻率、範圍與強度)及暴露 (重要設施、社會脆弱性、環境資源與威脅

以及經濟) 兩項指標要素的數值即為脆弱性。藉此方法確認關鍵的危害或暴露合併發

生的可能性，以突顯該區域的脆弱性，並分析減災的策略，以制訂新的政策。該州的

減災計畫中，主要分為下列九個項目進行脆弱性評估檢核13： 

1.評估暴露在危險中的人數：包括較弱勢的族群 (年長者、身心殘障者等)。 

2.評估暴露在危害的資產價值。 

3.評估重要設施，如醫院、橋樑、污水處理廠、淨水廠、學校、發電廠、警消設備等

                                                 
13 進行評估時，每一項目之註記範圍為 0 至 3，0 代表此項目的資訊或是分析並沒有提到或是進行；1 

代表此項目的資訊是以普遍的方式被指出或探討；2 代表至少有歷史資料可供分析評估；而 3 則表示

有詳細的地圖及其他資訊可表示未來該州在此項目之脆弱性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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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在危險中的程度。 

4.評估二次災害的危險。 

5.評估具危險性的設施 (如化學工廠) 在危險區域的危害度。 

6.評估自然災害下暴露在危險物質的危害程度。 

7.評估對避難所的需求以及容量 

8.評估疏散的需要以及社區的承載能力。 

9.評估災害對環境的影響 

Downing et al. (2001)在氣候變遷衝擊與調適的研究中，將脆弱性指標分成糧食敏

感度、生態系統敏感度、棲所敏感度、經濟承載力、人類資源承載力以及環境承載力

等進行評估。但Adger et al.(2004) 指出Downing et al.(2001)的分類，並沒有將政府組

織及政策環境等向度納入考量，並提出新的「脆弱性與調適能力指標」指出在進行國

家尺度脆弱性分析時，須將分析的群組置入更廣泛的項目與類別，以反應不同的社會

與環境脆弱性 (表2-5)。  

表表表表2-5 脆弱性與適應能力指標脆弱性與適應能力指標脆弱性與適應能力指標脆弱性與適應能力指標  

項目 指標 

經濟福利  GDP百分率、GINI指數、清算GDP比率  

健康與營養  醫療支出百分率、經失能調整後的平均餘命(DALE)、卡路里攝取、

AIDS/HIV傳染病 (成人平均%)  

教育  教育支出百分率(占政府支出%或GNP%)、識字率(15歲以上%)  

基礎設施  道路公里數、人居土地規模、無衛生設備人口(%)、無安全水資源的

鄉村人口(%)  

組織、政府與社會資

本  

國內難民(人口%)、貪污控制、政府效率、政策、監察品質、法律規

則、問責能力 

地質與人口統計因素  海岸線公里數(占土地%)、距海岸線100公里內人口數(%)、人口密度  

農業依存度  農業人口(占整體人口%)、鄉鎮人口(占整體%)、農業出口(占GDP%)  

自然資源與生態系統  保護區、森林覆蓋百分比、水資源百分比、地下水涵養補注百分比、

無人居住土地(%)、森林轉變率(每年%)  

科技能力  R&D投資(占GDP%)、每百萬人R&D科學家與工程師  

資料來源：整理自Adger et al., 2004 

在國內災害脆弱性評估研究方面已有洪雅雯 (2004) 彙整都市防災之相關法令

規章、文獻與研究理論，擬定都市災害脆弱性評估模式架構，區分為減災、整備、應

變、復原等4個評估構面，並依各評估層級挑選適當之評估因子，運用層級程序分析

法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進行兩階段的專家問卷，經由專家問卷回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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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得到都市人文環境等20個評估條件與都市人口密度等75個評估因子。然而該研

究所使用的指標乃依據「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所列舉產生，與真實世界較可能出現不

符的狀況，應採取德爾菲法、腦力激盪法等方式，找出其適用的評估指標。鍾佳霖 

(2006) 針對臺灣本島22個縣市颱風災害的脆弱性進行探討，基於脆弱性理論基礎探

究其中最重要的兩項因素為「受災程度」及「因應能力」，並選取投入項：「人口數」、

「歲出金額」、「農業經濟產值」；產出項：「死亡人數」、「受傷人數」、「災害

救助金額」、「農業經濟損失」，做為初步選取脆弱性評估的因子，藉由資料包絡分

析法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 進行實證操作，探究臺灣各縣市遭受颱風災

害之相對損害，建構一套颱風衝擊的綜合評估模式。然而，該研究對於各投入產出項

之權重採取平均權重法，實際上投入產出項之權重應是不同的，故應建構更為客觀之

評估模式。 

吳杰穎和江宜錦 (2008) 以專家問卷的方式收集專家意見，運用德爾菲法建立自

然災害統計指標，再以2002-2006年政府現有的公務統計資料，對臺灣各縣市進行自

然災害脆弱性、災害損失與災害管理指數的計算。其中災害管理標的包括防災工程與

防災人力等7個正向指標；脆弱性評估標的包括災害頻率、淹水面積、土石流潛勢溪

流影響面積等7個指標；而災害損失標的則包括人員死亡、受傷、失蹤與林木經濟損

失等10個指標。上述三篇國內研究可發現，研究優點為便於分析比較量化結果，但由

於在指標的遴選上受限於政府既有的統計資料，因此在指標建構的完整上亦有所限

制。 

 

2-4-3 社區尺度社區尺度社區尺度社區尺度 (Community Scale)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 

國際紅十字聯合會與新月組織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Societies, IFRC) (1996) 提出脆弱性與能力評估法 (Vulnerability and Capacity 

Assessment, VCA)，協助當地政府與地方進行脆弱性評估，以助於由災害中進行適當

的應變與復原，其評估過程為先確認潛在威脅，包括自然或人為災害等，再者為確認

脆弱的居民，包括接近災害處、貧困及被邊緣化的居民；最後為評估居民能力以預防

或處理威脅，其中居民的能力分三種類型︰ 

1、自然與物質︰居民有自然資源，可賴以生存與帶來滿足與尊嚴的生活，如：現金

及土地等。 

2、社會與組織︰社區有緊密關係與社會網絡可互相協助，居民在需要的時候可互相

分享自然資源而可能倖存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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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技能與態度︰居民具有技能、知識與教育，將有更多的選擇與能力以改善他們所

處的條件。 

Pearce (2000) 提出災害衝擊風險與脆弱性評估模式(Hazard Impact Risk and 

Vulnerability, HIRV)，該模式為社區或地區政府所設計，進行評估時需確認區域內的

歷史性災害、目前風險因素，及區分為「人、地、整備與時間」等四個影響脆弱性的

構面 (表 2-6)，依這四個類型進行每一種災害的脆弱性評等14。然而臺灣在現今社區

防災整備上，除了表中所包含項目外，尚有社區救援隊、疏散避難及通報系統等設置，

因此進行國內相關研究時需考量不同的環境條件進行修正及討論。 

表表表表 2-6 影響脆弱性的構面影響脆弱性的構面影響脆弱性的構面影響脆弱性的構面 

人 地 整備 時間 

年齡 

性別 

人口密度 

民族與文化背景 

社會經濟地位 

建築物 

重要設施 

生態區域 

經濟部門 

歷史文化區域 

維生線及公共設施 

非結構材料 

再生地 

結構地 

應變能力 

社區教育與訓練 

減災計畫 

預警系統 

特殊季節 

假日 

資料來源：整理自 Pearce, 2000 

Morrow (1999)指出有效的危害減災與緊急應變必須由社會、經濟及政策結構來

進行討論，並提出社區尺度的脆弱性評估構面 (表2-7)。  

表表表表2-7 影響脆弱性因子影響脆弱性因子影響脆弱性因子影響脆弱性因子 

指標構面 變數 

家戶資源與脆弱性 年齡、種族、地位、性別、家庭結構 

有限的經濟與資源 低收入戶 

個人資源 健康、心理素質、相關經驗、教育程度 

家庭與社會資源 公共團體、血緣關係 

政策資源 

弱勢與婦女複合的脆弱性 

資料來源：整理自Morrow, 1999 

Anderson-Berry (2004) 以為社區脆弱性是由社區、個人、社會三構面所支配(圖

2-10)，然而個人、社會以及社區構面所包含的項目相當地多。例如在個人構面包括

                                                 
14使用+3 到-3 的級距，代表從+3 災害極可能發生到-3 災害極不可能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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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性別、種族特性、教育程度、災害教育、過去災害經驗及接近災害地區之程度

等項目；而社會構面以物理環境、公用事業和生命線、商業以及社區設備等項目；社

區構面包括社會網絡、社區參與、個人與社區公共團體的信任等項目。 

 

圖圖圖圖 2-10  社區脆弱性與調適能力社區脆弱性與調適能力社區脆弱性與調適能力社區脆弱性與調適能力 

資料來源：整理自 Anderson-Berry,2004 

Dwyer et al., (2004)以量化社會脆弱性法進行天然災害的風險確認，將社會脆弱性

模式區分為以下四種構面(表2-8)。 

表表表表2-8  影響影響影響影響社會脆弱性指標社會脆弱性指標社會脆弱性指標社會脆弱性指標 

構面 可量化指標 

家戶中的個人 

(Individual in a Houselold) 

1.年齡、2.收入、3.居家型態、4.財產佔有權、5.受雇用狀況、

6.英語能力、7.家庭型態、8.殘障狀況、9.家庭保險、10.健康保

險、11.負債與存款、12.汽車、13.性別、14.受傷、15.住家受損 

社區 

(Community) 

1.對等互惠、2.效力感、3.合作、4.社會參與、5.市民參與、6.

社區支持、7.網絡規模、8.溝通頻率與模式、9.情感支持、10.

與社區整合、11.一般行動、12. 溝通支柱、13.隔離 

服務的獲取 

(Access to Service) 

1.主要城市、2.內部區域、3.周邊區域、4.偏遠區域、5.極偏遠

區域 

組織/架構

(Organizational/Institutional) 

1.地方政府責任、2.州政府補償金/協助協議、3.中央層級救濟

基金、4.捐贈物/募款原因 

資料來源：整理自 Dwyer et al., 2004 

陳樹群等人 (2005) 根據 ISDR 所提出的風險概念，建立社區災害風險的分析架

構(圖 2-11)。此圖乃對照天然災害風險評估公式，將社區災害風險分為社區災因分析

(hazard) 、社區脆弱性 (vulnerability) 、社區調適能力 (capacity) 等三部份。社區災

因分析主要針對天然災害的發生頻率以及規模進行計算；而社區脆弱性分析主要以災

社區脆弱性 

社會的 

社會結構 

個人識覺和 

風險接受度 

社會資本 

的貢獻 

社區的 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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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的計算為表現方式。其計算項目為所有在受災範圍內可能損失的人或財產，包括直

接或是間接的損失；社區調適能力主要是一社區對災害承受的程度，和居民對災害的

預警、通訊能力、防災教育、社區法定能力、防災組織的組成等因素有關。 

 

圖圖圖圖 2-11 社區風險分析架構圖社區風險分析架構圖社區風險分析架構圖社區風險分析架構圖 

社區災害風險分析 

社區災因分析 社區脆弱性 社區調適能力 

影響因子 

地質、地文、降

雨、地震等 

1.保全人口 

2.已開發土地類型

和數量 

3.文化古蹟 

4.通訊系統 

5.交通或公用專業

設備 

1.法定能力 

2.防災組織 

3.通訊能力 

4.預警能力 

5.支付減災費用能

力 

6.防災教育 

災害機率分析與

規模設定 

災害地圖 災損評估 整備能力 

風險地圖 風險評估 風險指標 

風險管理目標 

風險規劃 風險消除降低 風險承擔 風險移轉 

策略 

土地與資產

購買 

策略 

防災與減災設施 

土地使用管理 

監測與早期預警系統 

緊急應變醫療機制防災亦是和

教育防災教育和意識 

建築規範 

公共投資改善計畫 

稅收與財政政策 

策略 

災後救濟管

理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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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整理自陳樹群，2005 

蕭煥章 (2008) 主要研究目的在建立水災脆弱性的評估模式，透過理論文獻回

顧、選定研究區從事學者專家深入訪談，並結合已出版之官方統計數據蒐集與分析，

藉由自然與社會脆弱性分析與探討獲得地方脆弱性評估結果。該研究所提出之水災脆

弱性評估方法，先從事臺灣本島各縣市 (約數百至上千平方公里) 與臺北縣各鄉鎮市

(約數十至上百平方公里)等較小比例尺較大空間範圍的水災脆弱性評估，經與歷次水

災事故結果進行脆弱性比較分析，發現研究結果所呈現出的社會、自然與地方脆弱性

結果相當符合；因此，驗證此一研究方法具有可操作性，據以針對汐止市研究區各里

大比例尺較小的空間單元進行水災脆弱性評估模式之建立。 

該文的自然脆弱性評估採用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所公布的淹水潛勢資料與納

莉颱風造成汐止各里淹水的戶數進行計算。社會脆弱性評估則綜合文獻回顧、學者專

家深入訪談、參考Cutter 所建立美國社會脆弱性評量指標與統計資料可用性，該研究

採用9 個變項包括女性、住戶數、人口數、低收入者、獨居老人、身心障礙者、14 歲

以下、65 歲以上與不識字進行計算；加總前述9 項評分計算出社會脆弱性程度，將

所得之自然脆弱評分乘以社會脆弱評分則可得地方脆弱評分結果。其研究也將計算所

得評分採自然區隔分類法分為5 個列等，藉由地理資訊系統圖示呈現出研究區相對脆

弱性地理分佈。該文建立地方災害脆弱性的模式，且相對於Cutter係以美國各州為對

象，該研究以里為對象進行預測，並提出汐止市各里的社會、自然與地方災害脆弱性

研究成果。 

不同於前述，近年來愈來愈來多以質性研究法進行脆弱性評估(圖 2-12) (Ford and 

Smit, 2004, Va’ squez-Leo’ n et al. , 2003；陳志嘉等，2010)，多採民族誌的研究方法(包

括半結構式訪談、參與觀察及焦點團體)，並不以量化或分級的方式評估脆弱性，而

是結合脆弱性地圖和地方尺度的個案研究，探討不同尺度下作用力的互動過程及地方

決策的形塑。藉此得知脆弱性的本質特性、原因及機制，以達到提升調適能力，和降

低暴露及敏感性。Belliveau et al. (2006)進行加拿大 Okanagan地區葡萄產業的實證研

究時，以生產者的經驗為基礎，採半結構性問卷及焦點團體訪談方式，探討個人或社

群所暴露與敏感於過去與目前的風險（或機會）及採取何種調適策略，以瞭解農夫決

策背後複雜的行為和動機。研究指出目前葡萄生產者處於多重暴露的環境下，對氣候

因素是易脆弱的，氣候條件不僅影響作物的生產量，亦會影響生產者的銷售與市場競

爭。而生產者面對所處狀態的敏感性，某程度受制度因素影響，例如自由化貿易政策。

再者，生產者調適與處理這些風險的能力，端賴資源和技術的獲得及政府計畫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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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故在地方脈絡(place and context)下，以權益關係人(stakeholder-led)的論述

(narrative)分析和質性訪談進行脆弱性研究，可豐富量化研究的不足。 

 

 

 

 

 

 

 

 

 

 

 

 

圖圖圖圖2-12 以社區為基礎的脆弱性評估架構以社區為基礎的脆弱性評估架構以社區為基礎的脆弱性評估架構以社區為基礎的脆弱性評估架構 

                        資料來源：Smit et al., 2006 

2-4-4 跨尺度研究跨尺度研究跨尺度研究跨尺度研究 

O’Brien et al.(2004) 研究印度在氣候變遷與貿易自由化的雙重暴露下的脆弱性

評估，其評估架構乃結合國家與地方尺度。在國家尺度上以量化評估國家最具脆弱的

「熱點」及最低脆弱的地區；在地方尺度上以質性研究探討此兩地方在發展調適能力

的限制因素。其評估流程為： 

1.暴露於氣候變遷下的敏感性評估：敏感性是藉由統計近三十年乾旱與季風發生的空

間變化，爾後將暴露要素結合氣候敏感性指標 (CSI) 進行區域性降級 (down-scaled)

模擬一般氣候循環模式(HardRM2)。並以 CSI重新計算溫度、降雨機率及兩倍的二

氧化碳進行模擬，找出最具氣候敏感的地區。 

2.調適能力評估；認為生物物理、社會經濟及技術等三種構面將影響地方居民的農業

生產。三種構面的內容為： 

(1)生物物理構面：由土壤狀態 (品質與深度)、地下水的取得所建立。這些具有較

高生產力的土壤和較多地下水取得的狀態下，將對未來氣候變化更加具有調適

能力。 

(2)社會經濟構面：由人文和社會資本的程度、目前或缺乏的可選擇經濟活動所組

 
社區、權益關係人參與投入 

目前的暴露及敏感

目前的調適策略 

未來的暴露及敏感

未來的調適承載力 

調適性 

需求 

選擇權 

自然與社

會系統的

預期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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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社會資本指溝通與連結地區的經濟與社會活動的經濟財產；人文資本指地

區的成人識字率與性別平等；可選擇的經濟活動指對於氣候變遷下農夫轉變原

有經濟活動的能力。  

(3)技術指標：灌溉與公共設施的建立。 

3.地方尺度的個案研究：選取最具脆弱及最低脆弱性的地區進行個案研究。此方式不

僅補強巨觀分析的缺失，且可確認影響過去農夫處理和調適策略之地方尺度的制度

與政策問題。研究方式：第一，訪談地方政府單位在面對全球化市場時，有關地方

農業政策的制訂與執行。第二，蒐集個案的社會經濟和氣候狀態的統計資料，及政

府或非政府組織專家的討論。第三，進行家戶調查，評估農業政策如何影響農夫的

生計和處理氣候災害的能力。 

Nass et al. (2006) 在挪威氣候變遷的調適決策與脆弱性評估一文中，指出目前有

兩種研究方法提供不同的脆弱性指標。其一為「描述」(descriptive)指量化研究，由局

外人的觀點建立地方脈絡的特徵化。其二為「解釋」(interpretive) 指由局內人的觀點，

主要是閱讀地方性(表 2-9)。然而，不同的研究具有不同的挑戰，且資料具有互補性。

爲了應付此挑戰，故提出國家層級和地方層級指標研究的優缺點，並進行兩階段的地

方尺度評估架構(圖 2-13)。該研究使用交流(exchange)為基礎的辨證研究，以涵蓋不

同觀點，其重要的三個概念為 (1)確認脆弱地區的研究架構，善用不同觀點的優勢；

(2)注重長期的過程甚過於單一的評估；(3)強調地方過程和國家層級的評估。研究指

出不太可能出現單一「正確的」評估工具或指標模式進行地方尺度的脆弱性評估。 

表表表表 2-9  不同尺度的調適政策不同尺度的調適政策不同尺度的調適政策不同尺度的調適政策：：：：描述與解釋的研究方法之比較描述與解釋的研究方法之比較描述與解釋的研究方法之比較描述與解釋的研究方法之比較 

治理

層級 

資訊需要的類型 評估方法 

敘述(國家層級資料) 解釋(地方層級資料) 

國家 初步國家討論和意識提升的資訊 國家分級 因果機制和影響交互作

物的資訊 

國家調適或減輕政策和優先選擇

機會的發展之資訊 

脆弱性部門、社會群

體、地理區域的確認 

國家政策的地方需要之

確認 

地方 地方討論和意識提升的合法性資

訊 

以國家觀點進駐地方

脆弱性 

清楚與包括的評估過程 

資訊的尺度和地方制度間的密合

度 

地方脆弱性地圖的形式 

跨部門和風險分類的整合資訊 

資料來源：整理自 Nass et al.,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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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2-13  由上而下由上而下由上而下由上而下(top-down)與由下而上與由下而上與由下而上與由下而上(bottom-up)研究法之關係研究法之關係研究法之關係研究法之關係 

資料來源：整理自 Nass et al., 2006 

2-4-5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在評估方法上，量化評估脆弱性的方法為「建立指標架構」以形成脆弱性指數。

其建立程序為蒐集全球或國家尺度的社會與環境變數等資料，之後將資料庫的資料轉

換成標準計分，再進行脆弱性要素的分級並繪製成脆弱性地圖，以確認最具脆弱性的

「熱點」。此方法應用在政策擬定及解決實際問題上具有相當重要的參考價值。然而

以指標為基礎的脆弱性評估研究，卻也面臨許多的限制。故以質性研究為主的地方脆

弱性評估，由局內人 (insider) 的觀點獲得脆弱性的本質、原因及機制，以達到提升

調適能力和降低暴露及敏感性，不僅可凸顯地方性且可豐富量化研究的不足。 

有鑑於國內目前尚未發展適合臺灣且健全的社會脆弱性評估方法，本研究嘗試運

用量化的指標評估和質性研究，以豐富地方尺度下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評估，並

瞭解地方決策是如何被形塑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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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方法論方法論方法論方法論 

本研究透過文獻回顧嘗試提出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評估架構與方法，因此，

本章內容為研究設計包含研究架構、流程與方法等三部分。研究方法上，首先利用德

爾菲法（Delphi Method）彙整專家學者對社會脆弱性指標之看法；再者，使用層級程

序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計算指標之權重；最後，以質性研究法

分析影響社會脆弱性與調適之因素。 

第第第第一一一一節節節節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設計設計設計設計 

3-1-1 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 

經文獻回顧後，本研究架構主要參考 Turner et al. (2003)、Anderson-Berry (2004)

及 Nass et al.(2006) 等脆弱性相關研究所建立而成 (圖 3-1)。為了能夠更加深入瞭解

社會脆弱性發生的機制與影響的因素，故本研究以「地方」為社會脆弱性評估之基礎，

認為地方系統的暴露-敏感性和調適能力受到不同尺度的自然與社會作用力所影響，

並影響地方的決策過程。然而本研究聚焦於土石流災害的社會面向，而較少考慮到自

然面向，是故，本研究所指社會脆弱性指數為假設各行政區都面對同樣的自然災害事

件，其所呈現的社會脆弱性之「相對」高低。 

所謂系統的暴露-敏感性，是指系統受刺激影響或回應的程度，與系統特性和更

大尺度的非氣候因素有關，受人口、社會與經濟狀態之影響。如果系統對暴露於某種

刺激不具敏感性，代表可能不受影響或對系統不重要，故暴露和敏感性是密切相關的

概念，通常被一併討論，且可代表系統所承受的風險程度；而系統的調適能力指社區

防災能力及居民調適能力，代表系統面對壓力或擾動時，能處理或適應變遷的能力，

例如地方居民學會如何去修正其行為、管理其環境或利用其氣候條件。主要受人類系

統的特性影響，包括社會網絡、制度、過去經驗、資源取得與公平性等，這些將有助

於或限制系統處理災害相關風險的能力。 

    此外，暴露-敏感性及調適能力是動態且互相影響的(Bellivear et al., 2006; Ford 

and Smit, 2004)。例如暴露在重複的氣候狀態下會產生管理氣候狀態的經驗，以增加

系統的調適能力。同時，某些調適能力亦會改變系統的特性 (人口、社會與經濟等)，

以致可能加重或減輕暴露-敏感性。 

近年來災害研究強調跨學科、整合的及多元的方法論進行探討 (Cutter，2003)。

為了避免量化與質性研究的缺漏，本研究擬以多元研究方法進行兩階段的社會脆弱性

評估模式。第一階段先建立社會脆弱性指標系統，並實際進行南投縣水里鄉各村土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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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之指數分析，以確認較高或較低脆弱的地區。第二階段則針對較

低脆弱的地區，探討地方決策過程中影響居民調適行為與社會脆弱性的因素。 

綜合上述，本研究利用此架構可為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評估提供有利的方法

論基礎，使知識的建構更具多元性並提供研究者靈活設計的空間。希冀以此研究方法，

能做為在不同地區可重複操作之經驗型研究方法論。 
 

 

    

    

    

    

    

    

    

    

圖圖圖圖 3-1  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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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研究流程研究流程研究流程研究流程 

本研究流程 (圖 3-2) 為先確立研究動機和目的，並界定名詞與研究範圍後，針

對相關文獻進行回顧，包含理論文獻與經驗研究。針對確切的研究內容擬定研究架構

與研究方法。本研究主要參考 O’ Brien et al.(2003)及 Nass et al.(2006)的研究，先進行

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指標評估，以確認可能潛藏在地方尺度評估時的「極端」風

險。爾後，對具有較低社會脆弱性的「村」進行質性的個案研究，以瞭解影響地方社

會脆弱性的因素，尤其是調適策略的選擇過程。 

內文部分本研究利用多元研究法，進行兩階段的社會脆弱性評估模式。在第一階

段的評估過程為初擬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之指標系統；並利用德爾菲法（Delphi 

Method），借重專家特殊經驗與知識，讓專家們腦力激盪，透過二次問卷調查，以反

覆回饋的方式，將專家意見差異降到最低，確認出各層級的指標，再使用層級程序分

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計算出各層級的指標權重。其次，進行南投縣水

里鄉各村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之指數分析，以確認社會脆弱性較高及較低的地

區。 

第二階段的評估方法則是運用質性研究法，針對較低的社會脆弱性之地區，探討

地方決策過程中影響居民調適行為與回應能力的因素。主要方法為透過滾雪球和具有

代表性的個案抽樣找尋訪談對象，進行半結構性訪談，以深入瞭解地方居民決策背後

複雜的行為和動機。最後依分析結果進行討論並歸納出結論，完成論文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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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2 研究流程研究流程研究流程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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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以德爾菲法建立指標系統以德爾菲法建立指標系統以德爾菲法建立指標系統以德爾菲法建立指標系統  

本研究對於土石流災害的脆弱性評估指標乃採用德爾菲法（Delphi Method）與層

級程序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 AHP）建立模式，本節將針對德爾菲法作

說明，並設計問卷樣式及實施問卷調查。 

3-2-1 德爾菲德爾菲德爾菲德爾菲法法法法(Delphi Method)概述概述概述概述 

德爾菲法是一種利用直覺判斷的預測術，其名稱源自古希臘阿波羅神廟址

「Delphi」，乃取其信望與權威之意，因為在古希臘時代有位名為 Apollo 的人在 Delphi，

聲稱他能預測未來而揚名，最後演變成為預測未來的門派。而在 1950 年代，當時美

國藍德（RAND）公司為預測敵方（蘇聯）以原子彈轟炸美國時，可能產生的效果，

而發展出來的一種透過群體溝通歷程的預測方法。到了 1960 年代後，這種方法便逐

漸被應用到預測未來科技與政府部門、工商界及學術界。 

另外德爾菲法又稱專家判斷法，屬於群體決策方法的一種，多應用於質性研究。

其進行過程乃針對某特定議題，借重專家特殊的經驗與知識，透過數回合反覆回饋循

環式問答，直到專家間意見差異降至最低為止。在應用上，德爾菲法常用於環境管理

的相關研究，近年來則多用來評估環境的永續發展及災害管理等領域。 

 一一一一、、、、德爾菲法基本假設德爾菲法基本假設德爾菲法基本假設德爾菲法基本假設 

德爾菲法適用於決策過程中之預測、分析、評估和高階層決策目標的建立，尤其

如下列情形 (郭乃文，2000)： 

1.缺乏足夠的資料與數據等。 

2.當理論、模式定量方法有所欠缺時。 

3.疑難問題，訴諸專家之腦力激盪（brain storming）。 

4.當意見分歧時。 

5.匿名方式反映不同觀點，達多元化整合思考的效果。 

6.非計量之效益分析，以評估或選擇不同方案。 

德爾菲法是一種結構化的溝通過程，整個過程的合理與否，主要包含以下 5個假

設(徐文遠，1996)： 

1.團體的判斷優於個人的判斷。因為團體要比個人具有更多的資訊。團體間的互動能

引發動機與產生激盪的氣氛。 

2.匿名的作業方式使參與專家的答案更為理性，並且可以消除面對面所產生的心理因

素。由於個人表達能力的強弱、職位的高低、個人保守或善變等差異存在，使得公

開場合的論點，有時無法代表每位參與者的真正意見，因此匿名方式有其必要。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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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適當的問卷設計，仍可發生與公開場合下相似的潛在互動效果。 

3.團體的壓力使各參與者的意見趨於統合。為降低個人間的差異以獲取團體的共識，

德爾菲法在這方面的效果與公開場合的會議最大的差異是在團體壓力的不同上，德

爾菲法在匿名的原則下所產生的團體壓力是理性的、溫和的與自然的，並且在團體

共識下，仍尊重少數意見的立場。 

4.重複進行的回饋，使參與者能夠更正原始意見，並可查證一些極端的意見。 

5.以機率、百分比或態度量值來表達結果，可以消除結果傾向一致的壓力。 

德爾菲法不同於一般的問卷意見調查，從德爾菲法分析得到的意見，可回饋至每

一原作答者，給予修正答案及提出理由的機會，並保持某種程度的匿名過程。 

 

二、德爾非法操作流程 

德爾菲法操作可分為兩步驟：第一步驟為問卷調查，在匿名、反覆回饋的原則下

進行問卷調查，以提供參與之學者專家相互溝通專業知識的機會，減低個人的偏見，

達到其意見趨於一致；第二步驟為專家學者們的反應統計，去除隨機所造成的錯誤，

並由研究者撰寫報告並提出研究結論(圖 3-3)。 

 

 

 

 

 

 

 

 

 

 

 

圖圖圖圖 3-3  德爾非法操作流程圖德爾非法操作流程圖德爾非法操作流程圖德爾非法操作流程圖 

三三三三、、、、德爾菲法的優缺點德爾菲法的優缺點德爾菲法的優缺點德爾菲法的優缺點 

劉萬正 (2001) 參考相關文獻後歸納出德菲爾法之優、缺點如下： 

1.德爾菲法之優點： 

(1)不需集合專家就可能綜合專家意見並收集思廣益之效，採用郵遞問卷方式可節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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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的時間。 

(2)方法簡單，不需以往案例資料，更無需艱深之統計分析技巧。 

(3)可運用在長期預測方面。 

(4)讓多位專家共同探討議題，能同時獲得更有價值和客觀的資訊結果。 

(5)專家匿名可克服面對面或會議上討論的缺點，不受權威，善於言詞者或多數人的

影響，於數回問卷中客觀地提出、修正自己的看法。 

(6)反覆修正偏差，一次又一次的問卷調查，最後結果幾乎等於全體專家的意見。 

(7)除了計量的預測外，亦可作質方面的預測。 

2.德菲爾法之缺點： 

(1)專家選擇困難。 

(2)以郵寄問卷方式調查，往往費時而影響研究進度。 

(3)因研究進行時間較長並且步驟繁複，較難取得專家持恆的配合，且其意見可能因

客觀因素改變而前後矛盾。 

(4)由於是綜合意見，而非系統性預測，因此，此結論可能較為籠統。 

根據以上德爾菲法的簡要說明，本研究採用德爾菲法作為篩選土石流災害的脆弱

性指標之主要原因如下： 

1.根據文獻探討分析，德爾菲法適合用於指標建構方面的研究。 

2.透過專家的腦力激盪，得到指標項目。 

3.利用匿名方式，不受他人影響，指標項目取得兼顧公平、客觀與專業性。 

4.利用德爾菲法，可利用反覆的問卷調查，將專家之意見差異降至最低程度為止，以

建立初步的評估指標。 

 

3-2-2 德爾菲法調查問卷設計德爾菲法調查問卷設計德爾菲法調查問卷設計德爾菲法調查問卷設計 

本次問卷採半開放式問卷的結構式設計，由過去有關土石流災害與脆弱性評估的

相關文獻(表 3-1)依階層分析法之概念將指標系統分成目標、評估構面、評估項目及

指標等四階之層級結構，並依據定義明確、容易瞭解、具代表性、客觀性、簡單性、

獨立性等指標選取原則，從中蒐集相關指標，以進行指標系統的初步設計。為了希望

能夠對於議題多收集一些相關資訊，以將問題釐清，因此本研究德爾菲法調查問卷採

半開放式，在量表每題項目之下方提供意見表達之空間，以探求是否尚有個人視為重

要但未包含於本研究之指標，可作為修正該題指標之參考。其中包含研究說明函、指

標層級與架構，以及針對三大構面所擬定的問項，以專家填寫的適當與不適當以及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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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來修正初擬的構面與指標項目。最後部份則詢問專家學者在德爾菲法後採用層級程

序分析法來衡量本指標項目權重的意見。 

表表表表 3-1 本研究相關評估指標本研究相關評估指標本研究相關評估指標本研究相關評估指標之參考文獻之參考文獻之參考文獻之參考文獻 

編號 參考文獻 

1 Pearce, L.（2000）An Integrated Approach for Community Hazard, Impact, Risk and 

Vulnerability Analysis: HIRV,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2 Morrow, B.H. (1999). Identifying and mapping community vulnerability, 

Disasters, 23(1)：1-18. 

3 Anderson-Berry Linda, David King, 2004, ‘‘Mitigation of the impact of tropical cyclones 

in northern Australia through community capacity 

enhancement,”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Strategies for Global Change, 10: 367-392. 

4 Adger, N.W., Nick B., and Bentham G., (2004). New Indicators of Vulnerability & 

Adaptative Capacity, Tyndall Centre Technical Report. 

5 NOAA Coastal Services Center（1999）Community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 Tool, New 

Hanover County, North Colorlina. 

6 Dwyer, A. et al.（2004）Quantifying Social Vulnerability: A Methodology for 

Identifying Those at Risk to Natural Hazards, Australian Government, 

Geoscience Australian. 

7 Cutter, S. L., Mitchell, J. T., Scott, M. S. (2000) Revealing the vulnerability of  

people and places: a case study of Georgetown County, South Carolina,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90(4): 713-37. 

8 陳樹群、王俞婷、吳亭燁 (2005)「坡地災害高風險縣市之村里耐災程度評估」，中

華水土保持學報，36(4)：323-337。 

9 吳杰穎、江宜錦 (2008) 臺灣天然災害統計指標體系建構與分析。地理學報，第 51

期，65-84。 

10 蕭煥章 (2008) 水災脆弱性評估模式之建立—以汐止市為例，中國文化大學地學研究

所博士論文。 

11 楊靜怡 (2009) 颱洪災害回復力之評估：以台中市、台中縣龍井鄉與東勢鎮為例，台

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碩士論文。 

12 洪雅雯（2004）建立都市災害脆弱度指標之研究，逢甲大學土地管理研究所碩士論

文。 

 

3-2-3德爾菲法問卷德爾菲法問卷德爾菲法問卷德爾菲法問卷調查實施調查實施調查實施調查實施 

林裕強(2008)指出德爾菲法最重要的一個步驟為受訪者的選擇，而對於專家學者

的數目建議 5個以上的參與者所產生的公論會較個人為佳。因此，對於建構土石流災

害的社會脆弱性評估指標而言，本研究擬選取國內相關領域的專家協助填答問卷，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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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採親自個別遞送及郵寄方式辦理，以利進行專業學者訪談。 

本研究於 2009/8/24寄出十四份專家意願函(附錄二)，同時附上研究說明函(附錄

三)，使專家學者能夠在了解研究目的與方向之後，回應意願函之同意參與與否。最

後，回收十四份意願函中，全數同意擔任本研究之專家小組的成員，並熟知本研究之

目的與所欲採用的操作方法(表 3-2)。 

表表表表 3-2 訪談專家學者一覽表訪談專家學者一覽表訪談專家學者一覽表訪談專家學者一覽表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代號代號代號代號 服務單位服務單位服務單位服務單位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研究專長研究專長研究專長研究專長/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學者 S1 ○○大學水土保持系 15 坡地災害防治工程、土石流災害風險評估、

溪流整治工程、 

S2 ○○大學地理環境資源

系 

20 脆弱性研究、環境識覺與行為研究、環境影

響評估、地方社區永續發展 

S3 ○○大學都市規劃與防

災學系 

8 脆弱性分析、防災規劃、災害潛勢、社區防

災 

S4 ○○大學自然資源管理

研究所 

13 土石流災害、地形學、環境識覺、永續發展 

S5 ○○大學土地管理與開

發學系 

9 脆弱性、災害防治、環境風險評估、防災及

災區重建 

S6 ○○大學建築與城鄉發

展研究所 

15 脆弱性分析、防災社區、都市計畫、社區營

造 

S7 ○○大學環境教育研究

所 

9 脆弱性分析、永續發展、環境教育 

S8 ○○大學不動產與城鄉

環境學系 

12 脆弱性分析、都市防災、環境風險管理、土

地管理 

S9 ○○大學消防系 13 防災社區、防災教育 

S10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

心 

7 脆弱性評估研究、防災策略 

政 府

部門 

G1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分局規劃課 

13 土石流災害調查與管理、集水區保育治理、

水土保持規劃 

G2 ○○縣消防局災害管理

課 

15 災害防救體系規劃、災害防救教育與演習、

災害防救資源之整備 

G3 ○○縣消防局分隊隊長 10 土石流防災演習、災害搶救、疏散避難行為 

G4 ○○鄉公所農業課 14 土石流災害演習、防災教育、災害防救業務 

本研究在擬定初步指標架構與因子之後，開始以德爾菲法進行專家學者的問卷調

查，依據每位專家學者對於生活品質與生態社區的認知，評選出適合用以評估應用於

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評估指標與其構面，經彙整並且逐一修正初步擬定的指標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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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與評估構面，而在各項指標因子與評估構面達到一致性的時候，將予以收斂，而收

斂的標準，則依據前述相關研究中最常使用的方法，即各問項的同意人數達到總人數

的三分之二(即66%)以上，即收歛該問項(劉萬正，2001)，亦有相關研究採二分之一(即

50%)以上，即收斂該問項(林裕強，2008)。 

本研究之德爾菲法問卷分二回實施，第一回的問卷係採用半開放性問卷，藉由問

卷初稿，希望能蒐集專家學者對於建構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評估指標之其他意見

(附錄四)。第一回問卷調查發放時間為 2009/9/11，附上邀請填答的信件，共寄給十四

位專家，於 2009/10/2前回收完畢，但有兩份遲未繳回，回收率為 85.7 %。 

第二回問卷，則綜合第一回問卷各專家作答結果，進行統計分析而形成第二回問

卷，並提供第一回問卷填答結果供專家參考(附錄五)，希望藉由第二回問卷，讓專家

對於全體意見有差距的部份能趨於一致並取得共識。本研究第二回問卷調查發放時間

為2009/10/23，附上第一回問卷填答結果及新增細項指標，寄給相同的十二位專家，

於2009/11/13前全數回收完畢，回收率為100 %，各問項的一致性也達到上述的 66 %，

故將指標項目予以收斂，進行第二階段的層級程序分析法之權重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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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以以以以層級程序分析法層級程序分析法層級程序分析法層級程序分析法分析指標權重分析指標權重分析指標權重分析指標權重 

本研究欲透過德爾菲問卷確立指標項目後，再運用層級程序分析法訪問同一群專

家學者，以比較各層評估構面之間的相對重要性。本節將針對此種研究方法作說明，

並設計問卷樣式及實施問卷調查。 

3-3-1 層級程序分析法層級程序分析法層級程序分析法層級程序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 AHP））））理論概述理論概述理論概述理論概述 

一一一一、、、、層級程序分析法層級程序分析法層級程序分析法層級程序分析法概述與假設概述與假設概述與假設概述與假設 

層級程序分析法是結合定性與定量的一種多目標決策方案，由美國賓州匹茲堡大

學教授 Saaty於 1971年所提出，應用於優先順序的決定、資源規劃、分配及投資組

合等方面。層級程序分析法目的是要將複雜的問題系統化，即把各個問題的每個評估

面予以層級化，並運用層級的劃分形成不同階層，以進行兩兩比較。 

AHP 適用範圍廣泛，根據 Saaty研究，它適合應用在下列 12 種類型的問題中

（Saaty ,1980)： 

1.規劃（Planning）。 

2.產生替代方案（Generating a set of alternatives）。 

3.決定優先順序（Setting Priorities）。 

4.選擇最佳方案（Choosing a best policy alternatives）。 

5.資源分配（Allocating resources）。 

6.確定需求（Determining requirements）。 

7.預測輸出或風險評估（Predicting outcomes / Risk assessment）。 

8.系統設計（Designing system）。 

9.績效量測（Measuring performance）。 

10.確保系統穩定（Ensuring system stability）。 

11.最佳化（Optimization）。 

12.解決衝突（Resolving conflict）。 

AHP 方法的基本假設，主要包括下列九項（鄧振源與曾國雄，1989a）： 

1.一個系統可被分解成許多種類（classes）或成分（Components），並形成具有方向

性的網路層級結構。 

2.層級結構中每一層級的要素均假設具獨立性（Independence）。 

3.每一階層內的要素，可用上一層級內某些或所有要素作為評準，進行評估。 

4.比較評估時，可將絕對數值尺度轉換成比例尺度（Ratio Scale）。 

5.成對比較（Pairwise Comparison）後，可使用正倒值矩陣（Positive Reciprocal Matr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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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 

6.偏好關係滿足遞移性（Transitivity）。不僅優劣關係滿足遞移性（A 優於 B，B 優

於 C，則 A 優於 C），同時強度關係也滿足遞移性（A 優於 B 二倍，B 優於 C 三

倍，則 A 優於 C 六倍）。 

7.完全具遞移性不容易，因此容許不具遞移性存在，但需測試其一致性（Consistency）

的程度。 

8.要素的優劣程度，經由加權法則（Weighting Principle）而求得。 

9.任何要素只要出現在階層結構中，不論其優劣程度是如何小，均被認為與整個評估

結構有關，而並非檢核階層結構的獨立性。 

使用 AHP 做為研究的方法論之前，其分析元素與層級必須有以下幾點特性： 

1.倒數對照特性（Reciprocal comparison）：決策者進行比較時，對於各元素的喜好度

必須滿足倒數性質，例如:決策者對 A 偏好程度為對 B 偏好程度的 3 倍時，必須也

滿足對 B 偏好程度為對 A 偏好程度的 1/3倍。 

2.同質性（Homogeneity）：元素的比較必須具有意義，並且是在合理的評量尺度範

圍內。 

3.獨立性（Independence）：元素之間的比較必須假設互相獨立。 

4.預期性（Expectations）：為使決策目標順利完成，關係階層必須被清楚的描述，且

建立關係階層及相關準則時必須完整不可遺漏或是忽略。 

 

二二二二、、、、層級程序分析法層級程序分析法層級程序分析法層級程序分析法的使用程序與操作步驟的使用程序與操作步驟的使用程序與操作步驟的使用程序與操作步驟 

鄧振源及曾國雄（1989b）建議以 AHP 作為研究方法時，可依據下列程序(圖

3-4)： 

1.問題分析 

進行層級程序分析法時，首先必須決定所希望得到的目標，再一步步分析問題，

將它的前因後果與相對關係釐清，有助於後續層級的建立以及分析工作。 

2.建立層級結構 

層級程序分析法的特色就是將複雜的問題簡化為易了解的層級結構，而分析層級

群組時應注意下列各點： 

(1)最高層級代表評估的最終目標。 

(2)盡量將重要性相近的要素放在同一層級。 

(3)層級內的要素不宜過多，依 Saaty建議最好不要超過七個，超出者可再分層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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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免影響層級的一致性。 

(4)層級內的各要素，力求具備獨立性，若有相依性（Dependence）存在時，可先將獨

立性與相依性各自分析，再將二者合併分析。 

(5)最低層級的要素即為替代方案。 

3.問卷設計與發放 

當層級建構好後，每一層級內的任兩個要素，以上一層的要素為目標，分別評估

該兩個要素對目標的相對貢獻度或是重要性。將每一層級內含的所有要素進行兩兩成

對比較，並設計成問卷形式。進行比較時，建議採用九個名目評分尺度，這些評分尺

度是由五個語意細分而得(表 3-3)。 

表表表表 3-3  AHP評評評評分分分分尺度尺度尺度尺度 

評分尺度 定義 說明 

1 同等重要 兩比較方案的貢獻程度具同等重要性 

3 稍重要 經驗與判斷稍微傾向喜好某一方案 

5 頗重要 經驗與判斷強烈傾向喜好某一方案 

7 極重要 實際顯示非常強烈傾向喜好某一方案 

9 絕對重要 有足夠證據肯定絕對喜好某一方案 

2、4、6、8 相鄰尺度之中間值 需要折衷值時 

資料來源：鄧振源、曾國雄(1989a) 

4.建立成對比較矩陣 

層級完成後，將專家對每一個層級內的兩兩要素比較結果，轉譯為「成對比較矩

陣(A) (Pairwise Comparison Matrix)」 (公式 3-1)。Saaty 提出利用它的特徵向量求取

同一層級間各評估要素間的相對權數。 

A = �a��� = �a		 a	
 ⋯ a	�a
	 a

 ⋯ a
�⋮ ⋮ ⋯ ⋮a�	  a�
 ⋯ a��
� ……公式 3-1 

其中a�� = 	��� ，當 i = j 時，a�� = 1 

5.求取最大特徵向量及特徵值 

根據成對比較矩陣，可求出最大特徵值(λ���)所對應的特徵向量(Wi)或稱優勢向

量(Priority Vector)，即權重分配。計算公式如下： 

求解特徵向量(Wi)： 

W� = �∏ ������ � �
∑ "�∏ ������ � �#���   ，其中 n代表決策要素個數。……公式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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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解最大特徵值(λ���)： 

最大特徵值在實務上的計算方法乃以成對比較矩陣(A)乘以求得之特徵向量(W�)，
可得新的向量(W′)，再求算兩者間之平均倍數即為(λ���)。 

� 1 a
	 ⋯ a	$a
	 1 ⋯ a
$⋯ ⋯ ⋯ ⋯a$	 a$
 Λ 1 � × �W	W
⋯W$
� = &''

(W	′W
′⋯W$′ )*
*+……公式 3-3 

λ��� = 	$ ,- ′- + -/′-/ + ⋯ + -�′-�0……公式 3-4 

6.一致性檢定 

檢定一致性的主要目的是檢測受訪者對於問卷填寫是否符合遞移性；若不符合即

表示問卷的結果不可採信。Saaty (1990)建議以一致性指標(Consistency Index, C.I.)與

一致性比率(Consistency Ratio, C.R.)來判斷矩陣的一致性。 

(1) 一致性指標（C.I.）：一致性指標之定義如公式 3-5。為檢查決策者在評估過程中，

回答之問題所構建的成對比較矩陣是否為一致性矩陣。當 C.I. = 0 時表示評估者

前後判斷完全具有一致性，而 C.I. ≦0.1 時表示誤差在可接受範圍內。 

   C. I. = λ4567$$7	   ，n為評估要素之個數……公式 3-5 

(2) 一致性比率（C.R.）：為檢查層級架構是否具一致性。一致性比率（C.R.）是在

相同階數的矩陣下，C.I.值與 R.I.值的比率。若 C.R.≦0.1 時，則認為矩陣的一致

性程度令人滿意，表示權重分配具合理性，若 C.R.＞0.1，應立即找出不一致的地

方予以修正或將該筆資料予以刪除。從評估尺度 1~9 隨機構建之相倒矩陣

(Reciprocal Index, R.I.)。在不同的階數（Order）下，產生不同的 R.I.值，稱為隨機

指標（Random Index, R.I.）。其中，矩陣階數 1～11的 R.I.值係 500個樣本所得

結果平均值，而 12～15的 R.I.值則為 100個樣本所得結果之平均值。RI 值會隨矩

陣階數之增加而增加(表 3-4)。 

   C. R. = 9.:.;.:. ……公式 3-6 

表表表表 3-4 隨機指標表隨機指標表隨機指標表隨機指標表 

階

數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RI 0.00 0.00 0.58 0.90 1.12 1.24 1.32 1.41 1.45 1.49 1.51 1.48 1.56 1.57 1.58 

資料來源：鄧振源、曾國雄(1989a) 

7.計算權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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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各層級要素計算可獲得各專家在各層級構面之特徵向量，將所有有效意見予

以平均，即為各構面最後之相對權重值。 

 

 
圖圖圖圖 3-4  層級程序分析法層級程序分析法層級程序分析法層級程序分析法操作流程圖操作流程圖操作流程圖操作流程圖 

資料來源：林裕強(2008) 

三三三三、、、、層級程序分析法層級程序分析法層級程序分析法層級程序分析法的優點及運用限制的優點及運用限制的優點及運用限制的優點及運用限制 

Saaty(1990) 對於層級程序分析法，提出具有以下幾點優點： 

1.提供一個有意義的整合系統，將複雜的系統轉化成簡單的成分。 

2.清楚的說明上一層內各因子的優先權重發生變動時，將如何清楚的影響下一層級內

各因子的優先權重。 

3.將元素分成不同層級的集合，使其易於評估，比直接評估整體系統有效率。 

4.詳細的劃分整個系統的層級結構，以便深入的瞭解層級結構的目標。 

建構層級結構 

問卷設計與發放 

建立成對比較矩陣 

計算特徵值與特徵向量 

求取一致性指標 

是否通過一致性檢定 

計算權重 

問題分析 

剔除 

是 

否 

以透過德爾 

菲法完成 

群體決策 

以 Excel軟體 

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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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發展自然系統以層級的方式是相當方便有效的。 

6.層級具有可靠性及彈性，就是局部干擾不會影響整體結構。 

7.對於人類的認知而言，層級式的關係容易被接受，因此具備易於溝通特色。 

層級程序分析法的用途雖廣但仍有其運用上的限制，一般說層級程序分析法在下

面所述之四種狀況下是無法使用的（鄭文英，1994）： 

1.有許多的評估基準但無彼此共通之尺度時。 

2.價值判斷無法或難以數值化。 

3.在無資料或難以取得資料環境下做決策時。 

4.在制定前設定各種情況預測決策制定之影響力。 

根據以上層級程序分析法的概述，本研究第三次問卷調查採用層級程序分析法，

計算出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評估指標權重的主要原因如下： 

1.可建構指標層級體系及權重值：利用層級程序分析法，可將多種且複雜的社會脆弱

性指標，劃分為簡單明確的層級結構關係和要素，透過專家意見與評估分析後，利

用成對比較的分析，計算出各層級指標的重要性與貢獻。 

2.確認專家共識：層級程序分析法在理論上有一致性檢定，可用以檢定專家間的共識、

結論的一致性，研究結果較為客觀。 

 

3-3-2 層級程序分析法層級程序分析法層級程序分析法層級程序分析法調查問卷設計調查問卷設計調查問卷設計調查問卷設計 

層級程序分析法指標相對權重問卷調查實施，係依據第二回德爾菲法問卷結果，

確認最後進行 AHP 的層級架構，並將架構圖及指標權重建構之問卷，給予同一群專

家填答（附錄六）。回收後即刻進行資料分析，並以 Microsoft Excel 2003軟體進行

計算，以取得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指標架構中各層指標之相對權重分配。AHP

調查問卷為 2009/12/3寄出，並附上土石流災害的脆弱性指標之層級架構給予參考，

寄給與第二回德爾菲專家問卷相同的專家，於 2009/12/25前全數回收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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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以質性研究分析以質性研究分析以質性研究分析以質性研究分析影響影響影響影響脆弱性脆弱性脆弱性脆弱性與調適與調適與調適與調適之因素之因素之因素之因素 

本研究運用質性研究法中常使用的參與觀察與深度訪談法，探討影響地方居民調

適行為與回應土石流災害的因素，以深入瞭解地方居民決策背後複雜的行為和動機。

藉此得知脆弱性的本質特性、原因及機制，以達到提升調適能力，和降低暴露及敏感

性。 

3-4-1 參與觀察法參與觀察法參與觀察法參與觀察法 

人類學的研究涉及對他者的詮釋與再現。地理學人類學再現的研究觀點，由時間

的歷程，大致可分為三種方式，模擬(mimesis)、後現代主義的實踐、詮釋的實踐。本

文主要以詮釋學的角度，對於被研究的受訪者以互為主體的訪談建構，理解影響土石

流災害的脆弱性之因素。人類學的研究常將參與(participation)、觀察(observation)、和

深度訪談(depth interview)三種方法交互使用。 

觀察研究一般可分為非結構觀察(unstructured observation)與結構觀察(structured 

observation)。結構觀察是指嚴格地界定研究問題，依照一定的步驟與項目進行觀察，

同時並採用準確的工具進行紀錄，而非結構的觀察，則是對研究問題的範圍採較寬鬆

而彈性的態度，進行的步驟與觀察項目也不一定有嚴格的訂定，同時觀察紀錄的工具

也較簡單。非結構觀察涉及參與的程度，可以完全的參與或完全的旁觀，旁觀除了看

之外，傾聽也是一個好方法。在參與觀察方面，Jorgensen認為參與觀察的目的，是

從紮根在人類每天的生活事實，發掘實踐的和理論的真理，指出參與觀察具有以下幾

個特質，局內人的觀點、開放式的求知過程、一種深度個案研究的方法、研究者直接

參與訊息者的生活、以及直接觀察收集資料的方法(胡幼慧，1996:200)。是故，為了

讓參與觀察法更加具有研究的彈性，本研究擬採用非結構參與觀察進行。 

 

3-4-2 深入訪談法深入訪談法深入訪談法深入訪談法 

深度訪談係質性研究中蒐集資料的重要方法，是一種面對面的溝通，能夠深入獲

取受訪者對研究主題所具有的一些特殊經驗，進而可蒐集更有深度、更為完整的資訊。

本研究係用「半結構式訪談法」，進行深度訪談。半結構式訪談法是由研究者研定訪

談指引大綱，先供受訪者參考。訪談時，以一種自然輕鬆的方式，引領受訪者興趣的

交談，以促使受訪者訴說其內心底層之感受。彌補問卷不足之處，以讓本研究能實際、

深入的瞭解所欲研究之素材。 

一一一一、、、、訪談時間與對象訪談時間與對象訪談時間與對象訪談時間與對象 

質性研究訪談對象的選取，較著重受訪者是否可以提供豐富的資料，因此在抽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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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具備「選擇性」及「隨研究進展而演變」的特質，也就是訪談對象的選取可以視研

究進行的狀況或需要而定。本研究主要透過直接或間接關係所訪談到的受訪者較沒有

戒心，也較願意侃侃而談，因此往往可以獲得許多豐富的訪談資料，所以透過「關係」

以「滾雪球」方式所建立起的訪談網絡，有助於研究者其田野訪談工作的進行。為了

讓訪談對象多樣化，本研究也同時進行隨機式的田野訪談，而隨機進行田野訪談的受

訪者一開始較容易有戒心，因此本研究通常以表明自己居住地的地緣關係或親朋關係

來瓦解對方的戒心，進一步建立起繼續訪談的機制。第一次訪談時間於 2010 年

4/2~4/12，第二次於 2010年 5/12~5/17，目的是再次確認第一次調查結果和解釋的正

確性。受訪者的選擇主要以具有經濟能力或是現年 40 歲以上的成年人為主，主要的

訪談對象包括受災居民、村長、社區協會幹部、鄉公所及水保局人員等 13位受訪者。

(表 3-5)。 

表表表表 3-5  受訪者資料受訪者資料受訪者資料受訪者資料 

受 訪 者受 訪 者受 訪 者受 訪 者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職業職業職業職業 年齡年齡年齡年齡 居住地居住地居住地居住地 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受訪時受訪時受訪時受訪時

間間間間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A1 務農 62 12 鄰 男 99.4.4 

99.5.12 

獨居老人；賀伯、桃芝風災住屋崩塌，

田損 

A2 務農 49 6 鄰 女 99.4.4 

99.5.12 

桃芝風災損失；曾有在外地生活的經驗 

A3 務農 56 14 鄰 女 99.4.5 

99.5.12 

桃芝風災房屋破損、家具流失 

A4 務農 46 13 鄰 男 99.4.5 

99.5.13 

桃芝風災住家土石淹沒；守望相助協會

理事長；民宿；果園 

A5 務農 57 4 鄰 男 99.4.6 

99.5.13 

桃芝風災淹埋香菇寮；香菇加工食品

廠；餐廳 

A6 務農 65 14 鄰 男 99.4.7 

99.5.14 

地方耆老；桃芝風災房屋破損、家具流

失 

A7 務農 55 5 鄰 男 99.4.7 

99.5.14 

有機茶園、民宿老闆；農村再造委員 

A8 公務 43 13 鄰 男 99.4.8 

99.5.15 

村長；賀伯、桃芝風災土地流失；921

地震房屋倒塌 

A9 務農 48 2 鄰 男 99.4.9 

99.5.17 

桃芝風災住家淹水、田地流失；果樹第

五班班長；農村再造委員 

B1 務農 48 3 鄰 男 98.12.12 

99.4.10 

99.5.13 

桃芝風災土石淹沒；有機農場、休閒農

場老闆；上安社區發展協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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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公務 57 7 鄰 男 98.12.13 

99.4.10 

99.5.14 

原本住在 14 鄰，但桃芝風災住家土石

淹沒而搬至 7 鄰；睦鄰救援隊員；社區

發展協會理事長；接待家庭；前村長 

C1 公務 56 - 男 99.4.12 

99.5.14 

水里鄉民政課；土石流防災專員；承辦

賀柏、桃芝風災等防救災業務 

 C2 公務 44 - 男 99.4.2 

99.5.16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南投分局農村營造

課課長；規劃上安農村再造事宜 

 

二二二二、、、、訪談內容訪談內容訪談內容訪談內容 

為了能夠深入瞭解脆弱性發生的機制與影響的因素，本研究使用由下而上的理論

觀點，以社區為脆弱性評估的基礎，認為系統的暴露-敏感性和調適能力不斷地受到

不同尺度的自然與社會作用力所影響，並影響社區居民的決策行為。分析架構主要參

考Ford and Smit (2004)，首先藉由社區居民對環境的知識和觀察，進行評估社區的暴

露-敏感性和調適能力，以瞭解其目前的脆弱性。第二，運用居民過去的行為和調適

之策略、限制與機會，以評估未來的調適能力。本研究主要聚焦於農業活動的社會與

經濟之生計變動，並試圖回答下列問題：誰或什麼 (what) 是脆弱的？什麼壓力源造

成脆弱性存在？脆弱性如何表現出來？訪談大綱如下： 

1.居民如何看待土石流災害前後的環境變遷(對於尚未修復整治的土石流或野溪的看

法)？ 

2.居民是否有遭受土石流災害的經驗？對於災後可能發生的土石流災害，如何調適及

因應措施？是否有需要哪方面協助？ 

3.土石流災害後社區內的權力關係有何改變，社群間如何影響彼此的看法與復建歷程。

外來團體如何介入社區，與居民互動方式為何，是否影響居民對災害的看法。 

4.公私部門於災害發生後做了哪些援助作為及補助措施？對於政策的執行(包括公共

工程、災害補償或重建政策)等災後整治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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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專家問卷調查與分析專家問卷調查與分析專家問卷調查與分析專家問卷調查與分析 

本章共分為四小節，第一節整合國內外相關社會脆弱性指標之研究，以及國內現

有的土石流災害現況，初擬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指標體系之架構，並說明此指標

體系中的內容與評估的項目；第二節就第一階段回收之「德爾菲專家問卷」進行統計

分析，篩選評估指標，確立評估指標體系之架構；第三節則針對第二階段回收之「層

級程序分析專家問卷」進行結果分析，求得各項指標體系之權重值，以利後續實証分

析評估之用。最後在第四節的部份，為建置評估方法，包含指標的資料取得與處理方

式等內容。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初擬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指標初擬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指標初擬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指標初擬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指標 

4-1-1評估指標評估指標評估指標評估指標之建立之建立之建立之建立 

建構社會脆弱性評估指標的重要課題，為如何於在複雜的災害現象與社會制度中，

辨認具有代表性的指標及其權重。然而臺灣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指標之研究迄今

仍處於起始階段，在指標項目的遴選及評量方式上，尚無一套準則可循。故本研究對

於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評估所制訂的指標評選原則如下： 

一、指標代表性：在指標體系內必須予以反應國內自然環境和人文背景的現況，方能

建構合宜的評估系統。 

二、可量化原則：儘量選擇可量化的指標，避免模糊或不可量化、評分困難的指標項

目。 

三、可比性原則：指標儘可能利用通用的名稱、定義、概念與計算方式，使這原則下

訂定的指標可利於區域間相互比較。 

四、可行性原則：設計其指標體系時，需要考慮指標的資料是否容易取得及資料來源、

實施的可能性，以便在實行指標時可即時反映地方的社會脆弱性。 

依循以上四項評選指標體系原則，參考相關文獻，選擇影響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

弱性各項因素所產生的改變及反應狀態，初步建立一完整且具代表性之指標架構。本

研究初步將指標架構分成三個評估構面，說明如下： 

(一)「暴露與敏感性」的評估構面 

系統的暴露與敏感性直接影響本身的受災風險及災後的復原能力，進而影響系統

的脆弱性，增加災害的嚴重程度。研究亦指出弱勢族群、窮人，尤其是貧窮的婦女、

小孩與老年人等，在災害時因無法自行蒐集災害資訊或獨自進行避難行動，而成為容

易傷亡的族群 (Cutter et al., 2000)。是故，本研究在「暴露與敏感性」的評估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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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的評估指標包括「女性人口」、「幼年人口」、「老人人口」、「教育程度」、「身心障

礙人口」、「獨居老人人口」、「單親家庭」、「中低收入人口」與「就業人口」等九項(表

4-1)。 

表表表表 4-1 「「「「暴露與敏感性暴露與敏感性暴露與敏感性暴露與敏感性」」」」評估指標之參考文獻評估指標之參考文獻評估指標之參考文獻評估指標之參考文獻 

評估

項目 

評估指標 參考文獻 

人口 女性人口 Morrow(1999)、Dwyer et al. (2004)、蕭煥章(2008)、O’Brien et 

al.(2004)、NOAA(1999)、Cutter et al. (2000,2003)、Adger et 

al.(2004) 

幼年人口 Morrow(1999)、Pearce (2000)、Dwyer et al. (2004)、蕭煥章

(2008)、NOAA(1999)、楊靜怡(2009)、Cutter et al. (2000,2003)、

Adger et al.(2004) 

老年人口 Morrow(1999)、Pearce (2000)、蕭煥章(2008)、NOAA(1999)、

Odeh(2002)、楊靜怡(2009)、Cutter et al. (2000,2003)、Adger et 

al.(2004)、Anderson-Berry(2004) 

教育程度 Morrow(1999)、蕭煥章(2008)、O’Brien et al.(2004)、

NOAA(1999)、Adger et al.(2004)、楊靜怡(2009)、Cutter et al. 

(2000,2003)、Anderson-Berry(2004) 

社會 身心障礙人口 Dwyer et al. (2004)、蕭煥章(2008)、Odeh(2002)、楊靜怡(2009)、

Cutter (1996)、Cutter et al. (2000)、Morrow(1999)、吳杰穎和江

宜錦(2008) 

獨居老人人口 Dwyer et al. (2004)、蕭煥章(2008)、Odeh(2002)、Morrow(1999)、

Cutter (1996)、Cutter et al. (2000)、Adger et al.(2004)、吳杰穎和

江宜錦(2008) 

單親家庭 NOAA(1999) 

經濟 中低收入人口 Morrow(1999)、Dwyer et al. (2004)、蕭煥章(2008)、

NOAA(1999)、楊靜怡(2009)、Cutter (1996)、Cutter et al. 

(2000,2003)、吳杰穎和江宜錦(2008) 

就業人口 Cutter et al. (2003) 

 

(二)「社區防災能力」的評估構面 

社區防災能降低居民與其財產遭受天然災害威脅的能力。相關研究指出社區防災

整備內容應包含防救災資源與組織及防災演練等(陳樹群等，2005)，以面對在土石流

災害來臨時，社區是否具有對抗災害的反應能力，能夠在第一時間進行搶救及人員安

頓，降低災害所造成的衝擊。是故，本研究在「社區防災能力」的評估構面，選取的

評估指標包括「準備避難物資」、「準備救災裝備」、「社區救援隊」、「舉辦防災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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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規劃疏散避難路線」等五項(表 4-2)。 

表表表表 4-2 「「「「社區防災能力社區防災能力社區防災能力社區防災能力」」」」評估指標之參考文獻評估指標之參考文獻評估指標之參考文獻評估指標之參考文獻 

評估

項目 

評估指標 參考文獻 

防救

災資

源 

準備避難物資 Pearce(2000)、陳樹群等(2005)、NOAA(1999)、吳亭燁(2005)、

何謹余(2005)、Anderson-Berry(2004) 

準備救災裝備 Pearce(2000)、陳樹群等(2005)、NOAA(1999)、吳亭燁(2005)、

何謹余(2005)、Anderson-Berry(2004) 

社區救援隊 陳樹群等(2005)、吳亭燁(2005)、何謹余(2005)、Dwyer et al. 

(2004)、Anderson-Berry(2004) 

防災

演練 

舉辦防災演練 吳亭燁(2005)、何謹余(2005)、洪雅雯(2005)、

Anderson-Berry(2004)、Pearce(2000)、陳樹群等(2005)、

NOAA(1999) 

規劃疏散避難

路線 

陳樹群等(2005)、吳亭燁(2005)、何謹余(2005)、洪雅雯(2005)、

Dwyer et al. (2004)、NOAA(1999)、Odeh(2002)、楊靜怡(2009) 

 

(三)「居民調適能力」的評估構面 

居民的災害風險識覺屬於主觀層面，指個人基於對風險的瞭解而形成的評價與驅

使居民應變行動的因素 (White, 1974)。民眾對調適措施的評估是指當某一災害發生，

評估居民本身會有多少的能力去處理它。是故，本研究在「居民調適能力」的評估構

面，選取的評估指標包括「受災經驗」、「未來受災機率」、「尋求協助的能力」及「災

後調適的能力」等四項(表 4-3)。 

表表表表 4-3 「「「「居民調適能力居民調適能力居民調適能力居民調適能力」」」」評估指標之參考文獻評估指標之參考文獻評估指標之參考文獻評估指標之參考文獻 

評估

項目 

評估指標 參考文獻 

災害

風險

識覺 

受災經驗 White(1973)、Burton et al.(1993)、陳樹群等(2005)、吳亭燁

(2005)、楊靜怡(2009)、Anderson-Berry(2004) 

未來受災機率 楊靜怡(2009)、Burton et al.(1993) 

災後

調適

措施 

尋求協助的能

力 

Adger et al.(2004)、Smit et al.(2000)、楊靜怡(2009) 

災後調適的能

力 

Adger et al.(2004)、Smit et al.(2000) 、楊靜怡(2009) 

綜合上述，本研究初步將指標架構分成三個層級，分別是第一層級的 3個評估構

面、第二層級的 7個評估項目，以及第三層級的 18項指標 (表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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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4 初擬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評估之架構初擬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評估之架構初擬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評估之架構初擬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評估之架構 

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評估構面評估構面評估構面評估構面 評估項目評估項目評估項目評估項目 評估指標評估指標評估指標評估指標 

土石流

災害之

社會脆

弱性評

估 

暴露與敏感性 人口 女性人口 

幼年人口 

老年人口 

教育程度 

社會 身心障礙人口 

獨居老人人口 

單親家庭 

經濟 中低收入人口 

就業人口 

社區防災能力 防救災資源 準備避難物資 

準備救災裝備 

社區救援隊 

防災演練 舉辦防災演練 

規劃疏散避難路線 

居民調適能力 災害風險識覺 受災經驗 

未來受災機率 

災後調適措施 尋求協助的能力 

災後調適的能力 

 

4-1-2評估指標之釋義說明 

在指標釋義說明的部份，首先定義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指標 (表 4-5)。再進

一步，分別進行「暴露與敏感性」、「社區防災能力」以及「居民調適能力」等評估構

面的釋義(表 4-6、4-7、4-8)。 

表表表表 4-5 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評估之指標定義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評估之指標定義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評估之指標定義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評估之指標定義 

評估項目 評估指標 定義 

人口 女性人口 地區女性人口比例 

幼年人口 地區 0-14歲以上人口比例 

老年人口 地區 65 歲以上人口比例 

教育程度 地區 15 歲以上高中職教育程度以上人口比例 

社會 身心障礙人口 地區身心障礙人口比例 

獨居老人人口 地區獨居老人人口比例 

單親家庭 地區單親家庭戶口數比例 

經濟 中低收入人口 地區中低收入戶人口比例 

就業人口 地區居民就業的人口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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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救災資

源 

準備避難物資 社區是否擁有避難物資 

準備救災裝備 社區是否擁有救災裝備 

社區救援隊 社區是否擁有社區救援組織 

防災演練 舉辦防災演練 社區是否舉辦防災演練 

規劃疏散避難路線 社區是否規劃疏散避難路線 

災害風險

識覺 

受災經驗 地區居民是否有過土石流災害的經驗 

未來受災機率 地區居民預測未來可能受災的機率 

災後調適

措施 

尋求協助的能力 地區居民對於土石流災害所尋求支援的能力 

災後調適的能力 地區居民對於土石流災害所採取的調適措施 

 

一、「暴露與敏感性」的評估構面 

 

表表表表 4-6 「「「「暴露與敏感性暴露與敏感性暴露與敏感性暴露與敏感性」」」」評估指標之釋義說明評估指標之釋義說明評估指標之釋義說明評估指標之釋義說明 

項目 評估指標 說明 

人口 女性人口 女性因較缺乏資源的取得與影響性，面對緊急事故發生時，在

整備狀況及調適程度會較不足，在災後也會有較低的復原能力 

幼年人口 因幼年人口社會認知與應變經驗較不足，在面對災害時須給予

照料與協助，無法以自身力量抵抗或應變災害，且在災後也較

不具有快速復原的能力 

老年人口 老年人口可能會有較豐富的災害應變處理經驗，但由於身體各

項機能的退化，較不易採取及時因應作為，無法以自身力量抵

抗或應變災害，於面對災害事件時須給予較多協助與照料，且

在災後也較不具有快速復原的能力 

教育程度 教育程度較低者因為對於文字型的警報訊息認知有限，故較難

以接收文字型的警告訊號，以致影響緊急應變的處理能力 

社會 身心障礙人口 因生理或心理因素（如視覺、聽覺、肢體、智能、失智、多重

障礙等），於參與社會及從事生產活動時，功能會受到限制或

無法發揮，尤其在面對災害事故時，更會受到影響而需特別照

顧 

獨居老人人口 因年紀大、反應相對較為遲緩，如身體諸多機能的老化再加上

單獨居住，不但難以對緊急事故或訊息採取適當的反應，甚或

需要外界的力量才能排解困難 

單親家庭 通常單親家庭的經濟能力較低且需獨自照料家中重擔，在面臨

災害時應變能力不足，且災後調適能力也較低 

經濟 中低收入人口 中低收入則因欠缺保險與取得其他財物資源的能力，而難以吸

收災害所造成的損失與進行復原重建，且一般居住於擁擠的環

境、缺乏重要維生管線、公共設施與緊急服務的支援，而帶來

更大的傷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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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人口 就業人口比例愈高，經濟收入較穩定，當受土石流災害的衝擊

愈大，脆弱性愈低 

 

二、「社區防災能力」的評估構面 

 

表表表表 4-7 「「「「社區防災能力社區防災能力社區防災能力社區防災能力」」」」評估指標之釋義說明評估指標之釋義說明評估指標之釋義說明評估指標之釋義說明 

項目 評估指標 說明 

防救

災資

源 

準備避難物資 欲瞭解災害發生時，社區中是否能夠在第一時間進行人員安頓 

準備救災裝備 欲瞭解災害發生時，社區中是否能夠在第一時間進行搶救 

社區救援隊 瞭解在災害來臨時，社區中是否具有完善的救援組織或是只要

有充足的人力但無工作分配的狀況下，對抗災害的反應程度 

防災

演練 

舉辦防災演練 對於有災害經驗或曾經有過防災演練之社區，對於災害發生與

防範是否有較高的警覺性 

規劃疏散避難

路線 

瞭解在災害發生前或當時，是否能有效且即時將居民疏散 

 

三、「居民調適能力」的評估構面 

 

表表表表 4-8 「「「「居民調適能力居民調適能力居民調適能力居民調適能力」」」」評估指標之釋義說明評估指標之釋義說明評估指標之釋義說明評估指標之釋義說明 

項目 評估指標 說明 

災害

風險

識覺 

受災經驗 在災害頻繁地區的居民，通常對於災害的發生具有較高敏感

度，有助於防範災害發生，進而降低災害脆弱性 

未來受災機率 居民對於未來可能受災的機率愈高，表示災害風險識覺高，有

助於防範災害發生，進而降低災害脆弱性 

災後

調適

措施 

尋求協助的能

力 

居民遭遇災害後，若尋求協助能力愈高，則調適能力愈高，有

助於降低脆弱性 

災後調適的能

力 

居民於災後有採取調適措施，可降低下次災害的脆弱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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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德爾菲問卷回收分析德爾菲問卷回收分析德爾菲問卷回收分析德爾菲問卷回收分析 

本研究透過文獻蒐集的方式建立初步指標系統，接著利用德爾菲法探求專家學者 

對於指標系統之意見及看法，並期望經由反覆之問卷意見，從中求得專家共識，以建

立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評估指標系統。 

 

4-2-1 第一回德爾菲問卷分析 

第一回問卷於2009年9/11~10/2 進行，在寄出問卷前先與各學者專家電話聯繫，

共寄出14 份問卷，一週後寄出催信函，第一階段共回收12 份問卷，問卷回收率達到

85.7%，其中有2份問卷遲未繳回，視為無效問卷(表4-9)。 

表表表表4-9  德爾菲問卷樣本回收分析德爾菲問卷樣本回收分析德爾菲問卷樣本回收分析德爾菲問卷樣本回收分析 

專家背景專家背景專家背景專家背景 原始樣本原始樣本原始樣本原始樣本 有效回收樣本有效回收樣本有效回收樣本有效回收樣本 

第一回第一回第一回第一回 第二回第二回第二回第二回 

學者 10 9 9 

官方 4 3 3 

合計 14位 12位 12位 

 

一、評估構面之適宜性 

由表4-10 可知，在評估構面的劃分上，大多數的專家學者皆同意將應用於土石

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指標劃分為暴露與敏感性、社區防災能力與居民調適能力等三大

構面。而其中認為暴露與敏感性構面不適當的專家學者，則建議將「暴露與敏感性」

改為「社會經濟」，而由於本研究主要係以社會脆弱性的指標為主軸，過去文獻常將

暴露量與敏感性一併進行討論，受到非氣候等自然要素所影響，包括人口、社會及經

濟等，經與該名專家學者溝通後，本研究仍採用大多數專家學者所認同的三大構面。 

表表表表4-10 第一回合第一回合第一回合第一回合評估構面的適宜性評估構面的適宜性評估構面的適宜性評估構面的適宜性 

評估構面評估構面評估構面評估構面 適當適當適當適當 不適當不適當不適當不適當 

份數份數份數份數 ％％％％ 份數份數份數份數 ％％％％ 

暴露與敏感性 11  91.7 1 8.3 

社區防災能力 11 91.7 1  8.3 

居民調適能力 12  100 0  0 

 

二、暴露與敏感性構面的評估項目與評估指標之適宜性 

由表4-11 可知，在暴露與敏感性中，本研究依據文獻將其區分為人口、社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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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其中有位專家學者除了認為適當之外，亦建議在社會中應增加個人與社區之關

係，然而依據文獻與相關研究，個人與社會的關係大多數研究者將其歸納於社區防災

能力構面中，故在與該名學者溝通過後，其同意本研究將該項目歸納於社區防災能力

構面中。 

表表表表4-11 暴露與敏感性構面的評估項目之適宜性暴露與敏感性構面的評估項目之適宜性暴露與敏感性構面的評估項目之適宜性暴露與敏感性構面的評估項目之適宜性 

評估項目評估項目評估項目評估項目 適當適當適當適當 不適當不適當不適當不適當 

份數份數份數份數 ％％％％ 份數份數份數份數 ％％％％ 

人口 10  83.3 2 16.7 

社會 12 100 0 0 

經濟 10  83.3 2 16.7 

而表4-12 顯示，所有的評估指標均達到收斂標準最低的66％共識門檻，最低者

為83.3%。在回收的問卷中，專家學者建議增列「保全人口」指標於人口項目中。此

外，亦有專家建議於社會評估項目中增加「以社區的產業發展觀光」評估指標，然此

指標已歸納至居民調適能力構面的「災後調適的能力」中，故在此部份並未採納。而

其修正與增列的項目將於第二回的專家問卷中呈現並調查之。 

表表表表4-12 暴露與敏感性構面的評估指標之適宜性暴露與敏感性構面的評估指標之適宜性暴露與敏感性構面的評估指標之適宜性暴露與敏感性構面的評估指標之適宜性 

評估項目評估項目評估項目評估項目 評估指標評估指標評估指標評估指標 適當適當適當適當 不適當不適當不適當不適當 

份數份數份數份數 ％％％％ 份數份數份數份數 ％％％％ 

人口 女性人口 11 91.7 1  8.3 

幼年人口 10  83.3 2  16.7 

老年人口 12  100 0  0 

教育程度 9  75 3 25 

社會 身心障礙人口 12  100 0  0 

獨居老人人口 12  100 0  0 

單親家庭 11 91.7 1  8.3 

經濟 中低收入人口 12 100 0 0 

就業人口 9 75 3 25 

 

三、社區防災能力構面的評估項目與評估指標之適宜性 

由表4-13 的彙整結果可知，社區防災能力構面中所涵蓋的評估項目分為防救災

資源和防災演練，在大多數專家學者的理念中是合理的，也是適合的。其中有專家學

者建議增加一項「通報系統」之評估項目，主要強調社區中的通訊設備及預警系統。

並有專家學者建議將評估項目「防救災資源」改為「防救災資源與組織」，以涵蓋社

區內的防災組織與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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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4-13 社區防災能力構面的評估項目之適宜性社區防災能力構面的評估項目之適宜性社區防災能力構面的評估項目之適宜性社區防災能力構面的評估項目之適宜性 

評估項目評估項目評估項目評估項目 適當適當適當適當 不適當不適當不適當不適當 

份數份數份數份數 ％％％％ 份數份數份數份數 ％％％％ 

防救災資源 11  91.7 1  8.3 

防災演練 10 83.3 2  16.7 

由於上述評估項目的增刪，故在評估指標中，亦有所修改與增加(表4-14)。新增

列的「通報系統」評估項目，接受學者建議增加「通訊設備」與「預警系統」等二項

指標，其中「通訊設備」指社區中備有無線電話和衛星電話等，「預警系統」則指社

區中備有簡易雨量筒觀測或即時監測系統等，有助於社區防救災工作的進行，以降低

人員和財產的損失。而上述所修改或是增列的項目，將於第二回問卷中列舉出來，並

詢問專家學者的意見。 

表表表表4-14 社區防災能力構面的評估指標之適宜性社區防災能力構面的評估指標之適宜性社區防災能力構面的評估指標之適宜性社區防災能力構面的評估指標之適宜性 

評估項目評估項目評估項目評估項目 評估指標評估指標評估指標評估指標 適當適當適當適當 不適當不適當不適當不適當 

份數份數份數份數 ％％％％ 份數份數份數份數 ％％％％ 

防救災資源 準備避難物資 11  91.7 1  8.3 

準備救災裝備 11 91.7 1  8.3 

社區救援隊 12  100 0  0 

防災演練 舉辦防災演練 10 83.3 2 16.7 

規劃疏散避難路線 11  91.7 1 8.3 

 

四、居民調適能力構面的評估項目與評估指標之適宜性 

由表4-15 可知，在居民調適能力構面中，涵蓋的評估項目分為災害風險識覺和

災後調適措施，在大多數學者的理念中是適當的。有學者建議增加一項「災時應變能

力」之評估項目，主要強調居民在災時的應變能力有助於降低災害發生時，人員與財

產的損害擴大。而居民在災時應變能力，是探討居民是否會在災前採取防範措施與災

時疏散避難規劃的配合意願。 

表表表表4-15 居民調適能力構面的評估項目之適宜性居民調適能力構面的評估項目之適宜性居民調適能力構面的評估項目之適宜性居民調適能力構面的評估項目之適宜性 

評估項目評估項目評估項目評估項目 適當適當適當適當 不適當不適當不適當不適當 

份數份數份數份數 ％％％％ 份數份數份數份數 ％％％％ 

災害風險識覺 11 91.7 1  8.3 

災後調適措施 12  100 0  0 

由於上述評估項目的增刪，故在評估指標中，亦應有所修改與增加(表4-16)。新

增列的「災時應變能力」評估項目，接受學者建議增加「災害資訊的取得」與「災時

防範的能力」等二項指標，其中「災害資訊的取得」指居民在災時獲得災害訊息的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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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例如電視、廣播、親友及網路等，「災時防範的能力」則指居民在災時所採取的

防範措施，包括暫時撤離、儲備防災物品及對疏散避難規劃的認識等，有助於居民降

低自身生命和財產的損失。此外，專家學者也建議在災害風險識覺評估項目中，應增

設「未來受災損失程度」指標，通常指居民若認為未來受災損失程度愈高，愈有可能

採取防範措施，以降低脆弱性。上述所修改或是增列的項目，將在第二回問卷的指標

項目說明中加以修正，以提供受訪之專家學者參考之用。 

表表表表4-16 居民調適能力構面的評估項目之適宜性居民調適能力構面的評估項目之適宜性居民調適能力構面的評估項目之適宜性居民調適能力構面的評估項目之適宜性 

評估項目評估項目評估項目評估項目 評估指標評估指標評估指標評估指標 適當適當適當適當 不適當不適當不適當不適當 

份數份數份數份數 ％％％％ 份數份數份數份數 ％％％％ 

災害風險識覺 受災經驗 12 100 0  0 

未來受災機率 9 75 3 25 

災後調適措施 尋求協助的能力 12  100 0 0 

災後調適的能力 12 100 0  0 

 

五、層級程序分析法(AHP)決策之有效性 

在重要性分析上，研究欲採用層級程序分析法來衡量構面、項目與指標間的相對

權重，而在第一回的專家調查中，大多數的專家學者亦同意採用此法衡量(表4-17)。

故兩問項皆達到專家小組的認同，並採用之。 

表表表表4-17 層級程序分析法應用與區間之適宜性層級程序分析法應用與區間之適宜性層級程序分析法應用與區間之適宜性層級程序分析法應用與區間之適宜性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適當適當適當適當 不適當不適當不適當不適當 

份數份數份數份數 ％％％％ 份數份數份數份數 ％％％％ 

應用AHP 的適宜性 11  91.7 1  8.3 

以九大區間說明重要性 11  91.7 1  8.3 

 

六、第一回專家德爾菲問卷彙整結果 

在第一回專家德爾菲問卷的結果彙整之後，得到一個修正後的「土石流災害的社

會脆弱性評估指標說明表」，見下表4-18。  

 

表表表表4-18 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評估指標說明表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評估指標說明表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評估指標說明表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評估指標說明表(第一回修正後第一回修正後第一回修正後第一回修正後) 

構面 項目 評估指標 說明 

暴露

與敏

感性 

人口 保全人口保全人口保全人口保全人口

(增列增列增列增列) 

保全人口數較多保全人口數較多保全人口數較多保全人口數較多，，，，在面對災害時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以進行在面對災害時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以進行在面對災害時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以進行在面對災害時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以進行

應變處理應變處理應變處理應變處理，，，，同時也相對增加災害發生的複合影響程度同時也相對增加災害發生的複合影響程度同時也相對增加災害發生的複合影響程度同時也相對增加災害發生的複合影響程度 

女性人口 女性因較缺乏資源的取得與影響性，面對緊急事故發生時，

在整備狀況及調適程度會較不足，在災後也會有較低的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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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幼年人口 因幼年人口社會認知與應變經驗較不足，在面對災害時須給

予照料與協助，無法以自身力量抵抗或應變災害，且在災後

也較不具有快速復原的能力 

老年人口 老年人口可能會有較豐富的災害應變處理經驗，但由於身體

各項機能的退化，較不易採取及時因應作為，無法以自身力

量抵抗或應變災害，於面對災害事件時須給予較多協助與照

料，且在災後也較不具有快速復原的能力 

教育程度 教育程度較低者因為對於文字型的警報訊息認知有限，故較

難以接收文字型的警告訊號，以致影響緊急應變的處理能力 

社會 身心障礙人

口 

因生理或心理因素（如視覺、聽覺、肢體、智能、失智、多

重障礙等），於參與社會及從事生產活動時，功能會受到限

制或無法發揮，尤其在面對災害事故時，更會受到影響而需

特別照顧 

獨居老人人

口 

因年紀大、反應相對較為遲緩，如身體諸多機能的老化再加

上單獨居住，不但難以對緊急事故或訊息採取適當的反應，

甚或需要外界的力量才能排解困難 

單親家庭 通常單親家庭的經濟能力較低且需獨自照料家中重擔，在面

臨災害時應變能力不足，且災後調適能力也較低 

經濟 中低收入人

口 

中低收入則因欠缺保險與取得其他財物資源的能力，而難以

吸收災害所造成的損失與進行復原重建，且一般居住於擁擠

的環境、缺乏重要維生管線、公共設施與緊急服務的支援，

而帶來更大的傷亡 

就業人口 就業人口比例愈高，經濟收入較穩定，當受土石流災害的衝

擊愈大，脆弱性愈低 

社區

防災

能力 

防救

災資

源與

組織組織組織組織

(修正修正修正修正) 

準備避難物

資 

欲瞭解災害發生時，社區中是否能夠在第一時間進行人員安

頓 

準備救災裝

備 

欲瞭解災害發生時，社區中是否能夠在第一時間進行搶救 

社區救援隊 瞭解在災害來臨時，社區中是否具有完善的救援組織或是只

要有充足的人力但無工作分配的狀況下，對抗災害的反應程

度 

防災

演練 

舉辦防災演

練 

對於有災害經驗或曾經有過防災演練之社區，對於災害發生

與防範是否有較高的警覺性 

規劃疏散避

難路線 

瞭解在災害發生前或當時，是否能有效且即時將居民疏散 

通報通報通報通報

系統系統系統系統

通訊設備通訊設備通訊設備通訊設備

(增列增列增列增列) 

欲瞭解在颱風豪雨時欲瞭解在颱風豪雨時欲瞭解在颱風豪雨時欲瞭解在颱風豪雨時，，，，社區中是否能夠即時對上對下傳遞訊社區中是否能夠即時對上對下傳遞訊社區中是否能夠即時對上對下傳遞訊社區中是否能夠即時對上對下傳遞訊

息息息息，，，，下達疏散指示及對外通報社區狀況下達疏散指示及對外通報社區狀況下達疏散指示及對外通報社區狀況下達疏散指示及對外通報社區狀況 



 

 80

(增列增列增列增列) 預警系統預警系統預警系統預警系統

(增列增列增列增列) 

欲瞭解社區中居民是否能在大雨來臨時欲瞭解社區中居民是否能在大雨來臨時欲瞭解社區中居民是否能在大雨來臨時欲瞭解社區中居民是否能在大雨來臨時，，，，隨時掌握社區環境隨時掌握社區環境隨時掌握社區環境隨時掌握社區環境

狀況狀況狀況狀況，，，，評估其危險性評估其危險性評估其危險性評估其危險性 

居民

調適

能力 

災害

風險

識覺 

受災經驗 在災害頻繁地區的居民，通常對於災害的發生具有較高敏感

度，有助於防範災害發生，進而降低災害脆弱性 

未來受災機

率 

居民對於未來可能受災的機率愈高，表示災害風險識覺高，

有助於防範災害發生，進而降低災害脆弱性 

未來受災損未來受災損未來受災損未來受災損

失程度失程度失程度失程度(增增增增

列列列列) 

居民對於未來可能受災的損失程度愈高，表示災害風險識覺

高，有助於防範災害發生，以降低災害脆弱性 

災時災時災時災時

應變應變應變應變

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增列增列增列增列) 

災害資訊的災害資訊的災害資訊的災害資訊的

取得取得取得取得(增列增列增列增列) 

人們對風險資訊的來源與對資訊來源的信任程度人們對風險資訊的來源與對資訊來源的信任程度人們對風險資訊的來源與對資訊來源的信任程度人們對風險資訊的來源與對資訊來源的信任程度，，，，會決定及會決定及會決定及會決定及

影響民眾對各項環境與風險的識覺態度影響民眾對各項環境與風險的識覺態度影響民眾對各項環境與風險的識覺態度影響民眾對各項環境與風險的識覺態度，，，，如經由傳播媒體的如經由傳播媒體的如經由傳播媒體的如經由傳播媒體的

管道獲得災害的相關知識就會影響其對災害的識覺及調適管道獲得災害的相關知識就會影響其對災害的識覺及調適管道獲得災害的相關知識就會影響其對災害的識覺及調適管道獲得災害的相關知識就會影響其對災害的識覺及調適 

災時防範的災時防範的災時防範的災時防範的

能力能力能力能力(增列增列增列增列) 

了解居民對於平時防災準備物品是否完備了解居民對於平時防災準備物品是否完備了解居民對於平時防災準備物品是否完備了解居民對於平時防災準備物品是否完備。。。。由於災害為具不由於災害為具不由於災害為具不由於災害為具不

確定性及無預警性確定性及無預警性確定性及無預警性確定性及無預警性，，，，因此居民平時對於災害的預防因此居民平時對於災害的預防因此居民平時對於災害的預防因此居民平時對於災害的預防，，，，除了表除了表除了表除了表

現在參與防災相關活動外現在參與防災相關活動外現在參與防災相關活動外現在參與防災相關活動外，，，，尚包括對災害的警覺性以及防災尚包括對災害的警覺性以及防災尚包括對災害的警覺性以及防災尚包括對災害的警覺性以及防災

物品的準備物品的準備物品的準備物品的準備 

災後

調適

措施 

尋求協助的

能力 

居民遭遇災害後，若尋求協助能力愈高，則調適能力愈高，

有助於降低脆弱性 

災後調適的

能力 

居民於災後有採取調適措施，可降低下次災害的脆弱程度 

 

4-2-2 第二回德爾菲問卷分析 

在第一回專家德爾菲問卷的指標修正與增刪之後，彙整為第二回專家德爾菲問卷。

第二回問卷除包含第一回問卷中的問項之外，為方便填答者填寫，更將所增列的因子

列舉於第一部份，此外，亦將第一回專家德爾菲問卷的填答結果附於問項，使專家學

者能夠參考第一回的結果，做第二次的問項判斷。 

第二回問卷於2009年10/23~11/13 進行，共寄出12 份問卷，一週後寄出催信函

(E-mail 或郵寄)，共回收12 份問卷，問卷回收率為100%，較第一次之回收率(87.5%)

為高。德爾菲問卷重複的次數端視認同的程度而定，一旦共識已達成或足夠的資訊已

獲得，流程即可停止。在本研究第二回問卷中，所有指標皆通過66% (三分之二專家

人數) 同意門檻，且專家看法均達一致，顯示認同程度已具有相當的水準，故不再進

行下一階段問卷。而第二回專家德爾菲問卷的結果即詳述如下。 

 

一、評估構面之適宜性 

由表4-19 可知，第一回專家問卷中，並未對三大構面有所修正，在經過第二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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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問卷的填寫過後，評估構面的適宜性在社區防災能力與居民調適能力兩構面皆已

達到專家學者的完全認同，而在暴露與敏感性構面也達到九成以上專家學者的認同。 

表表表表4-19 第二回第二回第二回第二回評估構面的適宜性評估構面的適宜性評估構面的適宜性評估構面的適宜性 

評估構面評估構面評估構面評估構面 第 一 回 合第 一 回 合第 一 回 合第 一 回 合

“ 適當適當適當適當” 

第二回合第二回合第二回合第二回合 

適當適當適當適當 不適當不適當不適當不適當 

份數份數份數份數 ％％％％ 份數份數份數份數 ％％％％ 

暴露與敏感性 91.7% 11 91.7 1  8.3 

社區防災能力 91.7% 12 100 0 0 

居民調適能力 100% 12  100 0  0 

 

二、暴露與敏感性構面的評估項目與評估指標之適宜性 

在暴露與敏感性構面中的人口、社會和經濟三評估項目的結果與第一回問卷結果

相同，皆得到專家學者的完全認同(表4-20)。而在評估指標的部份，僅「教育程度」

與「就業人口」，並未達到完全認同，但與第一回問卷結果相比，受到專家學者完全

認同的項目由四項提升為七項，而一致性也由最低的83.3 %提升至91.7 % (表4-21)。 

表表表表4-20 暴露與敏感性構面的評估項目之適宜性暴露與敏感性構面的評估項目之適宜性暴露與敏感性構面的評估項目之適宜性暴露與敏感性構面的評估項目之適宜性 

評估項目評估項目評估項目評估項目 第 一 回 合第 一 回 合第 一 回 合第 一 回 合

“ 適當適當適當適當” 

第二回合第二回合第二回合第二回合 

適當適當適當適當 不適當不適當不適當不適當 

份數份數份數份數 ％％％％ 份數份數份數份數 ％％％％ 

人口 83.3% 12 100 0 0 

社會 100% 12 100 0  0 

經濟 83.3% 12 100 0  0 

 

表表表表4-21 暴露與敏感性構面的評估指標之適宜性暴露與敏感性構面的評估指標之適宜性暴露與敏感性構面的評估指標之適宜性暴露與敏感性構面的評估指標之適宜性 

評估項目評估項目評估項目評估項目 評估指標評估指標評估指標評估指標 第 一 回 合第 一 回 合第 一 回 合第 一 回 合

“ 適當適當適當適當”  

第二回合第二回合第二回合第二回合 

適當適當適當適當 不適當不適當不適當不適當 

份數份數份數份數 ％％％％ 份數份數份數份數 ％％％％ 

人口 保全人口 新增新增新增新增 12 100 0  0 

女性人口 91.7% 12  100 0 0 

幼年人口 83.3% 12 100 0  0 

老年人口 100% 12  100 0 0 

教育程度 75% 11  91.7 1 8.3 

社會 身心障礙人口 100% 12 100 0 0 

獨居老人人口 100% 12 100 0 0 

單親家庭 91.7% 12 10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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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 中低收入人口 100% 12 100 0  0 

就業人口 75% 11 91.7 1  8.3 

 

三、社區防災能力構面的評估項目與評估指標之適宜性 

在社區防災能力構面中所修正的「防救災資源與組織」的評估項目比起第一回問

卷，其一致性則由83.3 % 提升至100 %(表4-22)，而新增列的「通訊設備」與「預警

系統」的一致性也高達100 %(表4-23 )。 

表表表表4-22 社區防災能力構面的評估項目之適宜性社區防災能力構面的評估項目之適宜性社區防災能力構面的評估項目之適宜性社區防災能力構面的評估項目之適宜性 

評估項目評估項目評估項目評估項目 第 一 回 合第 一 回 合第 一 回 合第 一 回 合

“ 適當適當適當適當” 

第二回合第二回合第二回合第二回合 

適當適當適當適當 不適當不適當不適當不適當 

份數份數份數份數 ％％％％ 份數份數份數份數 ％％％％ 

防救災資源與組織 91.7% 12  100 0  0 

防災演練 83.3% 12  100 0 0 

通報系統 新增新增新增新增 12 100 0  0 

表表表表4-23 社區防災能力構面的評估指標之適宜性社區防災能力構面的評估指標之適宜性社區防災能力構面的評估指標之適宜性社區防災能力構面的評估指標之適宜性 

評估項目評估項目評估項目評估項目 評估指標評估指標評估指標評估指標 第一回合第一回合第一回合第一回合

“ 適當適當適當適當” 

第二回合第二回合第二回合第二回合 

適當適當適當適當 不適當不適當不適當不適當 

份數份數份數份數 ％％％％ 份數份數份數份數 ％％％％ 

防救災資源與

組織 

準備避難物資 91.7% 11 91.7 1 8.3 

準備救災裝備 91.7% 11 91.7 1 8.3 

社區救援隊 100% 12  100 0  0 

防災演練 舉辦防災演練 83.3% 10 83.3 2 16.7 

規劃疏散避難路線 91.7% 12 100 0 0 

通報系統 通訊設備 新增新增新增新增 12 100 0  0 

預警系統 新增新增新增新增 12  100 0 0 

 

四、居民調適能力構面的評估項目與評估指標之適宜性 

在居民調適能力構面中，僅有「災時防範的能力」一項指標並未受到專家學者的

完全認同，認為該項不適當之專家學者為建議災時防範的能力應屬於災後調適的能力

的一部份，並非屬於災時應變能力，故研究中將其納入災後調適措施中的「災後調適

的能力」指標，並非將其歸納至「災時防範的能力」指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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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4-24 居民調適能力構面的評估項目之適宜性居民調適能力構面的評估項目之適宜性居民調適能力構面的評估項目之適宜性居民調適能力構面的評估項目之適宜性 

評估項目評估項目評估項目評估項目 第 一 回 合第 一 回 合第 一 回 合第 一 回 合

“ 適當適當適當適當” 

第二回合第二回合第二回合第二回合 

適當適當適當適當 不適當不適當不適當不適當 

份數份數份數份數 ％％％％ 份數份數份數份數 ％％％％ 

災害風險識覺 91.7% 12 100 0  0 

災時應變能力 新增新增新增新增 12 100 0 0 

災後調適措施 100% 12 100 0  0 

表表表表4-25 居民調適能力構面的評估項目之適宜性居民調適能力構面的評估項目之適宜性居民調適能力構面的評估項目之適宜性居民調適能力構面的評估項目之適宜性 

評估項目評估項目評估項目評估項目 評估指標評估指標評估指標評估指標 第 一 回 合第 一 回 合第 一 回 合第 一 回 合

“ 適當適當適當適當” 

第二回合第二回合第二回合第二回合 

適當適當適當適當(％％％％) 不適當不適當不適當不適當(％％％％) 

份數份數份數份數 ％％％％ 份數份數份數份數 ％％％％ 

災害風險識覺 受災經驗 100% 12 100 0 0 

未來受災機率 75% 11 91.7 1  8.3 

未來受災損失程度 新增新增新增新增 10 83.3 2 16.7 

災時應變能力 災害資訊的取得 新增新增新增新增 12 100 0 0 

災時防範的能力 新增新增新增新增 11 91.7 1  8.3 

災後調適措施 尋求協助的能力 100% 12 100 0 0 

災後調適的能力 100% 12 100 0 0 

 

五、層級程序分析法(AHP)決策之有效性 

在層級程序分析法的應用與區間的分隔上，受到專家學者的完全認同(表4-26)。 

 

表表表表4-26 層級程序分析法應用與區間之適宜性層級程序分析法應用與區間之適宜性層級程序分析法應用與區間之適宜性層級程序分析法應用與區間之適宜性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第 一 回 合第 一 回 合第 一 回 合第 一 回 合

“ 適當適當適當適當” 

第二回合第二回合第二回合第二回合 

適當適當適當適當 不適當不適當不適當不適當 

份數份數份數份數 ％％％％ 份數份數份數份數 ％％％％ 

應用AHP 的適宜性 91.7% 12 100 0  0 

以九大區間說明重要性 91.7% 12 100 0 0 

 

六、第二回專家德爾菲問卷彙整結果 

在第二回的專家德爾菲問卷中，其與第一回問卷相同之問項的一致性最低亦有

91.7%，而受到專家學者完全認同的指標就有十九項。而在指標修正與增加的項目與

指標，除了「災時防範能力」一項的一致性為91.7 %以外，其餘五項指標增加後皆受

到專家學者的完全認同。 

由上述可知，第二回專家德爾菲問卷為第一回問卷之修正結果，並且修改後更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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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切合研究主軸之需要，而在指標一致性上也均超過門檻值的66 %或50%。此外，專

家學者填寫第二回專家德爾菲問卷時，並未給予應該新增列的指標，亦或應修正的部

份，故本指標架構依據第三章德爾菲專家法的操作方式予以收斂，確立指標層級、構

面、項目與評估指標(表4-27)，並以此作為下一階段層級程序分析法問卷的依據。 

 

表表表表 4-27 指標系統最終層級架構表指標系統最終層級架構表指標系統最終層級架構表指標系統最終層級架構表 

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評估構面評估構面評估構面評估構面 評估項目評估項目評估項目評估項目 評估指標評估指標評估指標評估指標 

土石流

災害之

社會脆

弱性評

估 

A.暴露與敏感性 A-1.人口 A-1-a.保全人口 

A-1-b.女性人口 

A-1-c.幼年人口 

A-1-d.老年人口 

A-1-e.教育程度 

A-2.社會 A-2-a.身心障礙人口 

A-2-b.獨居老人人口 

A-2-c.單親家庭 

A-3.經濟 A-3-a.中低收入人口 

A-3-b.就業人口 

B.社區防災能力 B-1.防救災資源 B-1-a.準備避難物資 

B-1-b.準備救災裝備 

B-1-c.社區救援隊 

B-2.防災演練 B-2-a.舉辦防災演練 

B-2-b.規劃疏散避難路線 

B-3.通報系統 B-3-a.通訊設備 

B-3-b.預警系統 

C.居民調適能力 C-1.災害風險識覺 C-1-a.受災經驗 

C-1-b.未來受災機率 

C-1-c.未來受災損失程度 

C-2.災時應變能力 C-2-a.災害資訊的取得 

C-2-b.災時防範的能力 

C-3.災後調適措施 C-3-a.尋求協助的能力 

C-3-b.災後調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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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層級分析專家問卷層級分析專家問卷層級分析專家問卷層級分析專家問卷 

繼專家德爾菲問卷後，本研究於指標權重問卷的層級程序分析法中，利用專家德

爾菲問卷所得出的層級、構面、項目與指標，以層級程序分析法衡量評估體系中構面、

項目與指標間各項的相對權重，以及整體的權重，以作為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評

估所需考量的優先順序，故在指標權重的問卷中即包含評估項目架構表，和層級程序

分析法的填寫說明與權重比例勾選(附錄三)。 

本問卷施測的時間為2009年12/3~12/25 進行，施測對象與第二回德爾菲專家問卷

相同，共寄出12 份問卷。一週後寄出催信函 (E-mail 或郵寄)，共回收12 份問卷，

問卷回收率為100%。 

由於要求專家學者在進行成對比較的時候，達成前後一致性的連貫並不容易，且

應用於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評估指標兩兩間並非絕對對立，故須檢驗其一致性，

以此檢查問卷內容所構成的成對比較矩陣是否為一致性矩陣。而鄧振源與曾國雄 

(1989a,b)也提出一致性指標(Consistence Index, C.I.)宜在0.1 左右，或是比0.1 小，也

就是說C.I.值越小越具有一致性，而C.I. = 0 則表示前後判斷一致，為最適結果。而在

一致性比例(Consistence Ratio, C.R.)的部份，它是一致性指標(C.I.)與隨機性指標

(Random Index, R.I.)之比值，若是C.R. ≤0.1，則該指標具有可接受性，即表示矩陣的

一致性可被接受。 

在研究中，為採用多數人的群體決策來決定指標的層級與項目，並再以多數人決

定指標的相對權重，所以在整合多數人意見的同時，需要考慮其偏好，而整合的方法

有很多種，而Satty(1980)則在一個合理的假設之下，利用幾何平均數作為群體成員偏

好整合的函數，換句話說，假若某依成員的判斷值為a，而另一成員判斷值為
1

a
，則其

平均值並非是
(a=1

a
)

2
，而應為?a× 1

a
= 1，故本研究則採用Satty 的幾何平均數的運算函

數來整合專家學者的意見。 

本節在彙整第二階段層級程序分析法之權重問卷後，先就整體的結果運算出評估

架構各階層之間的權重和相對權重，整理出群體決策(表4-28)。爾後運用Microsoft 

Excel 2003分別針對構面、評估項目和評估指標的一致性指標與一致性比例之成對比

較矩陣，進行C.I.值和C.R.值的驗證，以證明受測者前後是否意見一致(表4-29)。以下

分述各評估構面、評估項目之權重分配及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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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28 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指標系統之權重總表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指標系統之權重總表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指標系統之權重總表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指標系統之權重總表 

評估評估評估評估 

構面構面構面構面 

權重權重權重權重 

(排序排序排序排序) 

評估項目評估項目評估項目評估項目 相對相對相對相對

權重權重權重權重 

權重權重權重權重 

(排序排序排序排序) 

評估指標評估指標評估指標評估指標 相對相對相對相對

權重權重權重權重 

權重權重權重權重 

(排序排序排序排序) 

A.暴露

與敏感

性 

0.383 

(1) 

A-1.人口 0.4151 0.159(1) A-1-a.保全人口 0.3899 0.062(2) 

A-1-b.女性人口 0.1447 0.023(22) 

A-1-c.幼年人口 0.1006 0.016(23) 

A-1-d.老年人口 0.2642 0.042(10) 

A-1-e.教育程度 0.1006 0.016(23) 

A-2.社會 0.3682 0.141(2) A-2-a.身心障礙人口 0.4184 0.059(3) 

A-2-b.獨居老人人口 0.2837 0.040(14) 

A-2-c.單親家庭 0.2979 0.042(10) 

A-3.經濟 0.2167 0.083(9) A-3-a.中低收入人口 0.5060 0.042(10) 

A-3-b.就業人口 0.4940 0.041(13) 

B.社區

防災能

力 

0.285 

(3) 

B-1.防救

災資源與

組織 

0.3543 0.101(6) B-1-a.準備避難物資 0.3069 0.031(21) 

B-1-b.準備救災裝備 0.3168 0.032(19) 

B-1-c.社區救援隊 0.3763 0.038(17) 

B-2.防災

演練 

0.3368 0.096(7) B-2-a.舉辦防災演練 0.5417 0.052(5) 

B-2-b.規劃疏散避難路

線 

0.4583 0.044(9) 

B-3.通報

系統 

0.3089 0.088(8) B-3-a.通訊設備 0.5455 0.048(8) 

B-3-b.預警系統 0.4545 0.040(14) 

C.居民

調適能

力 

0.332 

(2) 

C-1.災害

風險識覺 

0.3193 0.106(5) C-1-a.受災經驗 0.3774 0.040(14) 

C-1-b.未來受災機率 0.3019 0.032(19) 

C-1-c.未來受災損失程

度 

0.3208 0.034(18) 

C-2.災時

應變能力 

0.3343 0.111(4) C-2-a.災害資訊的取得 0.4684 0.052(5) 

C-2-b.災時防範的能力 0.5316 0.059(4) 

C-3.災後

調適措施 

0.3464 0.115(3) C-3-a.尋求協助的能力 0.4435 0.051(7) 

C-3-b災後調適的能力 0.5565 0.064(1) 

說明：權重(排序)＝上一階層指標權重×該階層相對權重。 

例：人口之權重＝0.383×0.4151=0.159 

 

一、評估構面的一致性比對與分析 

本研究將指標層級分為三大構面，分別為暴露與敏感性、社區防災能力與居民調

適能力構面，依據第二階段問卷的結果建立出評估構面的成對比較矩陣，以比較矩陣

來檢定評估構面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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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下表4-29可知，評估構面的C.I.值與C.R.值均為小於0.1，符合Satty 所提出的一

致性指標與一致性比例的標準，顯示專家學者對於評估構面的權重有一致的意見。由

表可發現，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評估構面中，首重為暴露與敏感性，接下來依序

是居民調適能力、社區防災能力。針對災害的社會脆弱性而言，舉凡人口、社會和經

濟等評估項目，其衡量較易清楚定義，統計數據有較客觀的紀錄可衡量，因此對暴露

與敏感性構面較為重視。 

表表表表4-29 評估構面成對比較矩陣與權重表評估構面成對比較矩陣與權重表評估構面成對比較矩陣與權重表評估構面成對比較矩陣與權重表 

 暴露與敏感性 社區防災能力 居民調適能力 權重(排序) 

暴露與敏感性 1 0.8011 0.5540 0.383(1) 

社區防災能力 1.2482 1 0.6974 0.285(3) 

居民調適能力 1.8051 1.4338 1 0.332(2) 

λmax=3.0106，C.I.=0.0053，C.R.=0.0091 

 

二、評估項目的一致性比對與分析 

(一)暴露與敏感性構面評估項目 

暴露與敏感性構面的三項評估因子所建立的成對比較矩陣顯示(表4-30)，其C.I.

值和C.R.值皆小於0.1，均小於Saaty 所提出的C.I.值和C.R.值應小於0.1，即表示此兩

項評估因子前後判斷一致。 

表表表表4-30 暴露與敏感性構面評估項目成對比較矩陣與權重表暴露與敏感性構面評估項目成對比較矩陣與權重表暴露與敏感性構面評估項目成對比較矩陣與權重表暴露與敏感性構面評估項目成對比較矩陣與權重表 

 人口 社會 經濟 權重(排序) 

人口 1 1.5250 1.1131 0.4151(1) 

社會 0.6557 1 0.7129 0.3682(2) 

經濟 0.8984 1.4027 1 0.2167(3) 

λmax=3.0277，C.I.=0.0064，C.R.=0.0088 

 

(二)社區防災能力構面評估項目 

社區防災能力構面的三項評估因子所建立的成對比較矩陣顯示(表4-31)，其C.I.

值和C.R.值皆小於0.1，均小於Saaty 所提出的C.I.值和C.R.值應小於0.1，即表示此兩

項評估因子前後判斷一致。 

表表表表4-31 社區防災能力構面評估項目成對比較矩陣與權重表社區防災能力構面評估項目成對比較矩陣與權重表社區防災能力構面評估項目成對比較矩陣與權重表社區防災能力構面評估項目成對比較矩陣與權重表 

 防救災資源與組織 防災演練 通報系統 權重(排序) 

防救災資源與組織 1 0.8597 1.0244 0.3543(1) 

防災演練 1.1631 1 1.1209 0.33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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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系統 0.9761 0.8922 1 0.3089(3) 

λmax=3.0274，C.I.=0.0004，C.R.=0.0004 

 

(三)居民調適能力構面評估項目 

居民調適能力構面的三項評估因子所建立的成對比較矩陣顯示(表4-32)，其C.I.

值和C.R.值皆小於0.1，均小於Saaty 所提出的C.I.值和C.R.值應小於0.1，即表示此兩

項評估因子前後判斷一致。 

表表表表4-32 居民調適能力構面評估項目成對比較矩陣與權重表居民調適能力構面評估項目成對比較矩陣與權重表居民調適能力構面評估項目成對比較矩陣與權重表居民調適能力構面評估項目成對比較矩陣與權重表 

 災害風險識覺 災時應變能力 災後調適措施 權重(排序) 

災害風險識覺 1 0.9238 0.7433 0.3193(3) 

災時應變能力 1.0824 1 1.2500 0.3343(2) 

災後調適措施 1.3453 0.7894 1 0.3464(1) 

λmax=3.0144，C.I.=0.0093，C.R.=0.0103 

 

三、評估指標的一致性比對與分析 

(一) 人口評估指標 

在暴露與敏感性構面中，衡量人口的評估指標有保全人口、女性人口、幼年人口、

老年人口，以及教育程度等五項指標，在成對比較矩陣中(表4-33)，其C.I.值為0.0226，

而C.R.值為0.0201，均小於Saaty 所提出的C.I.值和C.R.值應小於0.1，即表示此五項評

估指標前後判斷一致。 

表表表表4-33 人口評估指標成對比較矩陣與權重表人口評估指標成對比較矩陣與權重表人口評估指標成對比較矩陣與權重表人口評估指標成對比較矩陣與權重表 

 保全人口 女性人口 幼年人口 老年人口 教育程度 權重(排序) 

保全人口 1 1.1938 0.8123 0.8011 0.7404 0.3899(1) 

女性人口 0.8376 1 0.6071 0.6177 0.5027 0.1447(3) 

幼年人口 1.2311 1.6471 1 0.5534 0.5027 0.1006(4) 

老年人口 1.2482 1.6189 1.8069 1 0.5388 0.2642(2) 

教育程度 1.3506 1.9911 1.9891 1.8559 1 0.1006(4) 

λmax=5.0902，C.I.=0.0226，C.R.=0.0201 

 

(二) 社會評估指標 

在暴露與敏感性構面中，衡量社會的評估指標有身心障礙人口、獨居老人口及單

親家庭等三項指標，在成對比較矩陣中(表4-34)，其C.I.值為0.0453，而C.R.值為0.0781，

均小於Saaty 所提出的C.I.值和C.R.值應小於0.1，即表示此三項評估指標前後判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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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表表表表4-34 社會評估指標成對比較矩陣與權重表社會評估指標成對比較矩陣與權重表社會評估指標成對比較矩陣與權重表社會評估指標成對比較矩陣與權重表 

 身心障礙人口 獨居老人人口 單親家庭 權重(排序) 

身心障礙人口 1 0.6439 1.3195 0.4184(1) 

獨居老人人口 1.5530 1 0.8351 0.2837(1) 

單親家庭 0.7579 1.1974 1 0.2979(2) 

λmax=3.0901，C.I.=0.0453，C.R.=0.0781 

 

(三) 經濟評估指標 

在暴露與敏感性構面中，衡量經濟的評估指標有中低收入人口及就業人口等兩項

指標，在成對比較矩陣中(表4-35)，其C.I.值及C.R.值皆為0，均小於Saaty 所提出的

C.I.值和C.R.值應小於0.1，即表示此兩項評估指標前後判斷一致，並且為最適結果。 

表表表表4-35 經濟評估指標成對比較矩陣與權重表經濟評估指標成對比較矩陣與權重表經濟評估指標成對比較矩陣與權重表經濟評估指標成對比較矩陣與權重表 

 中低收入人口 就業人口 權重(排序) 

中低收入人口 1 0.9321 0.5060(1) 

就業人口 1.0729 1 0.4940(2) 

λmax=2，C.I.=0，C.R.=0 

 

(四) 防救災資源與組織評估指標 

在社區防災能力構面中，衡量防救災資源與組織的評估指標有準備避難物資、準

備救災裝備及社區救援隊等三項指標，在成對比較矩陣中(表4-36)，其C.I.值為0.0061，

而C.R.值為0.0067，均小於Saaty 所提出的C.I.值和C.R.值應小於0.1，即表示此三項評

估指標前後判斷一致。 

表表表表4-36 防救災資源與組織評估指標成對比較矩陣與權重表防救災資源與組織評估指標成對比較矩陣與權重表防救災資源與組織評估指標成對比較矩陣與權重表防救災資源與組織評估指標成對比較矩陣與權重表 

 準備避難物資 準備救災裝備 社區救援隊 權重(排序) 

準備避難物資 1 1.0271 0.8951 0.3069(3) 

準備救災裝備 0.9736 1 0.7411 0.3168(2) 

社區救援隊 1.1175 1.3493 1 0.3763(1) 

λmax=3.0181，C.I.=0.0061，C.R.=0.0067 

 

(五) 防災演練評估指標 

在社區防災能力構面中，衡量防災演練的評估指標有舉辦防災演練及規劃疏散避

難路線等兩項指標，在成對比較矩陣中(表4-37)，其C.I.值及C.R.值皆為0，均小於Saaty 



 

 90

所提出的C.I.值和C.R.值應小於0.1，即表示此兩項評估指標前後判斷一致，並且為最

適結果。 

表表表表4-37 防災演練評估指標成對比較矩陣與權重表防災演練評估指標成對比較矩陣與權重表防災演練評估指標成對比較矩陣與權重表防災演練評估指標成對比較矩陣與權重表 

 舉辦防災演練 規劃疏散避難路線 權重(排序) 

舉辦防災演練 1 1.5784 0.5417(1) 

規劃疏散避難路線 0.6335 1 0.4583(2) 

λmax=2，C.I.=0，C.R.=0 

 

(六) 通報系統評估指標 

在社區防災能力構面中，衡量通報系統的評估指標有通訊設備及預警系統等兩項

指標，在成對比較矩陣中(表4-38)，其C.I.值及C.R.值皆為0，均小於Saaty 所提出的

C.I.值和C.R.值應小於0.1，即表示此兩項評估指標前後判斷一致，並且為最適結果。 

表表表表4-38 通報系統評估指標成對比較矩陣與權重表通報系統評估指標成對比較矩陣與權重表通報系統評估指標成對比較矩陣與權重表通報系統評估指標成對比較矩陣與權重表 

 舉辦防災演練 規劃疏散避難路線 權重(排序) 

舉辦防災演練 1 2.0939 0.5455(1) 

規劃疏散避難路線 0.4776 1 0.4545(2) 

λmax=2，C.I.=0，C.R.=0 

 

(七) 災害風險識覺評估指標 

在居民調適能力構面中，衡量災害風險識覺的評估指標有受災經驗、未來受災機

率及未來受災損失程度等三項指標，在成對比較矩陣中(表4-39)，其C.I.值為0.0031，

而C.R.值為0.0034，均小於Saaty 所提出的C.I.值和C.R.值應小於0.1，即表示此三項評

估指標前後判斷一致。 

表表表表4-39 災害風險識覺評估指標成對比較矩陣與權重表災害風險識覺評估指標成對比較矩陣與權重表災害風險識覺評估指標成對比較矩陣與權重表災害風險識覺評估指標成對比較矩陣與權重表 

 受災經驗 未來受災機率 未來受災損失程度 權重(排序) 

受災經驗 1 1.0393 1.1294 0.3774(1) 

未來受災機率 0.9622 1 1.2311 0.3019(3) 

未來受災損失程度 0.8855 0.8123 1 0.3208(2) 

λmax=3.0092，C.I.=0.0031，C.R.=0.0034 

 

(八) 災時應變能力評估指標 

在居民調適能力構面中，衡量災時應變能力的評估指標有災時資訊的取得及災時

防範的能力等兩項指標，在成對比較矩陣中(表4-40)，其C.I.值及C.R.值皆為0，均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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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Saaty 所提出的C.I.值和C.R.值應小於0.1，即表示此兩項評估指標前後判斷一致，

並且為最適結果。 

表表表表4-40 通報系統評估指標成對比較矩陣與權重表通報系統評估指標成對比較矩陣與權重表通報系統評估指標成對比較矩陣與權重表通報系統評估指標成對比較矩陣與權重表 

 災害資訊的取得 災時防範的能力 權重(排序) 

災害資訊的取得 1 0.7764 0.4684(2) 

災時防範的能力 1.2880 1 0.5316(1) 

λmax=2，C.I.=0，C.R.=0 

 

(九) 災後調適能力評估指標 

在居民調適能力構面中，衡量災後調適能力的評估指標有尋求協助的能力及災後

調適的能力等兩項指標，在成對比較矩陣中(表4-41)，其C.I.值及C.R.值皆為0，均小

於Saaty 所提出的C.I.值和C.R.值應小於0.1，即表示此兩項評估指標前後判斷一致，

並且為最適結果。 

表表表表4-41 通報系統評估指標成對比較矩陣與權重表通報系統評估指標成對比較矩陣與權重表通報系統評估指標成對比較矩陣與權重表通報系統評估指標成對比較矩陣與權重表 

 尋求協助的能力 災後調適的能力 權重(排序) 

尋求協助的能力 1 1.5584 0.4435(2) 

災後調適的能力 0.6417 1 0.5565(1) 

λmax=2，C.I.=0，C.R.=0 

 

國內外皆以探討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為研究方向，但是卻缺乏可以實際操作

的理論與工具來確保地方朝向永續的防災經營，尤其是對於土石流災害而言，更應考

量運用相關指標來進行管理。本章參酌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評估架構來建立初步

指標系統，並透過德爾菲法及層級程序分析法獲致專家共識以決定完整指標系統與權

重。研究結果顯示整個系統共含三個層級，分別是3 個評估構面、9 個評估項目及24 

項指標，展示了從理論面而言，在土石流的災害管理決策上最需考量之項目。 

由層級程序分析法的結果(圖4-1和圖4-2)發現，各評估構面中權重最高為「A.暴

露與敏感性(38.3%)」，其次為「B.社區防災能力(28.5%)」及「C.居民調適能力(33.2%)」；

又在所有評估項目中權重較高者，為「A-1.人口」與「A-2.社會」等評估項目佔比重

最高。但進一步分析發現，具有調適及回復力概念的「社區防災能力」及「居民調適

能力」等評估構面，相加權重為61.7%，表示兩項應為造成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

較大之原因，此與Cutter et al.(2000)與Adger et al.(2004)等所提的理論概念相符合。同

時最高權重評估指標則為「C-3-b.災後調適的能力(6.4%)」、「A-1-a.保全人口(6.2%)」、

「A-2-a.身心障礙人口(5.9%)」和「C-2-b.災時防範的能力(5.9%)」等，也突顯出在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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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來臨時造成地區脆弱之因素，主要在於社區居民有無防災能力及調適能力，因此在

規劃社區居民之防災行動，應對社區居民提出更多的防災資源及調適策略，得以降低

其脆弱性。此結果說明了土石流災害在社會脆弱性中最需考量的面向與重心，也符合

國際相關研究災害脆弱性的發展準則。 

 

圖圖圖圖4-1 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指標評估構面比重圖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指標評估構面比重圖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指標評估構面比重圖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指標評估構面比重圖 

38.30%

28.50%33.20%

A.暴露與敏感性

B.社區防災能力C.居民調適能力

平均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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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4-2 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評估指標權重圖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評估指標權重圖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評估指標權重圖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評估指標權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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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評估方法的建置評估方法的建置評估方法的建置評估方法的建置 

本節主要說明評估指標的資料取得來源及其處理方式，並將指標正規化後，將其

評分值乘上權重以得出各項指標的加權值，再計算水里鄉各村的社會脆弱性數值。 

 

4-4-1資料取得來源與處理 

有關「暴露與敏感性」評估構面之資料來源主要取自政府官方統計數據；相關「社

區防災能力」評估構面則藉由村長訪問取得資料；對於「居民調適能力」則以問卷進

行地方居民的抽樣調查，以取得評估可用之數據(表 4-42)。 

 

表表表表 4-42  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評估指標之評估方法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評估指標之評估方法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評估指標之評估方法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評估指標之評估方法 

評估項目 評估指標 評估方法 資料來源 

A-1.人口 A-1-a.保全人口 土石流保全人數佔村里人數之

比例 

農委會水保局土石流防災

資訊網，98 年 12 月 

A-1-b.女性人口 女性人口佔村里人口比例 水里鄉戶政事務所，98年

12 月 

A-1-c.幼年人口 15歲以下人口佔村里人口比例 水里鄉戶政事務所，98年

12 月 

A-1-d.老年人口 65歲以上人口佔村里人口比例 水里鄉戶政事務所，98年

12 月 

A-1-e.教育程度 高中職以上人口佔村里人口比

例 

水里鄉戶政事務所，98年

12 月 

A-2.社會 A-2-a.身心障礙

人口 

身心障礙人口佔村里人口比例 水里鄉公所社政課，98年

12 月 

A-2-b.獨居老人

人口 

獨居老人人口佔村里人口比例 水里鄉公所社政課，98年

12 月 

A-2-c.單親家庭 單親家庭戶佔村里人口比例 水里鄉戶政事務所，98年

12 月 

A-3.經濟 A-3-a.中低收入

人口 

中低收入戶佔村里戶數比例 水里鄉公所社政課，98年

12 月 

A-3-b.就業人口 就業人口佔村里人口比例 水里鄉公所社政課，98年

12 月 

B-1.防救

災資源 

B-1-a.準備避難

物資 

社區有無準備避難物資 由村長訪問取得資料 

B-1-b.準備救災

裝備 

社區有無準備救災裝備 

B-1-c.社區救援 社區有無社區救援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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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 

B-2.防災

演練 

B-2-a.舉辦防災

演練 

社區有無舉辦防災演練 

B-2-b.規劃疏散

避難路線 

社區有無規劃疏散避難路線 

B-3.通報

系統 

B-3-a.通訊設備 社區有無通訊設備 

B-3-b.預警系統 社區有無預警系統 

C-1.災害

風險識覺 

C-1-a.受災經驗 依五等級給分(5 至 1 分)，將各

村居民所勾選之選項平均。以

上安村為例，居民勾選「高」

與「普通」程度的比例分別為

60%與 40%，若兩者的給分分

別為 4 和 3，則所得值應為

0.6×4＋0.4×3＝3.6 

以問卷進行居民的抽樣調

查 

 

C-1-b.未來受災

機率 

C-1-c.未來受災

損失程度 

C-2.災時

應變能力 

C-2-a.災害資訊

的取得 

C-2-b.災時防範

的能力 

C-3.災後

調適措施 

C-3-a.尋求協助

的能力 

C-3-b.災後調適

的能力 

 

4-4-2指標正規化與加權 

參考吳杰穎和江宜錦 (2008)對指標計算的方式，由於社會脆弱性量化評估需要

將各項指標加總計算，但因各指標有單位不同的問題，故需先做標準化動作(公式4-1)，

去除各項社會脆弱性指標的單位影響，再將各Z分數透過正規化將值轉換成0~1的數

值(公式4-2)。 

 

Zjk = Xjk7X@
Sj

 …….公式 4-1 

Zjk為第 j 個指標第K個村里之標準化數值，X jk為第 j 個指標第K個村里的平均數， X@第
j 個指標在所有村里的平均數，Sj是第 j 個指標在所有村里的標準差。 

 

Ijk = Zjk7Zjm

Dj
…….公式 4-2 

Ijk為第 j 個指標第 K 個村里之指數值，Zjk為第 j 個指標第 K 個村里之標準化值，Zjm是

第 j 個指標在所有村里標準化數值之最小值，Dj第 j 個指標在所有村里標準化值之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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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最大值減去最小值)。 

 

指標在經過正規化後，乘上各指標的權重，方能得出各村的社會脆弱性指數。相

關權重分析已於本章第三節闡述，在此將不再贅述。依據cutter(2000)的觀點，本研究

假設多數的評估指標皆為線性關係，賦予每項指標簡單的正向或負向的線性加總，其

每一個指標的計算公式為表4-43。Xn為正規化後之數據，由於共有24 個指標，分別

為X1~X24，接著代入該評估指標的社會脆弱性公式，將會獲得加權後的數據，以Rn表

示加權後的數值，同樣會有R1~R24，如此即為該村社會脆弱性(公式4-3)，最後等距分

為五個社會脆弱性等級。其中需特別說明的是，因指標最終目的是要加總計算社會脆

弱性，而負向指標因與正向指標的向度不一，所以需將負向指標的公式加上截距項，

以進行反方向之轉換。 

 ∑ Rn = R1 + R2 + ⋯ + R24
24
nA1 ……公式4-3 

 

在居民調適能力之評估構面中，災害風險識覺、災時應變能力以及災後調適措施

等三項指標，其向度既不是正向關係，也不是負向線性相關，而是屬於次序尺度，且

問卷選項係以五級 Likert 量表進行設計，故按照分數高低給予原始權重、4/5 權重、

3/5 權重、2/5 權重以及1/5 權重。 

表表表表 4-43 評估指標加總計算公式評估指標加總計算公式評估指標加總計算公式評估指標加總計算公式 

評估指標 公式 條件式 類別/向度 

A-1-a.保全人口 R1=0.062X1 - 正向線性相關 

A-1-b.女性人口 R2=0.023X2 - 正向線性相關 

A-1-c.幼年人口 R3=0.016X3 - 正向線性相關 

A-1-d.老年人口 R4=0.042X4 - 正向線性相關 

A-1-e.教育程度 R5=－0.016X5＋0.016 - 負向線性相關 

A-2-a.身心障礙人口 R6=0.059X6 - 正向線性相關 

A-2-b.獨居老人人口 R7=0.040X7 - 正向線性相關 

A-2-c.單親家庭 R8=0.042X8 - 正向線性相關 

A-3-a.中低收入人口 R9=0.042X9 - 正向線性相關 

A-3-b.就業人口 R10=0.041X10＋0.041 - 負向線性相關 

B-1-a.準備避難物資 R11=0.031 

R11=－0.031X11＋0.031 

if X11=0 

if X11=1 

二元邏輯 

B-1-b.準備救災裝備 R12=0.032 

R12=－0.032X12＋0.032 

if X12=0 

if X12=1 

二元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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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c.社區救援隊 R13=0.038 

R13=－0.038X13＋0.038 

if X13=0 

if X13=1 

二元邏輯 

B-2-a.舉辦防災演練 R14=0.052 

R14=－0.052X14＋0.052 

if X14=0 

if X14=1 

二元邏輯 

B-2-b.規劃疏散避難路線 R15=0.044 

R15=－0.044X18＋0.044 

if X15=0 

if X15=1 

二元邏輯 

B-3-a.通訊設備 R16=0.048 

R16=－0.048X16＋0.048 

if X16=0 

if X16=1 

二元邏輯 

B-3-b.預警系統 R17=0.040 

R17=－0.040X20＋0.040 

if X17=0 

if X17=1 

二元邏輯 

C-1-a.受災經驗 R18=0.0080 

R18=0.0160 

R18=0.0240 

R18=0.0320 

R18=0.040 

if X18=分數極低 

if X18=分數低 

if X18=分數中等 

if X18=分數高 

if X18=分數非常高 

次序尺度 

C-1-b.未來受災機率 R19=0.0064 

R19=0.0128 

R19=0.0192 

R19=0.0256 

R19=0.0320 

if X19=機率極高 

if X19=機率高 

if X19=機率中等 

if X19=機率低 

if X19=機率非常低 

次序尺度 

C-1-c未來受災損失程度 R20=0.0068 

R20=0.0136 

R20=0.0204 

R20=0.0272 

R20=0.0340 

if X20=分數極高 

if X20=分數高 

if X20=分數中等 

if X20=分數低 

if X20=分數非常低 

次序尺度 

C-2-a.災害資訊的取得 R21=0.0104 

R21=0.0208 

R21=0.0312 

R21=0.0416 

R21=0.0520 

if X21=能力極高 

if X21=能力高 

if X21=能力中等 

if X21=能力低 

if X21=能力非常低 

次序尺度 

C-2-b.災時防範的能力 R22=0.0118 

R22=0.0236 

R22=0.0354 

R22=0.0472 

R22=0.0590 

if X22=能力極高 

if X22=能力高 

if X22=能力中等 

if X22=能力低 

if X22=能力非常低 

次序尺度 

C-3-a.尋求協助的能力 R23=0.0102 

R23=0.0204 

R23=0.0306 

if X23=能力極高 

if X23=能力高 

if X23=能力中等 

次序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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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3=0.0408 

R23=0.0510 

if X23=能力低 

if X23=能力非常低 

C-3-b.災後調適的能力 R24=0.0128 

R24=0.0256 

R24=0.0384 

R24=0.0512 

R24=0.0640 

if X24=能力極高 

if X24=能力高 

if X24=能力中等 

if X24=能力低 

if X24=能力非常低 

次序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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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水里鄉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指標評估水里鄉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指標評估水里鄉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指標評估水里鄉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指標評估 

本研究至此已建構完成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指標系統，在此章將整合各評估

指標的統計資料，進行實際衡量水里鄉具有土石流潛勢溪流的各村，其社會脆弱性的

表現結果。本章首先將說明實地評估的方法，包括居民與村長的問卷設計與調查方法；

其次就各評估層面、評估項目及指標之實際評估結果做完整的陳述；最後，針對南投

縣水里鄉社會脆弱性評估結果做未來災害管理之探討，並對評估過程作綜合檢討。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社會脆弱性問卷設計與方法社會脆弱性問卷設計與方法社會脆弱性問卷設計與方法社會脆弱性問卷設計與方法 

5-1-1居民調適能力問卷設計居民調適能力問卷設計居民調適能力問卷設計居民調適能力問卷設計 

針對居民調適能力的部份，為了凸顯國內土石流災害的特性，本研究主要參考魏

玉蕙(2002)和楊靜怡(2008)等相關研究擬定問卷(附錄七)。在問卷設計格式方面，因考

量到居民填答容易以及對災害調適措施可能不盡瞭解，所以採取封閉式問卷格式為主，

開放式問卷為輔，並依脆弱性程度給予配分，5分表示脆弱性程度最高，依此類推。 

一、問卷設計 

(一)災害風險識覺 

1、受災經驗：是否有經歷過土石流災害的經驗，分為「有」與「無」。如果回答「有」

則進一步詢問受災次數，依據居民選擇的選項數，分為 1次(5分)、2～3次(4分)、

4～5次(3分)、6～7次(2分)、8次以上(1分)五個等級。 

2、未來再發生土石流災害的機率：設計以 20％為一間距，分為機率很低 0％～20％

(5 分)、機率低 21％～40％(4 分)、機率普通 41％～60％(3 分)、機率高 61％～80

％(2分)、機率很高 81％～100％(1分)，共五個等級。 

3、未來遭受土石流災害的損失程度：設計為 Likert 量表，分為非常低(5 分)、低(4分)、

普通(3分)、高(2分)、非常高(1分)五個等級。 

(二)災時應變能力 

1、災害資訊的取得：電視媒體、平面媒體、政府單位、親朋好友、網際網路、學術

機構、自己觀察與感覺、其他等八個選項，可複選。依據居民選擇的選項數，分

為 0～1個(5分)、2～3 個(4分)、4～5個(3分)、6～7個(2分)、8個以上(1分)五

個等級。 

2、災時是否採取防範措施：分為「有」與「無」。如果回答「有」，則進一步詢問

採取的措施為下列哪一種：暫時撤離、簡易雨量筒的使用、對疏散避難規劃的認

識、自家居住環境安全檢核、儲備防災物品、參與防救災訓練、對村內防救災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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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的認識、其他等七個選項，可複選。依據居民選擇的選項數，分為 0～1 個(5

分)、2～3個(4分)、4～5個(3分)、6～7個(2分)、8個以上(1分)五個等級。若回

答「不是」，則詢問未採取的原因，包含颱風影響不大、有影響自身安全再行動、

聽天由命、其他等四個選項。 

(三)災後調適能力 

1、是否有尋求協助的能力：分為「有」與「無」。如果回答「有」，則進一步詢問

尋求協助的對象，包含親友鄰居、村里長、警消人員、其他政府單位人員、慈濟

等民間宗教團體、其他等五個選項，可複選。依據居民選擇的選項數，分為0～1

個(5分)、2個(4分)、3個(3分)、4個(2分)、5個以上(1分)五個等級。 

2、是否有採取調適行為：分為「有」與「無」。如果回答「有」，則進一步詢問採

取的措施為下列哪一種：遷村重建、原居地重建、要求地方政府單位改善或興建

防洪工程、向政府請求賠償、購買颱風土石流保險、加入社區防救災組織、土地

利用的改變、政府輔導產業轉型或復甦、其他等八個選項，可複選。依據居民選

擇的選項數，分為0～1個(5分)、2～3個(4分)、4～5個(3分)、6～7個(2分)、8個以

上(1分)五個等級。若回答「無」，則詢問未採取的原因，包含颱風影響不大、有

影響自身安全再行動、聽天由命、其他等四個選項。 

(五)受訪者基本資料 

1、性別：分為男、女兩選項。 

2、年齡：分為 21～30歲、31～40歲、41～50歲、51～60歲、61歲以上等五個選項。 

3、家戶年收入：分為 30萬以下、31～60萬、61～90萬、91～120萬、120萬以上等

五個選項。 

4、教育程度：分為國小以下、國中、高中職、大學以上等四個選項。 

5、職業：分為無職業或退休、學生、軍公教、農業、工業、服務業等六項選項。 

6、居住當地時間：5年內、6～10年、11～15年、16～20年、21年以上等五個選項。 

7、居住地點 

二、居民調適能力問卷調查方式 

由於水里鄉具有土石流潛勢溪流的村落，其聯外道路容易因颱風豪雨而中斷，往

往造成村內民眾與外部隔絕之情況。因此，當地政府均針對一般社區民眾進行宣導撤

離，並不僅侷限於保全對象；基於上述背景，本研究進行問卷調查時乃針對所有村內

民眾進行抽樣。 

     在樣本數選定方面，本研究希冀在 95％信賴水準之內，且抽樣誤差不超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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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 Z 分配方式，其所需樣本數經查表計算後得知(公式 5-1)，本研究所需樣本數至

少 351戶(林惠玲、陳正倉，2001)。但因顧及無效問卷的發生，所以本研究設定問卷

450份，其中土石流潛勢溪流保全戶發放 150份，非保全戶 300份。本研究抽樣方式

採用比例配置法(sampling with proportional allocation)，以水里鄉各村家戶及土石流潛

勢溪流保全戶作為問卷比例配置之基礎(表 5-1)，經當地村長介紹，每一家戶抽樣一

人，採取面對面的詢問方式進行問卷，經回收扣除拒答或回答不完整的問卷，有效問

卷共計 372份，有效率達 82.7％。問卷發放時間為 2010年 2/2~2/14。 

n ≥ Dα /⁄/ ×F.
GH/ ……公式 5-1 

式中 n為樣本數；α = 信賴度(0.05)；d = 誤差值(0.05) 

表表表表 5-1問卷調查樣本分配問卷調查樣本分配問卷調查樣本分配問卷調查樣本分配 

村落 總戶

數 

非土石流保全戶 土石流保全戶 有效

問卷 戶數 戶數比

例% 

發放份數 戶數 戶數比

例% 

發放份數 

上安村 499 141 6 18 358 32 48 55 

民和村 447 432 15 45 15 1 1 36 

玉峰村 398 382 13 39 16 1 1 32 

車埕村 260 253 9 27 7 0 0 25 

郡坑村 150 8 0 0 142 14 21 19 

頂崁村 549 472 16 48 77 7 11 51 

新山村 148 89 3 9 59 5 8 15 

新城村 705 392 13 39 313 28 41 64 

新興村 314 257 8 24 57 5 8 26 

鉅工村 428 382 13 39 46 4 6 36 

興隆村 161 131 4 12 30 3 5 13 

合計 4059 2939 100 300 1120 100 150 372 

 
 

 
 

5-1-2社區防災能力問卷設計社區防災能力問卷設計社區防災能力問卷設計社區防災能力問卷設計 

針對社區防災能力的部份，由於研究區內大多為農村村落，各村內通常僅有單一

個社區營造組織，且村內居民大多互相熟識，故本研究以「村」為調查單位，並以熟

悉村內事物及人員狀況的「村長」為問卷調查對象。為了凸顯國內土石流災害的特性，

問卷主要參考何謹余(2002)和陳樹群等(2005)等相關研究制定而成(附錄八)。在問卷設

計格式方面，因考量到村長填答容易，所以採取封閉式問卷格式為主，開放式問卷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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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 

一、社區防災能力問卷設計 

(一)防救災資源與組織 

1、是否有準備避難物質：分為「有」與「無」。 

2、是否有準備救災裝備：分為「有」與「無」。 

3、是否有組織社區救援隊：分為「有」與「無」。 

(二)防災演練 

1、是否有舉辦過防災演練：分為「有」與「無」。 

2、是否有規劃疏散避難路線：分為「有」與「無」。 

(三)通報系統 

1、是否有準備通訊設備（無線電或衛星電話）：分為「有」與「無」。 

2、是否有準備預警系統（社區雨量筒觀測或即時監測系統）：分為「有」與「無」。 

二、社區防災能力問卷調查方式 

針對具有土石流潛勢溪流的各村，以電話或直接當面訪談村長。問卷發放時間為

2010年2/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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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居民與社區問卷之結果居民與社區問卷之結果居民與社區問卷之結果居民與社區問卷之結果 

5-2-1居民問卷分析居民問卷分析居民問卷分析居民問卷分析 

一、 受訪者背景分析 

受訪者的背景資料包含性別、年齡、家戶年收入、教育程度、職業、居住當地時

間及受災次數(表5-2；圖5-1至圖5-6)。 

1. 性別 

在 372 份問卷當中，受訪者的男生比例約為51.8%(193 位)，女生比例約為

48.2%(179位)。男性稍多於女性。 

2. 年齡 

受訪者的年齡多集中在 41~50 歲之間(39.8%)，其次為51~60 歲(28.1%)與31~40

歲(18.3%)。乃因本研究調查是以家戶為單位親自面訪，故受訪者多為中壯年人口。 

3. 家戶年收入 

受訪者的家戶年收入以31~60 萬(38.7%)及61~90 萬(26.6%)等兩組比例最多，顯

示受訪者並非相當富裕，屬於小康家戶。 

4. 教育程度 

受訪者的教育程度以高中職最多(56.7%)，其次為國中(20.3%)，顯示受訪者所受

的教育程度不算高。 

5. 職業 

受訪者的職業以農業最多(40.6%)，其次是無職業或退休老人(22.1%)，符合水里

鄉以農業為主的產業型態。 

6. 居住當地時間 

受訪者居住於當地的時間以21~30年最多(39.1%)，其次是11~20年(26.9%)、30年

以上(16.1%)，顯示受訪者對於水里鄉的環境背景具有某些程度的瞭解。 

 
表表表表 5-2 受訪者社會經濟背景資料受訪者社會經濟背景資料受訪者社會經濟背景資料受訪者社會經濟背景資料 

變項 次數分配 百分比 變項 次數分配 百分比 

性別 男 193 51.8 職業 無職業或退休 82 22.1 

女 179 48.2 學生 31 8.3 

年齡 21-30歲 15 4.1 軍公教 58 15.6 

31-40歲 68 18.3 農業 151 40.6 

41-50歲 148 39.8 工業 8 2.1 

51-60歲 105 28.1 服務業 42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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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歲以上 36 9.7 居住當地

時間 

5 年內 34 9.1 

家戶

收入 

30 萬以下 57 15.2 6-10年 33 8.8 

31-60萬 144 38.7 11-20年 100 26.9 

61-90萬 99 26.6 21-30年 145 39.1 

91-120萬 41 10.9 31 年以上 60 16.1 

120萬以上 31 8.6  

教育

程度 

國小以下 36 9.8 

國中 76 20.3 

高中職 211 56.7 

大學以上 49 13.2 

 

 
圖圖圖圖 5-1 性別圓餅圖性別圓餅圖性別圓餅圖性別圓餅圖         圖圖圖圖 5-2 年齡圓餅圖年齡圓餅圖年齡圓餅圖年齡圓餅圖           圖圖圖圖 5-3 職業圓餅圖職業圓餅圖職業圓餅圖職業圓餅圖 

 

 

圖圖圖圖 5-4 家戶收入圓餅圖家戶收入圓餅圖家戶收入圓餅圖家戶收入圓餅圖       圖圖圖圖 5-5 教育程度圓餅圖教育程度圓餅圖教育程度圓餅圖教育程度圓餅圖    圖圖圖圖 5-6 居住當地時間圓餅圖居住當地時間圓餅圖居住當地時間圓餅圖居住當地時間圓餅圖 

 

二、 受訪者土石流災害風險識覺 

在受災經驗上，受訪者多以2-3次為最多，佔42.7％，其次為4-5次，佔36.8％；

在未來再發生災害的機率上，受訪者預期未來發生災害機率21-40%者，佔38.7%，其

次為0-20%，佔31.3%(表5-3；圖5-7至圖5-9)。可能是因每到夏秋兩季皆有颱風侵台，

男

52%

女

48%

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21-30歲

4%

31-40歲

18%

41-50歲

40%

51-60歲

28%

61歲以

上

10%

年齡年齡年齡年齡

無職業

或退休

22%

學生

8%

軍公教

16%

農業

41%

工業

2%
服務業

11%

職業職業職業職業

30萬以

下

15%

31-60萬

39%

61-90萬

27%

91-120萬

11%

120萬以

上

8%

家戶收入家戶收入家戶收入家戶收入
國小以

下

10%

國中

20%

高中職

57%

大學以

上

13%

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

5年內

9%

6-10年

9%

11-20年

27%21-30年

39%

31年以

上

16%

居住當地時間居住當地時間居住當地時間居住當地時間



 

 105

但造成居民重大損失的颱風並不多，以致受訪者對於未來再發生災害的機率認知並不

高。在未來受災的損失程度上，受訪者預期未來受災損失程度較高者，佔36.5%，其

次為普通，佔29.4%，可能原因是大多數居民以為未來出現受災損失較高，應是出現

超強大颱風，以致出現比往常更嚴重的災損。 

 
表表表表5-3 災害經驗與未來再發生災害機率的次數統計表災害經驗與未來再發生災害機率的次數統計表災害經驗與未來再發生災害機率的次數統計表災害經驗與未來再發生災害機率的次數統計表 

變項 次數分配 百分比 變項 次數分配 百分比 

受災經驗 1 次 38 10.2 未來發

生災害

的機率 

0-20％ 116 31.3 

2-3 次 159 42.7 21-40％ 144 38.7 

4-5 次 137 36.8 41-60％ 50 13.4 

6-7 次 27 7.3 61-80％ 30 8.1 

8 次以上 11 3.0 81-100％ 32 8.5 

未來受災

損失程度 

非常低 19 5.1  

低 38 10.3 

普通 109 29.4 

高 136 36.5 

非常高 70 18.7 

 

圖圖圖圖5-7 受災經驗圓餅圖受災經驗圓餅圖受災經驗圓餅圖受災經驗圓餅圖  圖圖圖圖5-8 未來發生災害的機率圓餅圖未來發生災害的機率圓餅圖未來發生災害的機率圓餅圖未來發生災害的機率圓餅圖  圖圖圖圖5-9 未來受災損失程度圓餅圖未來受災損失程度圓餅圖未來受災損失程度圓餅圖未來受災損失程度圓餅圖 

 

二、 災時應變能力 

(一) 災害資訊的取得 

在災害資訊的取得上，居民主要有2~3個(41.2%)管道最多，其次為0~1個(32.3%)。

更進一步探究，電視媒體(22.2%)與政府單位(19.1%)是居民主要的災害資訊之來源。

而取得管道最低者，為網際網路(4.5%)(表5-4；圖5-10至5-11)。可能原因為本研究區

1次

10%

2-3次

43%

4-5次

37%

6-7次

7%

8次以上

3%

受災經驗受災經驗受災經驗受災經驗

0-20％

31%

21-40％

39%

41-60％

13%

61-80％

8%

81-100

％

9%

未來發生災害的機率未來發生災害的機率未來發生災害的機率未來發生災害的機率

非常低

5%

低

10%

普通

29%
高

37%

非常高

19%

未來受災損失程度未來受災損失程度未來受災損失程度未來受災損失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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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於較偏遠的農村聚落，村里人口組成多以壯年和老年人口為主，且網路資訊傳達

較為不易，以致於在災害資訊的取得上偏低。 

 
表表表表5-4 災害資訊取得來源次數統計災害資訊取得來源次數統計災害資訊取得來源次數統計災害資訊取得來源次數統計 

變項 次數分配 百分比 變項 次數分配 百分比 

災害資

訊取得 

0-1 個 120 32.3 災害資

訊取得 

電視媒體 266 22.2 

2-3 個 153 41.2 平面媒體 149 12.5 

4-5 個 63 16.9 政府單位 228 19.1 

6-7 個 20 5.3 親朋好友 97 8.1 

8 個以上 16 4.3 網際網路 55 4.5 

學術機構 181 15.1 

自行觀察 188 15.8 

其他 32 2.7 

 

 

圖圖圖圖5-10 災害資訊取得圓餅圖災害資訊取得圓餅圖災害資訊取得圓餅圖災害資訊取得圓餅圖                圖圖圖圖5-11 災害資訊取得長條圖災害資訊取得長條圖災害資訊取得長條圖災害資訊取得長條圖 

 

(二) 防範措施之採取 

在防範措施之採取上，居民主要有個0~1 (43.3%)管道最多，其次為2~3個(34.7%)。

更進一步分析，暫時撤離(23.6%)為居民災時主要採取的防災措施，其次為儲備防災

物品(19.0%)和對疏散避難規劃的認識(18.2%)(表5-5；圖5-12至圖5-14)。而災時最少

採取的防範措施為參與防救災訓練(6.9%)，可能原因為本研究區居民多以務農為主，

在繁忙的農事下，較少參與相關的防救災訓練。至於不採取的原因，多數受訪者認為

有影響自身安全再行動(50.2%)，39.8%的受訪者則是認為颱風影響不大，無須採取任

何行動。 

0-1個

33%

2-3個

41%

4-5個

17%

6-7個

5%

8個以上

4%

災害資訊取得災害資訊取得災害資訊取得災害資訊取得

22.2

12.5

19.1

8.1

4.5

15.1

15.8

2.7

電視媒體

平面媒體

政府單位

親朋好友

網際網路

學術機構

自行觀察

其他

災害資訊取得災害資訊取得災害資訊取得災害資訊取得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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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5-5 採取災時防範措施之次數統計採取災時防範措施之次數統計採取災時防範措施之次數統計採取災時防範措施之次數統計 

變項 次數

分配 

百分比 變項 次數

分配 

百分比 

採取

防範

措施 

0-1 個 161 43.3 採取

防範

措施 

暫時撤離 244 23.6 

2-3 個 129 34.7 簡易雨量筒的使用 94 9.1 

4-5 個 45 12.1 對疏散避難規劃的

認識 

188 18.2 

6-7 個 27 7.3 自家居住環境安全

檢核 

103 10.0 

8 個以上 10 2.6 儲備防災物品 197 19.0 

參與防救災訓練 72 6.9 

對村內防救災組織

的認識 

104 10.0 

其他 33 3.2 

未採

取防

範的

原因 

颱風影響不大 34 39.8  

有影響自身安

全再行動 

43 50.2 

聽天由命 8 8.9 

其他 1 1.1 

 

 

圖圖圖圖5-12 採取防範措施圓餅圖採取防範措施圓餅圖採取防範措施圓餅圖採取防範措施圓餅圖           圖圖圖圖5-13 採取防範措施長條圖採取防範措施長條圖採取防範措施長條圖採取防範措施長條圖 

0-1個

43%

2-3個

35%

4-5個

12%

6-7個

7%

8個以上

3%

採取防範措施採取防範措施採取防範措施採取防範措施

23.6
9.1

18.2
10

19
6.9

10
3.2

暫時撤離

對疏散避難規劃的認識

儲備防災物品

對村內防救災組織的認識

採取防範措施採取防範措施採取防範措施採取防範措施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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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5-14 未採取防範措施長條圖未採取防範措施長條圖未採取防範措施長條圖未採取防範措施長條圖 

三、災後調適能力 

(一)尋求協助的能力 

在尋求協助的能力上，居民主要有2個(40.6%)管道最多，其次為0~1個(34.1%)。

其中，尤以親友鄰居所佔比例最高(32.8%)，其次則為警消人員(29.5%)或村里長 

(23.7%)(表5-6；圖5-15至圖5-16)。而尋求協助最低者，為慈濟等民間宗教團體(3.6%)，

可能原因為當地居民認為宗教團體通常僅有在災情相當嚴重時才會出現在災區協助

災民重建，故尋求宗教團體的幫助並不多見。 

 
表表表表5-6 尋求協助對象次數統計表尋求協助對象次數統計表尋求協助對象次數統計表尋求協助對象次數統計表 

變項 次數

分配 

百分比 變項 次數

分配 

百分比 

尋求協助

的對象之

鄰近清友 

0-1 個 127 34.1 尋求協助

的對象 

親友鄰居 228 32.8 

2 個 151 40.6 村里長 165 23.7 

3 個 72 19.4 警消人員 205 29.5 

4 個 18 4.8 其他政府單位人

員 

72 10.4 

5 個以上 4 1.1 慈濟等民間宗教

團體 

25 3.6 

 

39.8

50.2

8.9

1.1

颱風影響不大

有影響自身安全再行動

聽天由命

其他

未採取未採取未採取未採取防範防範防範防範的原因的原因的原因的原因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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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5-15 尋求協助的對象圓餅圖尋求協助的對象圓餅圖尋求協助的對象圓餅圖尋求協助的對象圓餅圖               圖圖圖圖5-16 尋求協助的對象長條圖尋求協助的對象長條圖尋求協助的對象長條圖尋求協助的對象長條圖 

 

(二) 災後調適行為 

在災後調適行為上，居民主要有0~1個(45.4%)採取措施最多，其次為2~3個(41.2%)。

其中，尤以要求地方政府單位改善或興建防洪工程所佔比例最高(23.1%)，其次則為

向政府請求賠償(16.5%)或土地利用的改變(14.6%)(表5-7；圖5-17至圖5-19)。而採取調適

措施最低者，為購買颱風土石流保險(1.7%)，顯示受訪者於災後的調適行為上多傾向由

政府負責解決問題(見表4.11)。至於不採取的原因，多數受訪者認為有颱風影響不大，

無須採取任何行動(44.2%)，41.7%的受訪者則是認為影響自身安全再行動。 

 
表表表表5-7 採取災後調適措施次數統計採取災後調適措施次數統計採取災後調適措施次數統計採取災後調適措施次數統計 

變項 次數

分配 

百分

比 

變項 次數

分配 

百分

比 

採取

調適

措施 

0-1 個 169 45.4 採取

調適

措施 

遷村重建 43 4.9 

2-3 個 153 41.2 原居地重建 92 10.7 

4-5 個 37 9.9 要求地方政府單位改

善或興建防洪工程 

199 23.1 

6-7 個 10 2.7 向政府請求賠償 142 16.5 

8 個以上 3 0.8 購買颱風土石流保險 14 1.7 

加入社區防救災組織 113 13.0 

土地利用的改變 126 14.6 

政府輔導產業轉型或

復甦 

113 13.1 

其他 21 2.4 

未採

取調

颱風影響不大 41 44.2  

有影響自身安 39 41.7 

0-1個

34%

2個

41%

3個

19%

4個

5%

5個以上

1%

尋求協助的對象尋求協助的對象尋求協助的對象尋求協助的對象

32.8

23.7

29.5

10.4

3.6

親友鄰居

村里長

警消人員

其他政府單位人員

慈濟等民間宗教團體

尋求尋求尋求尋求協助協助協助協助的對象的對象的對象的對象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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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的

原因 

全再行動 

聽天由命 9 9.5 

其他 4 4.6 

 

 

圖圖圖圖5-17 採取調適措施圓餅圖採取調適措施圓餅圖採取調適措施圓餅圖採取調適措施圓餅圖               圖圖圖圖5-18 採取調適措施長條圖採取調適措施長條圖採取調適措施長條圖採取調適措施長條圖 

 

 
圖圖圖圖5-19 未採取調適措施長條圖未採取調適措施長條圖未採取調適措施長條圖未採取調適措施長條圖 

 

5-2-2社區問卷分析社區問卷分析社區問卷分析社區問卷分析 

(一)防救災資源與組織 

在準備避難物質方面，水里鄉除了鉅工村以外，其餘皆有準備避難物資(90.9%)。

在準備救災裝備方面，上安村、民和村、玉峰村、郡坑村、新城村及鉅工村皆有準備

救災裝備(54.5%)。在組織社區救援隊上，除了車埕村、頂崁村、新山村及新興村以

外，其餘皆有組織社區救援隊(63.6%)(表 5-8)。 

 

 

0-1個

45%

2-3個

41%

4-5個

10%

6-7個

3%

8個以上

1%

採取調適措施採取調適措施採取調適措施採取調適措施

4.9

10.7

23.1

16.5

1.7

13

14.6

13.1

2.4

遷村重建

原居地重建

要求地方政府單位改善或…

向政府請求賠償

購買颱風土石流保險

加入社區防救災組織

土地利用的改變

政府輔導產業轉型或復甦

其他

採取調適措施採取調適措施採取調適措施採取調適措施

百分比

44.2

41.7

9.5

4.6

颱風影響不大

有影響自身安全再行動

聽天由命

其他

未採取調適的原因未採取調適的原因未採取調適的原因未採取調適的原因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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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5-8 社區防救災資源與組織之次數統計社區防救災資源與組織之次數統計社區防救災資源與組織之次數統計社區防救災資源與組織之次數統計 

變項 次數分配 百分比 

是否準備避

難物質 

有 10 90.9 

無 1 9.1 

是否準備救

災裝備 

有 6 54.5 

無 5 45.5 

是否組織社

區救援隊 

有 7 63.6 

無 4 36.4 

 

(二)防災演練 

在舉辦防災演練方面，除了車埕村、新山村及新興村以外，其餘皆舉辦過防災演

練(72.7%)(表5-9)。在規劃疏散避難路線上，研究區內的所有村皆有規劃疏散避難路

線。 

表表表表5-9 社區防災演練之次數統計社區防災演練之次數統計社區防災演練之次數統計社區防災演練之次數統計 
變項 次數分配 百分比 

是否有舉辦過防

災演練 

有 8 72.7 

無 3 27.3 

是否有規劃疏散

避難路線(場所) 

有 11 100 

無 0 0 

 

(三)通報系統 

在準備通訊設備方面，上安村、民和村、玉峰村、新城村及興隆村皆有準備通訊

設備(45.5%)。在準備預警系統方面，除了上安村及郡坑村以外，皆有準備預警系統

(81.9%)(表5-10)。 

表表表表 5-10 社區通報系統之次數統計社區通報系統之次數統計社區通報系統之次數統計社區通報系統之次數統計 
變項 次數分配 百分比 

是否準備通訊設備（無線電或衛

星電話） 

有 5 45.5 

無 6 54.5 

是否準備預警系統（社區雨量筒

觀測或即時監測系統） 

有 2 18.1 

無 9 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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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指標評估之結果指標評估之結果指標評估之結果指標評估之結果 

本節以第四章擬定之評估指標架構，依暴露與敏感性、社區防災能力、居民調適

能力等三項評估層面進行水里鄉的實證分析，以分析土石流災害下，各村社會脆弱性

的特質與程度。 

一、暴露與敏感性之評估層面 

水里鄉各村暴露與敏感性之評估值即可表示地區受到災害衝擊的可能性與損傷

程度，其評估值越高越表示可能受到災害衝擊造成的損傷越大。綜合「人口」、「社

會」及「經濟」三大評估項目，水里鄉暴露與敏感性評估結果為新山村(0.330)，其次

為興隆村(0.287)、民和村(0.276)、玉峰村(0.259)與頂崁村(0.242)等均為暴露與敏感性

高的地區(表5-11至表5-12、圖5-20)。以下分別檢視各村里暴露與敏感性於土石流災

害的程度： 

 

表表表表5-11 水里鄉暴露與敏感性評估表水里鄉暴露與敏感性評估表水里鄉暴露與敏感性評估表水里鄉暴露與敏感性評估表(第第第第三三三三層級層級層級層級) 

第二層級 人口 社會 經濟 

第三層級評

估指標 

保全

人口 

女性

人口 

幼年

人口 

老年

人口 

教育程

度
﹡ 

身心障

礙人口 

獨居老

人人口 

單親

家庭 

中低收

入戶 

就業人

口
﹡ 

上安村 0.049 0.029 0.008 0.023 0.023 0.019 0.013 0.014 0.013 0.027 

民和村 0.037 0.031 0.008 0.028 0.031 0.007 0.014 0.017 0.062 0.041 

玉峰村 0.009 0.030 0.005 0.021 0.025 0.032 0.027 0.027 0.041 0.032 

車埕村 0.007 0.029 0.013 0.027 0.028 0.025 0.009 0.008 0.024 0.033 

郡坑村 0.025 0.029 0.007 0.022 0.031 0.019 0.021 0.019 0.011 0.040 

頂崁村 0.031 0.032 0.015 0.031 0.021 0.016 0.018 0.031 0.019 0.028 

新山村 0.035 0.031 0.013 0.025 0.032 0.041 0.042 0.026 0.047 0.038 

新城村 0.004 0.032 0.009 0.022 0.021 0.013 0.013 0.022 0.009 0.029 

新興村 0.011 0.027 0.009 0.023 0.027 0.027 0.011 0.011 0.015 0.035 

鉅工村 0.002 0.033 0.008 0.021 0.019 0.007 0.009 0.023 0.017 0.025 

興隆村 0.020 0.021 0.010 0.035 0.032 0.041 0.019 0.038 0.035 0.038 

備  註 ﹡
此指標與其他指標呈負相關，其評估值為經過負值轉換後的數值。以教育程度為例，

評估值愈高表示教育程度愈低，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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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5-12 水里鄉暴露與敏感性評估表水里鄉暴露與敏感性評估表水里鄉暴露與敏感性評估表水里鄉暴露與敏感性評估表(第二層級第二層級第二層級第二層級) 

第二層級 人口 社會 經濟 暴露與敏感性 

評估值 排序 評估值 排序 評估值 排序 評估值 排序 

上安村 0.132 4 0.046 8 0.040 10 0.218 8 

民和村 0.135 2 0.038 11 0.103 1 0.276 3 

玉峰村 0.100 8 0.086 3 0.073 3 0.259 4 

車埕村 0.104 7 0.042 9 0.057 5 0.203 7 

郡坑村 0.114 6 0.059 5 0.051 6 0.224 6 

頂崁村 0.130 3 0.065 4 0.047 8 0.242 5 

新山村 0.136 1 0.109 1 0.085 2 0.330 1 

新城村 0.088 10 0.048 7 0.038 11 0.174 10 

新興村 0.097 9 0.049 6 0.050 7 0.196 9 

鉅工村 0.083 11 0.039 10 0.042 9 0.164 11 

興隆村 0.118 5 0.096 2 0.073 3 0.287 2 

 

圖圖圖圖5-20 水里鄉土石流災害暴露與敏感性評估圖水里鄉土石流災害暴露與敏感性評估圖水里鄉土石流災害暴露與敏感性評估圖水里鄉土石流災害暴露與敏感性評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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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口(A1) 

「人口」評估項目表示災害過程中社會較為弱勢的人口，其評估值越高越可能受

到災害衝擊造成的損傷越大。「人口」評估項目由保全人口、女性人口、幼年人口、

老年人口及教育程度等五項評估指標所組成。其中以上安村(0.041)、民和村(0.037)、

新山村(0.035)及頂崁村(0.031)等保全人口最多；女性人口依序為鉅工村(0.033)、新城

村(0.032)、頂崁村(0.032)與新山村(0.031)；幼年人口以頂崁村(0.015)、新山村與車埕

村(0.013)為最多；老年人口則以興隆村(0.035)、頂崁村(0.031)、民和村(0.028)、車埕

村(0.027)與新山村(0.025)為最多；在教育程度上，以新山村、興隆村(0.032)、民和村

及郡坑村(0.031)最低，故其為社會人口中較脆弱的地區，也為災害中較容易受到傷亡

的族群。 

 

(二)社會(A2) 

「社會」評估項目表示社會系統中較為弱勢的族群，其評估值越高越可能受到災

害衝擊造成的損傷越大。「社會」評估項目由身心障礙人口、獨居老人人口及單親家

庭等三項評估指標所組成。其中身心障礙人口以新山村與興隆村(0.041)最高，其次為

玉峰村(0.032)、新興村(0.027)及車埕村(0.025)；獨居老人人口以新山村(0.042)最高，

其次為玉峰村(0.027)及郡坑村(0.021)；單親家庭以興隆村(0.038)最高、依序為頂崁村

(0.031)、玉峰村(0.027)與新山村(0.026)，故其為社會系統中較脆弱的地區，也為災害

中較容易受到傷亡的族群。 

 

(三)經濟(A3)  

「經濟」評估項目表示經濟收入的能力，其評估值越低表示重建復原的能力越高。

「經濟」評估項目由中低收入人口及就業人口等兩項評估指標所組成。其中中低收入

戶以民和村(0.062)、新山村(0.047)、玉峰村(0.041)及興隆村(0.035)最高；就業人口較

低者為民和村(0.041)、郡坑村(0.040)、新山村及興隆村(0.038)。 

 

二、社區防災能力之層面 

水里鄉各村社區防災能力之評估值即可表示社區受災害衝擊時防救災的能力，其

評估值越高越表示可能受到災害衝擊造成的損傷越小。社區防災能力評估值與其他指

標呈負相關，經負值轉換處理後的評估值，其值愈高表示社區防災能力愈低。然排序

則依實際程度而定，名次愈前表示各指標的排名愈前。綜合「防救災資源與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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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演練」及「通報系統」三大評估項目，水里鄉社區防災能力評估結果為上安村

(0.000)最高、其次為民和村、玉峰村及新城村(0.040)等均為社區防災能力較佳的地區

(表5-13至表5-14、圖5-21)。 

 

表表表表5-13 水里鄉社區防災能力評估表水里鄉社區防災能力評估表水里鄉社區防災能力評估表水里鄉社區防災能力評估表(第第第第三三三三層級層級層級層級) 

第二層級 防救災資源與組織 防災演練 通報系統 

第三層級

評估指標 

準備避

難物資 

準備救

災裝備 

組織社區

救援隊 

舉辦防

災演練 

規劃疏散避

難路線 

通訊

設備 

預警

系統 

上安村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民和村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40 

玉峰村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40 

車埕村 0.000 0.032 0.038 0.052 0.000 0.048 0.040 

郡坑村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48 0.000 

頂崁村 0.000 0.032 0.038 0.000 0.000 0.048 0.040 

新山村 0.000 0.032 0.038 0.052 0.000 0.048 0.040 

新城村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40 

新興村 0.000 0.032 0.038 0.052 0.000 0.048 0.040 

鉅工村 0.031 0.000 0.000 0.000 0.000 0.048 0.040 

興隆村 0000 0.032 0.000 0.000 0.000 0.000 0.040 

備  註 社區防災能力與其他指標呈負相關，其評估值為經過負值轉換後的數值。

以準備避難物資為例，評估值愈高表示準備避難物資愈少，反之亦然。 

 

表表表表5-14 水里鄉社區防災能力評估表水里鄉社區防災能力評估表水里鄉社區防災能力評估表水里鄉社區防災能力評估表(第二層級第二層級第二層級第二層級) 

第二層級

評估項目 

防救災資源與組織 防災演練 通報系統 社區防災能力 

評估值 排序﹡ 評估值 排序 評估值 排序 評估值 排序 

上安村 0.000 1 0.000 1 0.000 1 0.000 1 

民和村 0.000 1 0.000 1 0.040 2 0.040 2 

玉峰村 0.000 1 0.000 1 0.040 2 0.040 2 

車埕村 0.070 8 0.052 9 0.088 7 0.210 9 

郡坑村 0.000 1 0.000 1 0.048 6 0.048 5 

頂崁村 0.070 8 0.000 1 0.088 7 0.158 8 

新山村 0.070 8 0.052 9 0.088 7 0.210 9 

新城村 0.000 1 0.000 1 0.040 2 0.040 2 

新興村 0.070 8 0.052 9 0.088 7 0.210 9 

鉅工村 0.000 1 0.000 1 0.088 7 0.088 7 

興隆村 0.032 7 0.000 1 0.040 2 0.072 6 

 備  註 社區防災能力之評估值為經過負值轉換後的數值。但其排序乃依實際多寡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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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而定，呈正相關，名次愈前表示社區防災能力程度愈高。 

 

 

圖圖圖圖5-21 水里鄉土石流災害社區防災能力評估圖水里鄉土石流災害社區防災能力評估圖水里鄉土石流災害社區防災能力評估圖水里鄉土石流災害社區防災能力評估圖 

 

(一)防救災資源與組織(B1)   

「防救災資源與組織」評估項目表示受到災害衝擊可能降低損傷的程度，其評估

值越低越表示受到災害衝擊造成的損傷越少。「防救災資源與組織」評估項目由避難

物資、救災裝備及組織社區救援隊等三項評估指標所組成。在準備避難物資之指標中，

以鉅工村(0.031)較為缺乏；在準備救災裝備之指標中，以車埕村、頂崁村、新山村、

新興村及興隆村(0.032)等較為缺乏；在組織社區救援隊之指標中，則以車埕村、頂崁

村、新山村及新興村(0.038)等較為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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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防災演練(B2)  

「防災演練」評估項目表示受到災害衝擊可能降低損傷的程度，其評估值越低越

表示受到災害衝擊造成的損傷越少。「防災演練」評估項目由舉辦防災演練及規劃疏

散避難路線等兩項評估指標所組成。在舉辦防災演練之指標中，以車埕村、新山村及

新興村(0.052)等較為缺乏。 

 

(三)通報系統(B3)  

「通報系統」評估項目表示受到災害衝擊可能降低損傷的程度，其評估值越低越

表示受到災害衝擊造成的損傷越少。「通報系統」評估項目由通訊設備及預警系統等

兩項評估指標所組成。在通訊設備之指標中，以車埕村、郡坑村、頂崁村、新山村、

新興村及鉅工村(0.048)等較為缺乏；在預警系統之指標中，則除了上安村及郡坑村

(0.000)以外，其餘各村都較為缺乏。 

 

三、居民調適能力之層面 

水里鄉各村居民調適能力之評估值即可表示災害衝擊後居民復原調適的能力，其

評估值越高越表示可能受到災害衝擊造成的損傷越小。居民調適能力評估值與其他指

標呈負相關，經負值轉換處理後的評估值，其值愈高表示居民調適能力愈低。然排序

則依實際程度而定，名次愈前表示各指標的排名愈前。綜合「災害風險識覺」、「災

時應變能力」及「災後調適能力」三大評估項目，水里鄉居民調適能力評估結果為，

上安村(0.1226)、新興村(0.1408)、車埕村(0.1444)、頂崁村(0.1708)及玉峰村(0.2448)

等均為居民調適能力較佳的地區(表5-15至表5-16、圖5-22)。 

 

表表表表5-15 水里鄉居民調適能力評估表水里鄉居民調適能力評估表水里鄉居民調適能力評估表水里鄉居民調適能力評估表(第第第第三三三三層級層級層級層級) 

第二層

級 

災害風險識覺 災時應變能力 災後調適措施 

第三層

級評估

項目 

受災經

驗 

未來受災

機率 

未來受災

損失程度 

災害資訊

的取得 

災時防範

的能力 

尋求協助

的能力 

災時調適

的能力 

上安村 0.016 0.0128 0.0136 0.0208 0.0236 0.0102 0.0256 

民和村 0.016 0.0192 0.0272 0.0520 0.0472 0.0408 0.0640 

玉峰村 0.024 0.0256 0.0272 0.0416 0.0472 0.0408 0.0384 

車埕村 0.040 0.0192 0.0272 0.0104 0.0118 0.0102 0.0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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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坑村 0.024 0.0256 0.0340 0.0312 0.0590 0.0408 0.0640 

頂崁村 0.032 0.0128 0.0136 0.0208 0.0354 0.0306 0.0256 

新山村 0.016 0.0256 0.0340 0.0416 0.0590 0.0510 0.0512 

新城村 0.032 0.0256 0.0272 0.0520 0.0472 0.0306 0.0512 

新興村 0.024 0.0128 0.0136 0.0208 0.0236 0.0204 0.0256 

鉅工村 0.040 0.0320 0.0340 0.0416 0.0472 0.0306 0.0384 

興隆村 0.024 0.0320 0.0340 0.0520 0.0590 0.0510 0.0640 

備  註 居民調適能力與其他指標呈負相關，其評估值為經過負值轉換後的數值。以災害

資訊的取得為例，評估值愈高表示災害資訊的取得愈少，反之亦然。 

 

表表表表5-16 水里鄉居民調適能力評估表水里鄉居民調適能力評估表水里鄉居民調適能力評估表水里鄉居民調適能力評估表(第二層級第二層級第二層級第二層級) 

第二層級

評估項目 

災害風險識覺 災時應變能力 災後調適能力 居民調適能力 

評估值 排序 評估值 排序 評估值 排序 評估值 排序 

上安村 0.0424 1 0.0444 1 0.0358 1 0.1226 1 

民和村 0.0624 4 0.0992 8 0.1048 9 0.2664 8 

玉峰村 0.0768 6 0.0888 5 0.0792 6 0.2448 5 

車埕村 0.0864 9 0.0222 1 0.0358 1 0.1444 3 

郡坑村 0.0836 7 0.0902 7 0.1048 9 0.2786 10 

頂崁村 0.0584 3 0.0562 4 0.0562 4 0.1708 4 

新山村 0.0756 5 0.1006 10 0.1022 8 0.2784 9 

新城村 0.0848 8 0.0992 8 0.0818 7 0.2658 7 

新興村 0.0504 2 0.0444 3 0.0460 3 0.1408 2 

鉅工村 0.1060 11 0.0888 5 0.0690 5 0.2638 6 

興隆村 0.0900 10 0.1110 11 0.1150 11 0.3160 11 

 備  註 居民調適能力之評估值為經過負值轉換後的數值。但其排序乃依實際多寡程

度而定，呈正相關，名次愈前表示居民調適能力程度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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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5-22 水里鄉土石流災害居民調適能力評估圖水里鄉土石流災害居民調適能力評估圖水里鄉土石流災害居民調適能力評估圖水里鄉土石流災害居民調適能力評估圖 

 

(一)災害風險識覺(C1)  

「災害風險識覺」評估項目表示地區在災害衝擊後居民復原調適的能力，其評估

值越高越表示可能受到災害衝擊造成的損傷越小。「災害風險識覺」評估項目由受災

經驗、未來受災機率及未來受災損失程度等三項評估指標所組成。在受災經驗上，上

安村、民和村及新山村(0.016)等，居民的受災經驗較高；在未來受災機率上，上安村、

頂崁村及新興村(0.0128)等，居民以為未來受災機率較高；在未來受災損失程度上，

上安村、頂崁村及新興村(0.0136)等，居民以為未來受災損失程度較高。 

 

(二)災時應變能力(C2)  



 

 120

「災時應變能力」評估項目表示地區在災害衝擊後居民復原調適的能力，其評估

值越高越表示可能受到災害衝擊造成的損傷越小。「災時應變能力」評估項目由災害

資訊的取得及採取防範措施等兩項評估指標所組成。對於災害資訊的取得，車埕村

(0.0104)、上安村、頂崁村及新興村(0.0208)等居民取得災害資訊的管道較多；在災時

防範的能力上，車埕村(0.0118)、上安村、新興村(0.0236)及頂崁村(0.0354)等居民在

災時採取防範措施的方法較多。 

 

(三)災後調適能力(C3)  

「災後調適能力」評估項目表示地區在災害衝擊後居民復原調適的能力，其評估

值越高越表示可能受到災害衝擊造成的損傷越小。「災後調適能力」評估項目由尋求

協助的能力及採取調適措施的能力等兩項評估指標所組成。在尋求協助的能力上，上

安村、車埕村(0.0102)及新興村(0.0204)等居民在尋求協助的管道較多；在災後調適的

能力上，上安村、車埕村、頂崁村及新興村(0.0256)等居民在災後調適的方法較多。 

 

四、整體社會脆弱性之評估 

整合前三項評估層面之評估值，本段落將加以評估水里鄉各村之社會脆弱性(表

5-17；圖5-23至圖5-24)。整體的社會脆弱性評估內涵包含前述三項評估層面，「暴露

與敏感性」指評估地區受到災害衝擊的可能性；「社區防災能力」指評估社區受到災

害衝擊時防救災的能力；「居民調適能力」指評估災害衝擊後居民復原調適的能力。

整體而言，社會脆弱性較高地區包括新山村(0.8184)、興隆村(0.6750)及民和村(0.5824)

等，除了暴露於土石流的危害較高外，弱勢族群的比重較多，且社區的防災能力不足，

居民調適能力偏低，故為最容易受災的地區；而社會脆弱性較低地區包括上安村

(0.3406)、新城村(0.4798)及鉅工村(0.5158)等，除了暴露於土石流的危害較低外，弱

勢族群的比重較低，且社區擁有較高的防災能力，居民的調適能力較佳，故為社會脆

弱性較低的地區。本研究就水里鄉脆弱性最高與最低的各村進行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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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5-17 水里鄉社會脆弱性評估表水里鄉社會脆弱性評估表水里鄉社會脆弱性評估表水里鄉社會脆弱性評估表 

第一層級

評估層面 

暴露與敏感性 社區防災能力﹡ 居民調適能力﹡ 脆弱性 

評估值 排序 評估值 排序 評估值 排序 評估值 排序 

上安村 0.218 8 0.000 1 0.1226 1 0.3406 11 

民和村 0.276 3 0.040 2 0.2664 8 0.5824 3 

玉峰村 0.259 4 0.040 2 0.2448 5 0.5438 8 

車埕村 0.203 7 0.210 9 0.1444 3 0.5574 5 

郡坑村 0.224 6 0.048 5 0.2786 10 0.5506 6 

頂崁村 0.242 5 0.158 8 0.1708 4 0.5708 4 

新山村 0.330 1 0.210 9 0.2784 9 0.8184 1 

新城村 0.174 10 0.040 2 0.2658 7 0.4798 10 

新興村 0.196 9 0.210 9 0.1408 2 0.5468 7 

鉅工村 0.164 11 0.088 7 0.2638 6 0.5158 9 

興隆村 0.287 2 0.072 6 0.3160 11 0.6750 2 

 備  註 ﹡社區防災能力及居民調適能力之評估值為經過負值轉換後的數值。但其排序乃

依實際多寡程度而定，呈正相關，名次愈前表示社區防災能力及居民調適能力

程度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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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5-23 水里鄉土石流災害社會脆弱性評估圖水里鄉土石流災害社會脆弱性評估圖水里鄉土石流災害社會脆弱性評估圖水里鄉土石流災害社會脆弱性評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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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5-24 水里鄉土石流災害社會脆弱性各評估層面圖水里鄉土石流災害社會脆弱性各評估層面圖水里鄉土石流災害社會脆弱性各評估層面圖水里鄉土石流災害社會脆弱性各評估層面圖 

 

一、社會脆弱性高的村： 

(一) 新山村(排名1)： 

水里鄉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指數最高為新山村(0.8184)。該村總人口數為 

436 人，土地面積為373 公頃，位於水里鄉中南部山區。檢視其社會脆弱性因子得知，

其暴露與敏感性(0.330)排序為全鄉最高，境內弱勢人口比例較高，包括保全人口

(0.035)、女性人口(0.031)、幼年(0.013)及老人人口(0.025)、教育程度低(0.032)、身心

障礙者(0.041)、獨居老人(0.042)、中低收入戶(0.047)等，故暴露於較高的災害風險中；

又其社區的防災能力為並非全鄉最高，因缺乏準備救災裝備(0.032)及通報系統(0.040)

等；而居民的調適能力(0.2784)方面，因災害風險識覺(0.0756)、災時應變能力(0.1006)

及災後調適能力(0.1022)等較低，欠缺復原重建的能力，故整體社會脆弱性為全鄉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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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此外，由2004年敏督利颱風及2009年莫拉克颱風進行驗證，新山村皆為水里鄉境

內災情最為慘重的地區，可看出與本研究所提出的指標評估架構是相符合的。 

 

 
△△△△2009年莫拉克颱風造成新山村壽山橋附近溪流淘空十餘戶民宅的情形年莫拉克颱風造成新山村壽山橋附近溪流淘空十餘戶民宅的情形年莫拉克颱風造成新山村壽山橋附近溪流淘空十餘戶民宅的情形年莫拉克颱風造成新山村壽山橋附近溪流淘空十餘戶民宅的情形    

 

(二) 興隆村(排名2)： 

水里鄉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指數第二高為興隆村(0.6750)。該村總人口數為 

379 人，土地面積 1399 公頃，位於水里鄉中南部山區。檢視其社會脆弱性因子得知，

其暴露與敏感性(0.287)排序為全鄉第二高，乃因境內弱勢人口比例較高，包括保全人

口(0.020)、女性人口(0.021)、幼年(0.010)及老人人口(0.035)、教育程度低(0.032)、身

心障礙者(0.041)、獨居老人(0.019)、中低收入戶(0.035)等，故暴露於較高的災害風險

中；又其社區的防災能力(0.072)較低，因缺乏準備救災裝備(0.032)及通報系統(0.040)

等；而居民的調適能力(0.3160)方面，因災害風險識覺(0.0900)、災時應變能力(0.1110)

及災後調適能力(0.1150)等較低，欠缺復原重建的能力，故整體社會脆弱性為全鄉第

二高。 

  
△△△△左圖為興隆村境內陳有蘭溪支流巨石堆積於河床左圖為興隆村境內陳有蘭溪支流巨石堆積於河床左圖為興隆村境內陳有蘭溪支流巨石堆積於河床左圖為興隆村境內陳有蘭溪支流巨石堆積於河床，，，，右圖為右圖為右圖為右圖為境內民宅緊鄰溪流兩側的情形境內民宅緊鄰溪流兩側的情形境內民宅緊鄰溪流兩側的情形境內民宅緊鄰溪流兩側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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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民和村(排名3)： 

水里鄉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指數第三高為民和村(0.5824)。該村人口總數為 

1179 人，面積1624 公頃，位於水里鄉東部山區。檢視其社會脆弱性因子得知，其暴

露與敏感性(0.276)排序為全鄉第三高，乃因境內弱勢人口比例較高，包括保全人口

(0.037)、女性人口(0.031)、幼年(0.008)及老人人口(0.028)、教育程度低(0.031)、身心

障礙者(0.007)、獨居老人(0.014)、中低收入戶(0.062)等，故暴露於較高的災害風險中；

其社區的防災能力(0.040)，乃因缺乏通報系統(0.040)；而居民的調適能力(0.2644)方

面，因災害風險識覺(0.0624)、災時應變能力(0.0992)及災後調適能力(0.1048)等較低，

欠缺復原重建的能力，故整體社會脆弱性為全鄉第三高。 

針對以上社會脆弱性較高的村，建議相關政府單位可以推動防災社區、防災演練

及防災教育宣導的方式，並多鼓勵居民組織參與學習防災的公共事務，凝聚社區的向

心力，協助社區居民掌握自家環境特性，以瞭解社區在防救災上的問題，並配合建立

防救災資源與組織、保險補助與通報系統等措施，提升地區自身承受災害衝擊的條件，

以降低土石流災害對社會的衝擊。 

 

二、社會脆弱性低之村里： 

(一) 上安村(排名11)： 

水里鄉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指數最低為上安村(0.3406)。該村人口總數為

1409 人，面積822 公頃，位於水里鄉南部山區。檢視其社會脆弱性因子得知，其暴

露與敏感性(0.218)較低，因境內弱勢人口比例較低，包括保全人口(0.041)、女性人口

(0.029)、幼年(0.008)及老人人口(0.023)、教育程度低(0.023)等，故暴露於較低的災害

風險中；但因其社區的防災能力(0.000)較高，包括防救災資源與組織、防災演練及通

報系統(0.000)等皆為全鄉之冠；且居民的調適能力(0.1226)亦為全鄉最高，包括災害

風險識覺(0.0424)、災時應變能力(0.0444)及災後調適能力(0.0358)等較高，具有較高

復原重建的能力，故整體社會脆弱性為全鄉最低。 

(二) 新城村(排名10)： 

水里鄉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指數次低為新城村(0.4798)。該村人口總數為866 

人，面積1173 公頃，位於水里鄉中北部山區。檢視其社會脆弱性因子得知，其暴露

與敏感性(0.174)較低，因境內弱勢人口比例較低，包括保全人口(0.004)、女性人口

(0.032)、幼年(0.009)及老人人口(0.022)、教育程度低(0.021)等，故暴露於較高的災害

風險中；但因其社區的防災能力(0.040)較高，包括防救災資源與組織(0.000)、防災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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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0.000)及通報系統(0.040)等較高；且居民的調適能力(0.2658)為全鄉中等，包括災

害風險識覺(0.0848)、災時應變能力(0.0992)及災後調適能力(0.0818)等較高，具有較

高復原重建的能力，故整體社會脆弱性為全鄉較低。 

(三)鉅工村(排名9)： 

水里鄉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指數次低為鉅工村(0.5158)。該村人口總數為

1277 人，面積277 公頃，位於水里鄉市中心區。檢視其社會脆弱性因子得知，其暴

露與敏感性(0.164)最低，因境內弱勢人口比例較低，包括保全人口(0.002)、女性人口

(0.033)、幼年(0.008)及老人人口(0.021)、教育程度低(0.019)等，故暴露於較高的災害

風險中；但因其社區的防災能力(0.088)中等，包括防救災資源與組織及防災演練(0.000)

較高，通報系統(0.088)等數值較低；但居民的調適能力(0.2638)方面，包括災害風險

識覺(0.1060)、災時應變能力(0.0888)及災後調適能力(0.1150)等數值居全鄉之中，故

整體社會脆弱性為全鄉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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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上安社區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上安社區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上安社區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上安社區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 

本章主要以質性研究探討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以瞭解居民受到生計資產、

限制和外部影響下，將如何經驗、回應和處理環境變動。又目前國際社會脆弱性研究

最為重視的焦點為災害的在地調適，故經由前述指標評估後，選擇水里鄉社會脆弱性

最低，也是社區防災能力及居民調適能力較高的上安村為個案研究，內容主要聚焦於

農業活動的社會與經濟之生計變動，並試圖回答下列問題：誰或什麼 (what) 是脆弱

的？什麼壓力源造成脆弱性存在？脆弱性如何表現出來？本章首先探討土石流災害

如何影響上安社區居民，以瞭解社區的暴露-敏感性。再者，描述上安社區如何回應

與調適災害，並分析影響社區調適能力的因素。最後，進一步提出上安社區經由生計

改變後可能產生新的脆弱性問題。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上安社區上安社區上安社區上安社區15介紹介紹介紹介紹 

6-1-1  環境條件環境條件環境條件環境條件 

上安社區位於南投縣水里鄉最南端的上安村，南以郡坑溪與信義鄉為界，北接郡

坑村、新山村等(圖6-1)。位處西巒大山西北側，境內地形高度分佈約在海拔420公尺

至1,200公尺之間，陳有蘭溪平原為低點，大坪頂區為高點，海拔高低差距大(圖6-2)。

山勢走向主要呈南北向，坡向以西向坡為主，境內大多為山坡地，面積較大平地為陳

有蘭溪沖積平原，陳有蘭溪在西側由南向北流，於水里附近注入濁水溪。社區內主要

溪谷為三廍坑溪，其集水區面積為356.6公頃，由東向西流經社區注入陳有蘭溪，主

河川長度約5,120公尺（含主、支流），主流長度約3,600公尺（台21線上安橋以上約2,660

公尺）。 

地質地形上，社區內的三廍坑溪沿溪兩岸多為崩積土及岩屑，經風化或雨蝕崩落

於山谷中，堆積疏鬆且穩定性欠佳。陳有蘭溪溪谷主要為沖積土，多發育於河灘地，

於溝谷處形成扇形沖積地。東側山地之表土下多為石質土，主要為基岩高度風化而成，

為未成熟之土壤，含石量多，滲透性佳。 

村內主要道路為台21線 (新中橫公路) 86. 5公里~ 89. 5公里之間，沿著陳有蘭溪

右岸河階地串連南北交通。住戶以台21線兩側約100公尺以內為主要分布區，並由北

向南漸稀。 

  

                                                 
15上安村境內僅有上安社區發展協會，且目前上安村的活動及發展主要由社區發展協會來推動，故本

研究以「上安社區」的概念進行後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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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6-1 上安社區位置圖上安社區位置圖上安社區位置圖上安社區位置圖 

 

 

 

 

 

 

 

 

 

 

 

 

圖圖圖圖6-2  三廍坑溪集水區坡度圖三廍坑溪集水區坡度圖三廍坑溪集水區坡度圖三廍坑溪集水區坡度圖 

 

6-1-2  人文發展人文發展人文發展人文發展 

上安村於日據時代舊稱「頂郡坑」，水里鄉設鄉後改稱上安，取其「上選之地，

安心富足」之意。1931年上安村移入來自台中縣東勢地區的客家族群，於北端的郡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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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開墾，其後來自彰化縣員林及田中一帶的閩南族群陸續移入，遂形成村內兩大族

群共同居住，人口數大約各佔一半。早期以砍伐樟樹經營樟腦業，或開墾陳有蘭溪沿

岸沖積平原為主。土地利用則配合當時執政者的政策，在日本人統治時期，社區內大

量種植甘蔗並設置糖廠，三廍即為當時的「糖廍」。至國民政府播遷來台，為配合政

府第一階段的進口替代政策，除了種植稻米外，大量種植出口農作，其中以香蕉為大

宗，香蕉外銷極盛時期農民所得大幅改善。 

1960年代種植青梅外銷日本，至1986年始轉型內銷經營型態，並在農政單位的輔

導之下，於1990年代推出地區品牌農特產品-天山梅。此外，1980年代部分梅園轉作

茶樹，並於1990年代推出地區品牌農特產品-勝峰茶 (林銘昌和林士彥，2004；方珍

玲2006)。1980年代末期之後，隨著農產品價格逐年下滑，大片的果園逐漸被檳榔所

取代，直至近年檳榔價格下滑，各種高經濟價值的果樹才又紛紛出現，故境內的土地

利用由原始的闊葉林逐漸轉為檳榔，茶園及果園，尤其中、下游地區多已被開發(圖

6-3、6-4)。目前社區90%以上居民16以務農維生，以梅、茶及葡萄為社區三大產業，

各類低海拔山地蔬果亦有零星耕作，並有各種蔬果產銷班隊17輔導農作與產銷。 

 

 

 

 

 

 

 

 

 

 

 

 

圖圖圖圖6-3 三廍坑溪集水區土地利用現況圖三廍坑溪集水區土地利用現況圖三廍坑溪集水區土地利用現況圖三廍坑溪集水區土地利用現況圖 

 

 

 

                                                 
16 目前上安村設籍總人口數約為 1,600 餘人，但社區青年大多在外求學或就業，故實際常住人口低於

1,000 人 (水里鄉戶政事務所網站)。 
17 社區內計有 2 個青梅產銷班，2 個蔬菜產銷班，茶葉、水蜜桃、葡萄產銷班各 1 個。在觀光果園組

織方面，目前有葡萄及綜合觀光果園等 2 個產銷班，同時為轉型發展社區觀光休閒活動，於 92 年成

立槑休閒農業發展協會。 



 

 130

三廍坑溪土地利用(公頃)

旱田

闊葉林

竹林
建築區

檳榔

茶園

果園

崩塌地
河流

道路 荒地
雞豬舍菇寮草生地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180

200

土地利用類別

旱田

闊葉林

竹林

建築區

檳榔

茶園

果園

草生地

崩塌地

河流

道路

荒地

雞豬舍菇寮

 

 

 

 

 

 

 

 

 

 

 

 
圖圖圖圖 6-4三廍坑溪集水區土地利用類別圖三廍坑溪集水區土地利用類別圖三廍坑溪集水區土地利用類別圖三廍坑溪集水區土地利用類別圖 

 

 

 

 

 

 

 

 

 

 

 

 

 

 

 

 

 

 



 

 131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變動的暴露變動的暴露變動的暴露變動的暴露-敏感性敏感性敏感性敏感性 

災害不只是直接影響居民的生命與財產安全，也同時激起社會與經濟波動，影響

到其他連帶的社會系統，諸如農業、觀光業或工程發包等生計。上安社區的暴露-敏

感性主要來自於農業活動的風險，故本文聚焦於社會脆弱性，特別是直接或間接與農

業活動或與土地依賴有關者。 

 

6-2-1  自然的暴露自然的暴露自然的暴露自然的暴露-敏感性敏感性敏感性敏感性 

一、脆弱的地質地形 

三廍坑溪集水區主要涵蓋上安社區。該集水區形狀係數18為 0.36，已相當接近危

險溪流，介於高度危險與中度危險之間。在平均溪床坡度19方面，該集水區雖然大於

200公頃，整個集水區平均坡度為 12％，但上游溪床坡度則介於 15~19％，易造成許

多崩塌地的發生。且該集水區地質脆弱，緊鄰陳有蘭溪斷層通過，使表層土質鬆軟而

易沖蝕，故容易發生土石沖刷與河道淤積。由 1999年 921大地震後的崩塌地（圖 6-5）

可發現，大地震後造成該集水區共 10.23 公頃的崩塌地，佔該集水區 356.6 公頃的

2.86%，2001年桃芝颱風後所造成崩塌地為 26.8公頃，佔該集水區 7.5%，產生更多

的崩塌地（圖 6-6）。綜合上述，該集水區在土石流生成條件上，不論在坡度、形狀係

數與多崩塌的溪流狀況，均是容易造成土石流發生的因子。 

 

二、極端的降雨量 

研究指出過大的暴雨是造成土石流災害發生的誘因，故本研究以 1996年賀伯颱

風及 2001 年桃芝颱風為例。在賀伯颱風侵襲期間，於龍神橋雨量站20發生的最大日

雨量為 339mm，最大時雨量為 54mm。上安社區之三安橋下游至上安橋間因有整流工

程保護，使多數礫石於上安橋附近堆積，故未對下游地區的居民造成直接威脅(陳紫

娥，1997)，但三廍坑溪中上游地區仍有部分公共設施受損。而桃芝颱風挾帶極端暴

雨，於龍神橋雨量站最大日雨量為 478mm、最大時雨量為 130mm。當時高達三、四

層樓的土石流沿著三廍坑溪直流而下，相關工程雖發揮部份攔阻效果，但仍無法抵擋

土石流的破壞，造成上安社區死亡失蹤人口高達 17人，田園流失 80餘甲，房屋全倒

                                                 
18 形狀係數指集水區面積/主要河川長度。根據詹錢登（2000）分析得知，當溪流集水區形狀係數小於

0.35時，屬於高度危險溪流，介於 0.35~0.7之間為中度危險溪流，而大於 0.7時則為低度危險溪流。 
19 根據王ㄧ琮（1992）指出：「溪床坡度」介於 15~30度之間的溪流及「集水區面積」介於 50~200公

頃的集水區，最容易發生土石流。 
20 為最靠近上安村的雨量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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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戶、半倒 29戶。因此，賀伯颱風及桃芝颱風所帶來的強大降雨量，是該集水區發

生土石流災害的最主要誘因。 

 

 

 

 

 

 

 

 

 

 

 

 

 

 

 

圖圖圖圖6-5 1999年年年年921後所產生之崩塌地後所產生之崩塌地後所產生之崩塌地後所產生之崩塌地 

 

 

 

 

 

 

 

 

 

 

 

 

 

 

 

 

圖圖圖圖6-6 2001年後所產生之崩塌地年後所產生之崩塌地年後所產生之崩塌地年後所產生之崩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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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由於該集水區山地地形條件特殊、地質環境破碎及921地震後造成地

質鬆軟，山坡地維護不易。再加上颱風季節暴雨集中等氣象不利條件，故每逢颱風豪

雨季節，在強大雨水沖刷下，常常出現土石流災害。 

 

6-2-2  土石流災害經驗土石流災害經驗土石流災害經驗土石流災害經驗 

在上安社區，最常聽到居民說的一句話就是「五年三災！21」。1996年賀伯颱風

來襲，造成上安社區北側的二廍坑溪口土石流災害嚴重，台21線外側14間民房大量土

石沖毀，而南側郡坑溪則挾帶大量土石，在注入陳有蘭溪附近毀壞堤防，摧毀農田數

十甲。2001年的桃芝颱風，日雨量雖不及賀伯颱風的三分之一，卻導致當時台灣歷年

來最嚴重的傷亡記錄22，發生當時上安社區對外交通及通訊中斷，社區內被切割成四

座「孤島」，三廍坑溪的土石流奪走了17條生命，並造成大批建築物及財物的損失。

當時的村長回憶著說「…土石流傾瀉而下，原本不到10公尺寬的溪水河道，卻堆滿土

石超過100公尺寬。…沖到公路(台21線)時就往兩側擴散大約500公尺寬，沖毀了50餘

戶屋子、80多甲田園流失…」、「當時情況非常危急！我一家家通知民眾緊急避難，有

人一出家門不到五分鐘，就眼睜睜看著自己家崩落到陳有蘭溪中，當場幾乎嚇傻！」

(B2)23。陳紫娥(1997)認為，此次三廍坑溪的土石流會如此嚴重，是因賀伯颱風阻塞

在上游的土石，增加成為此次土石流之材料所導致的結果。 

某位上安社區居民回想桃芝颱風來襲的情況，「有聽到電視和大家在說，可是天

氣一直都沒變，當然就沒有人想走…到了晚上也都沒有雨，直到半夜才開始有雨…剛

開始起來看時溪裡都沒有水，等到大家大叫時，就已經做大水了…」(A6)24。半夜幾

個小時內降下的幾百公釐25，居民形容「驚死人！水像是從臉盆倒出來一樣」(A6)。

當地警察敘述「半夜開始停電，我們出來巡邏三廍坑溪…走到靠近三廍坑溪的小路上，

已經看到土石流往下了，想通知也來不及！」、「醒來時，山溝潰堤，水整個淹進來，

淹了 50 公分高，有一棟房子被土石流整個塞滿」(A3)26。一位住在 6鄰躲在家中頂樓

的居民形容：「回頭一看，大排水溝的水就像水泥攪拌機般渾濁，滾滾大水甚至淹沒

了河道旁的住屋。」、「水根本沒在河道裡面走，馬路都像河道一樣，房子一下子就被

                                                 
21 指 1996 年賀伯颱風、1999 年 921 地震、2001 年桃芝颱風。 
22 賀伯颱風日雨量 1,479 mm，桃芝颱風日雨量不及 500 mm (中央氣象局網站，2009)。 
23 受訪者：男，57 歲，公務。 
24 受訪者：男，52 歲，務農。 
25 桃芝風災當日南投水里地區至凌晨兩點累積的雨量約為 30-40 mm，至早上八點累積雨量已達

200-300 mm，至下午兩點累積雨量約為 300 mm 左右 (中央氣象局網站，2009)。 
26 受訪者：男，56 歲，務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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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沒了，不用一分鐘！要逃跑只能沿著屋頂 (屋脊) 走…」(A2)27。 

曾受困於大水中的居民說，「誰會想到土石流會這麼可怕，家當都在這裡，怎麼

捨得跑」(A8)28，「賀伯時這裡沒那麼大…想說有堤防就應該安全，結果連根拔起，和

橋一起流掉了…」(A1)29。居民由自己過往的經驗來面對周遭的環境，降低了災害的

警戒意識，而當災害真正發生時，居民對原本環境安全的認知逐漸瓦解，使得原本當

地人認為的「上安村，尚安全」，現在卻變成「惡山惡水」(A6)。面對脆弱的土地，

變動的氣候狀態，傳統上居民對土石流災害的認知，已無法應付未來更多的災害。 

 

  

△△△△桃芝颱風時上安社區土石流災害景況桃芝颱風時上安社區土石流災害景況桃芝颱風時上安社區土石流災害景況桃芝颱風時上安社區土石流災害景況 

  

△△△△桃芝颱風時上安社區土石流災害景況桃芝颱風時上安社區土石流災害景況桃芝颱風時上安社區土石流災害景況桃芝颱風時上安社區土石流災害景況：：：：民宅被土石流侵襲民宅被土石流侵襲民宅被土石流侵襲民宅被土石流侵襲 

                                                 
27 受訪者：女，49 歲，務農。 
28 受訪者：女，43 歲，公務。 
29 受訪者：男，62 歲，務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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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芝颱風時上安社區土石流災害景況桃芝颱風時上安社區土石流災害景況桃芝颱風時上安社區土石流災害景況桃芝颱風時上安社區土石流災害景況：：：：街道被土石流侵襲街道被土石流侵襲街道被土石流侵襲街道被土石流侵襲 

 

6-2-3  家戶生計改變家戶生計改變家戶生計改變家戶生計改變 

上安社區居民的主要生計活動為農業，農田一旦遭遇土石流侵襲，以致生計來源

頓失，居民只能到處打零工，未遭土石掩蓋的農作物，亦需面臨灌溉用水中斷的問題，

「水圳做的不好，水利處卻不關心，大部分農民都得自己取水灌溉。」(A1)，以及溪

床疏浚造成微地形的改變，使部分水源源頭改變。某居民敘述「以前這裡有自己冒出

的地下水，桃芝之後地下水就不見，以前直接就有水可灌溉，現在就得到比較遠的地

區重新尋找水源…」(A7)30水是農作過程中的重要因素，以往水源取得容易，如今卻

需要到處取水接水，農作的困難度和成本都將增加，使農民的負擔倍增。 

此外，災後社區居民的生計得大量依賴外援，也是災害後居民較難回復正常生活

的原因之一，災前為求生計來源，社區居民大規模地種植經濟作物，遇到災害發生時

經濟作物受損或無法外送，使居民的投入有去無回，損失慘重。某位農作受損的居民

敘述「種水果壓力很大，投入的資金很龐大，甚至都是貸款投資，桃芝過後一、二年

來就一直投資沒有回收，只好再貸款投資…但不做就永遠不可能有收入，能怎麼辦！」

(A8)。除了農業收成外，原先社區內推動的生態旅遊也深受影響，某位民宿業者敘述

「桃芝颱風後，只要一下雨，退房人數就很多，這是以前沒有的情況，差很多…」(A4)31，

遊客受到媒體傳播的影響，對當地為「土石流災區」有相當深刻的印象，另外，在土

石流發生後，受土石破壞的店家，無停歇載送土石的砂石車32，使當地觀光產業大受

打擊，一家災害後開餐廳的店家敘述「原本旅遊業已經有一點點名聲，也有電視台來

訪問，商店在那時不斷地開…但發生後，幾乎沒有遊客上門，消費的人反而是重建工

                                                 
30 受訪者：男，55 歲，務農。 
31 受訪者：男，56 歲，務農、民宿。 
32 遊客因為交通安全、地景完整和空氣品質考量，對於災後砂石車進出上安社區疏浚河床，感到卻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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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工人…」(A5)33。 

災後居民的搬遷能力，可視為「生計延續」。桃芝風災後，許多人的農地流失，

賴以生活的土地喪失，加上對土石流的恐懼，使得搬遷成為解除生命威脅的最直接方

式，但搬遷之後隨之而來的是必須面對爾後的生計壓力，居民對於改變現狀是否就能

獲得生命安全和穩定的生計來源，充滿了懷疑與不安全感，使得選擇原地留下成為其

調適策略。某位受災居民敘述「…也有蠻多人搬出去，但後來也有人搬回來，比較有

錢的比較容易搬出去啦…鄉下比較單純，一點錢就可以過活，外頭一個月一萬塊怎麼

可能過活…」(A1)，「下山是為了生存，卻需要面臨更多不可抗拒的挑戰。山上不一

定所有東西要錢，工作也比較好找（像臨時工…）一萬元可以過一個月。但山下生活

不容易，也不知道做什麼…。什麼都不會，一萬元是不能過日子的。」(A7)「住在外

面凡事都要錢啊，這裡大家互相交換食物，可以省很多錢…」(B1)34，「不知道要搬到

哪裡，小孩住在台中，只是有時去住都不是太習慣了，在這邊還可以找人聊天…」(A3)。

多數社區居民認為家庭的生計及畢生的財產都依附在這塊土地上，即便生活困頓也還

充滿希望，有土斯有財的想法相當顯見，另外，在農村的環境中，消費支出較少並可

依賴人際網絡支持，較容易維持生活與生計。此外，再考慮搬遷至外面新環境後，生

活上未必能適應，並且可能面臨失業的危機，面對這些生計來源的考量，居民只能獨

自承擔經濟重整的壓力。某位受災居民敘述「我們房子的貸款都還沒付清，房子就沒

了，結果貸款還有好幾百萬，老實說真的一點好好做事的動力都沒有！」(A5)。 

   

△△△△桃芝風災後三廍坑溪畔梅子工廠受土石流侵襲桃芝風災後三廍坑溪畔梅子工廠受土石流侵襲桃芝風災後三廍坑溪畔梅子工廠受土石流侵襲桃芝風災後三廍坑溪畔梅子工廠受土石流侵襲，，，，目前荒廢中目前荒廢中目前荒廢中目前荒廢中。。。。 

                                                 
33 受訪者：男，61 歲，務農、餐廳。 
34 受訪者：男，55 歲，務農、社區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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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芝風災後三廍坑溪畔原本種滿梅子的土地桃芝風災後三廍坑溪畔原本種滿梅子的土地桃芝風災後三廍坑溪畔原本種滿梅子的土地桃芝風災後三廍坑溪畔原本種滿梅子的土地，，，，目前部分出租目前部分出租目前部分出租目前部分出租、、、、部分荒廢中部分荒廢中部分荒廢中部分荒廢中。。。。 

 

由此可知，近十年來上安社區對於土石流災害的暴露-敏感性是變動的過程，並

具體的表現在社區的生計問題上。同時，社區居民亦嘗試運用各種不同的調適策略以

應對災害的暴露-敏感性，關於土石流災害的調適內容將於下一節進行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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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變動的調適性與影響因素變動的調適性與影響因素變動的調適性與影響因素變動的調適性與影響因素 

調適性是系統調適能力之表現。上安社區處理土石流災害伴隨的暴露-敏感性之

能力，即是社區調適性的表現。本研究主要以桃芝颱風過後的土石流災害調適為分析

內容，研究發現居民災害識覺與經驗、緊密的社會網絡、多樣化的生計、制度及經濟

援助，將有助於提升上安社區的調適能力。 

 

6-3-1  居民災害識覺與經驗居民災害識覺與經驗居民災害識覺與經驗居民災害識覺與經驗 

經歷桃芝後，上安社區居民對於颱風的相關訊息，如登陸地點、時間與降雨量等，

敏感度增加，雖然盡信新聞「氣象講得常常不準，常常說會下雨，可是又沒下！」(A7)，

但居民透過自我的感知，輔以過往的經驗，會決定是否採取撤離行動，而多數的居民

多傾向於選擇事前避難。居民回憶當時情況時說「當時聽到颱風就皮皮剉！不想走都

不敢！山上住的，不是老的、就是小的，還有許多是獨居老人，小孩在外地工作，面

對颱風來襲，不得不撤離。」(A8)。某位受災居民敘述「村民有一種意識，雨如果一

直下很大，我們就會趕緊疏散了，等政府來不及啦！到時路都斷了，要跑去哪！」(A6)。

撤離時居民多會準備簡易的避難衣物及隨身用品，「我們整理了兩個箱子放一些衣服、

泡麵和重要的東西，要跑的時候，箱子丟上小貨子就好了。」(A8)。如果家中是經營

的店家，則會在颱風前將貴重的商品打包載走，剩餘的商品則是原地架高或是搬至二

樓以上的空間。風災過後，家園全毀、子孫在外成家立業的農民，多選擇黯然遠離；

經濟狀況較好的居民，遷居到較安全的平地例如水里市區。但有更多的農民為了顧生

計，繼續生活在高風險地帶，居民也練就一套『適應法則』—改變過去徹底使用分寸

地利的觀念，盡量避開土石流區耕作，甚至縮小耕地。而只要有豪雨特報、颱風警報，

就提高警覺做疏散的準備；尤其看到排水溝水流變急、顏色轉為土黃時，趕快相互通

報，收拾衣物下山避難。 

同時，居民在家戶內或鄰里間會彼此討論所接受到的資訊，及當地天氣狀況的變

化。某位受訪居民敘述「這次雙颱風會不會進來？下午看這群白鷺鷥原地打轉，以為

領隊暈了頭，它們一向沿著陳有蘭溪，上午往海口方向飛；傍晚又飛回阿里山方向。

村民告訴我們這次芭瑪颱風絕對不會進來上安村。因為兩天前它們那裡都不去，就棲

息在村裡的竹園裡，表示我們這裡安全。」(A7)。社區內的土石流防災專員說到「…

在颱風來臨時，攏係徹夜不眠，冒著風雨往返於設在戶外的兩座雨量筒之間，緊盯著

水位變化，甚至靠近暴漲的溪水，觀察是否有土石流的徵兆，隨時將最新情況傳送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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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中心。」(B2)。這些在地知識建立於傳統價值與實踐的行為規範上，已經發展為

管理環境狀態的重要知識。此知識乃透過與土地的經驗，或從長者口中聽到或向有經

驗的親朋好友學習。相關研究指出處理災害的在地知識是動態的，是不停地演育和更

新，且從觀察和不斷地由錯誤的經驗中修正 (Stevenson, 1997; Usher, 2000)。因此，

在變動的天氣過程中，居民如何在下一次颱風來臨時判斷土石流是否會再發生。若全

然以降雨量作為土石流發生與否的判準，容易產生誤差。因氣象預報只是提供未來的

降雨機率，卻沒有辦法提供前期降雨多寡是否已使土石達到飽和的含水量。且土石流

的發生尚須考量到溪床上堆積的土石多寡，但這些致災狀態到目前為止仍無儀器可以

測量。因此，未來氣候和環境狀態愈來愈不可預測，面對土石流災害時，除了參考氣

象預報外，透過居民的災害識覺及在地災害經驗的累積，將是未來社區居民可採取的

調適策略，也是目前國際上脆弱性研究相當重視的部分。  

  

△△△△桃芝颱風後上安社區街道受土石流侵襲時的搶桃芝颱風後上安社區街道受土石流侵襲時的搶桃芝颱風後上安社區街道受土石流侵襲時的搶桃芝颱風後上安社區街道受土石流侵襲時的搶救情形救情形救情形救情形 

   

△△△△桃芝颱風後上安社區受土石流侵襲時的搶救情形桃芝颱風後上安社區受土石流侵襲時的搶救情形桃芝颱風後上安社區受土石流侵襲時的搶救情形桃芝颱風後上安社區受土石流侵襲時的搶救情形 

 

6-3-2  緊密的社會網絡緊密的社會網絡緊密的社會網絡緊密的社會網絡 

社會網路乃指透過信任(trust)和互惠(reciprocity)，而促進人們的集體行動。相關

研究也提出社會網路是構成調適能力的重要因素，且可提升安全感並降低風險(Ad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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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Robards and Alessa, 2004)。上安社區開始進行社區總體營造工作，追溯於「一

顆籃球」的故事，發生於 1998年初，藉著當地籃球聯盟發展而來。當時勝峰茶葉生

產合作社理事陳敏聰主席與發展協會之張宏忠總幹事因有感當地之青少年與社區居

民日漸產生嚴重疏離感，希望利用假日時間居民能組成籃球隊互相連絡情感，遂依社

區地理環境，組成勝峰豹、獵鷹、天山虎及北極熊四個球隊，為了達成聯絡社區感情

的目的，球隊球員必須包含老(三十歲以上)、中(二十到三十歲)、青(二十歲以下)三代。

而球隊各項比賽事宜由上安社區發展協會主導，後援會則整合社區農事產銷班及合作

社進行球團認養35(張宏忠，2003)。居民彼此因為球賽的熱烈展開，感情迅速加溫，

助長上安社區力的凝聚，且在活動進行當中，因各隊的鼓勵獎品或順便擺攤銷售自製

自銷之農產特品，無形中也促成了經濟活動的成長。某社區推動者說到「過去參訪了

許多社區營造的成功經驗，都以為要有老樹、老街、古蹟啊，才能做社區營造。…等

到後來才恍然大悟！原來這款才是真正的社區總體營造…。」(B1)。由此發現，能夠

藉由社區的大小事來凝聚社區居民的向心力，讓居民主動參與並關心社區事物，就是

社區營造的精神。而不是跟著別人做，完全複製別人的經驗，到最後往往只剩下口號

而已。 

上安社區整合社區內三大產業與各項資源(青梅、茶葉與葡萄的產期)，並以「合

作」代替「競爭」方式，尋求社區整體長久利益，以達永續發展。社區幹部敘述「社

區舉辦的產業活動都交由各產銷班輪流負責，餐點方面也由社區家政教室發揮，讓社

區媽媽有機會展現廚藝，又能增加收入…。」(B2)。在推動產業文化化的過程，社區

幹部認為不只是為了吸引遊客前來，真正致力的目標則是讓社區居民共榮、共享及共

成長。目前社區內共有八個產銷班，每年固定提撥所得百分之二十做為社區活動和人

才培訓公益基金。「社區藉由這款以社區帶動產業，以產業回饋社區的互動模式，讓

社區可以自立重建、達到永續發展的目標。」(B1)。如此，藉由分享、互惠、集體行

動和交流等複雜的網絡，構成了上安社區的社會網絡。 

    社區於農忙之餘，總是聚在一起討論公共事務。2001年，透過專業團隊36輔導推

動產業再造及防救災工作後，上安社區的重建及發展工作進展更加顯著，居民向心力

的凝聚及自主防災的能力，亦獲得相當的提升。某推動防災社區的公職人員敘述「社

區若能先有共同意識，以後居民提出計畫給公所時，就可以自己針對社區裡頭危險的

                                                 
35 分配情形為勝峰豹隊(上安茶班、勝峰茶葉生產合作社)、獵鷹隊(上安葡萄班、上安觀光班)、天山虎

隊(上安青梅班、天山梅生產合作社)及北極熊隊(上安蔬菜班第一、第二班)。 
36 上安社區乃是由九二一重建會委託專業團隊—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進行推動社區營造及防

救災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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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做改善建議…」(D1)37。居民藉由社區營造提案的管道，可擴增防災社區的協力

資源。「…社區防災工作必須與社區總體營造同時推動，缺一不可…」(B2)。社區居

民需提升本身社區的營造能力與推動共識，才可能完成防災社區的發展。『社區防救

災總體營造計畫』實施至今，雖然上安社區未再傳出重大災情，但由於地處土石流潛

勢地區，為了維繫居民災害認知與防救災工作推動，仍常藉由定期召開社區會議的方

式，會合社區核心幹部與一般居民，共同關心環境與災害議題，某社區幹部敘述「…

目前上安社區的防救災組織及自衛隊，每一個月都會固定開會一次，互相交換意見。」

(B1)。社區藉由分享災害管理的知識，溝通風險與調適策略的訊息更加順暢。當社區

居民具有強烈的社區意識和互相幫助之情感時，有助於社區面對災害時的回應能力，

並動員組成災害救援隊。某社區救援隊成員敘述「只要颱風來，救援隊就會聯絡…平

常是三個月開一次會，救援隊凝聚的這一批人，成為社區營造協會裡重要的一群份子。」

(A4)。防救災組織的設立，使得上安社區的社區營造成員更加完整，動力更加充足，

防救災建立起的緊密社會網絡，成為社區營造的正向動力。 

     

△△△△上安社區防災訓練上安社區防災訓練上安社區防災訓練上安社區防災訓練 

 

                                                 
37 受訪者：男，47 歲，公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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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安社區土石流防救災示範演練 

   

△△△△上安社區上安社區上安社區上安社區土石流防救災示範演練土石流防救災示範演練土石流防救災示範演練土石流防救災示範演練：：：：責任編組責任編組責任編組責任編組 

 

6-3-3  多樣性的生計多樣性的生計多樣性的生計多樣性的生計 

為了解決社區居民的生計問題，社區協會推動多樣性的產業活動，可作為管理災

害風險的策略(Adger, 2000; Barnett, 2001)。農村社區不同於都市社區，要鼓舞居民參

與公共事務，必須從與其切身相關的生計著手，尤其在土石流災害後，農業受到更為

劇烈的衝擊，因此如何協助個別農民獲得經濟生活上的改善，同時又能夠在生態環境

的限制與威脅之下永續發展下去，便成為社區發展的當務之急。1999 年起，上安社

區因九二一地震及桃芝風災等受到嚴重打擊，當時向文建會的『永續家園再造社區』

方案提出『迎千禧再造農村嘉年華』企劃案，補助六十萬元的經費，希冀以「休閒文

化產業」做為帶動災民進行產業重建工作的第一步。遂於社區團隊與產銷班合力規劃

推出一系列產業活動如尋春賞梅、夏茶之旅、秋收葡萄及彩繪上安等，吸引外來遊客

前來消費，也讓災民重拾生活及產業發展的信心。2003 年社區又積極於成立『槑休

閒農業園區』，園區內有梅、茶、葡萄、香菇及臍橙等多項豐富的產業資源，並結合

園區內有許多產業景點，形成多元化的產業經營，包括民宿、梅子風味餐、品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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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紀念品 DIY 製作等活動 (表 6-1)，提供遊客多樣的旅遊選擇。 

「災害歸災害，生計歸生計啦！為了討生活，總不能一直等外界援助才開始行動。」

(A9)。上安社區著名的三廍巷十六集戶開發區（坪頂山莊），乃是由九二一地震和桃

芝風災受災戶自發性的遷村計畫。因土石流災害夷平家園，造成許多受災戶無法原地

重建，原本居住於三廍坑溪下游的十六戶居民自行與政府協商，由政府規劃土地，居

民委託李鈞華建築師代為規劃集村建設，最後在社區北方尋得土地，以生態社區為願

景，興建十六戶小型住宅社區，歷經申請至完工前後共花費五年時間。目前十六集戶

的居民除了自住於此外，也轉型為民宿提供可容納約 40 位遊客寄宿的房間。以較平

價的收費方式出租客房，吸引各地遊客前往，並結合社區其他資源進行策略聯盟。例

如推薦社區優質的休閒農場或生態果園給遊客選擇，提供當地環境及文化資訊讓遊客

更加深入瞭解地方特色。 

 

   

△△△△左圖為坪頂山莊左圖為坪頂山莊左圖為坪頂山莊左圖為坪頂山莊，，，，右圖為社區內重新規劃的休閒涼亭右圖為社區內重新規劃的休閒涼亭右圖為社區內重新規劃的休閒涼亭右圖為社區內重新規劃的休閒涼亭    

    

社區居民漸漸也體認到農產品作為初級產品的利潤空間有限，提升農產品的附加

價值是升級的重要方式，但當上安社區首先將農業由初級產業提升為二級產業，卻得

面臨與大型加工業者競爭的挑戰，因此，發展上需以特殊性與多樣性取勝，更須透過

服務的觀念，使消費者不僅是在購買商品，而且是在感受一種服務與旅遊氛圍，社區

每一梯次所接受的遊客數都會控制在可關照的範圍，使得來此的遊客不只是來消費，

而是來感受這裡的風情與人情。某位民宿老闆敘述「1990 年代開始，梅子滯銷，促

使農民意識到農業必須轉型…。梅花及櫻花可做為欣賞，也可製成蜜餞產品，過程中

所創造的附加利益，更不容小覷。」、「當梅農走出農園去做脆梅教學，除了增加農民

收入的實質意義外，更深層的意義在於建立農民的自信。」(A4)。上安社區透過舉辦

『賞梅及賞櫻』活動，遊客不僅觀賞梅樹及櫻樹風景，購買蜜餞產品，並可參與採製

過程，凸顯當地的特色與趣味。農村中的居民都是投入生產的勞動力來源，一方面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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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增加家庭收入，並可透過付出，肯定自我的價值，凝聚社區的力量。 

對當地農民而言，要讓自己從面對安靜的土地，轉而面對有抱怨、有要求的外來

觀光客，這個過程需要做心理的調適與學習。某民宿主人說到「在十年前的傳統農村

裡，我毅然決定投入休閒農業與民宿，當時可是惹來村民質疑的眼光，就連我的父母

都不贊成！」、「當初決定經營民宿時，村民的反應都是：到底誰會來住啊？但後來我

將過去大學所學的行銷概念應用於民宿經營，現在卻得到不錯的口碑！」(A7)。深諳

創意和行銷對農村多元發展是很重要的，上安社區不同於一般傳統且封閉的農村社區，

居民在接受新知識的意願和學習的能力上皆很高，跳脫只能埋首於生產的農民角色。

社區的年輕人喜歡走出去，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去學習新的知識，帶回新資訊給社區，

皆有助於社區產業和災後重建的進步。 

 

表表表表6-1 上安地區上安地區上安地區上安地區「「「「七彩系列七彩系列七彩系列七彩系列」」」」產業活動年度計畫產業活動年度計畫產業活動年度計畫產業活動年度計畫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活動內容活動內容活動內容 活動時間活動時間活動時間活動時間 

1 月白色浪漫賞梅季 滿山梅花盛開，宛如下雪美景 12/25~1/25 

3 月粉紅綻放桃花季 桃花盛開帶春來了，心花朵朵開 3/25~4/25 

4 月綠色酸甜脆梅季 體驗青梅採果、製梅 DIY 的樂趣 3/25~4/25 

5 月紅色甜蜜蜜桃季 水蜜桃採果，讓感情更加甜蜜蜜 3/25~5/15 

7 月紫色健康葡萄季 
夏季葡萄採果 6/15~8/30 

秋季葡萄採果 10/20~1/30 

10 月橘色豐收甜柿季 新鮮甜脆的甜柿，慶祝秋的豐收 8/15~10/31 

12 月黃色歡喜臍橙季 金黃的臍橙，財丁兩旺 10/1~12/31 

茶葉 
勝峰茶品茗、茶葉生態導覽解說、7 碗茶 7 樣

梅特殊飲茶方式體驗 
全年 

香菇  
香菇生態導覽解說、香菇製程參觀、自採香

菇 DIY 
全年 

梅子風味餐 
梅香拌飯、義式梅子沙沙醬、火焰梅香冰淇淋

等 
全年 

梅鉛筆 DIY 活動 梅枝工藝 DIY、呆呆筆製作 全年 

酒莊品酒 葡萄酒、梅酒、梅酒加葡萄酒 全年 

梅農特產品 
話梅、茶梅、梅汁、梅醋、梅酒等梅相關農特

產品展示販售 
全年 

資料來源：本研究訪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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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安社區舉辦醃製梅子及槑筆教學上安社區舉辦醃製梅子及槑筆教學上安社區舉辦醃製梅子及槑筆教學上安社區舉辦醃製梅子及槑筆教學 

  

△△△△上安社區九芎坪民宿及天山梅展示場上安社區九芎坪民宿及天山梅展示場上安社區九芎坪民宿及天山梅展示場上安社區九芎坪民宿及天山梅展示場 

  

△△△△上安社區老五民宿及品茶活動上安社區老五民宿及品茶活動上安社區老五民宿及品茶活動上安社區老五民宿及品茶活動 

 

6-3-4  制度及經濟援助制度及經濟援助制度及經濟援助制度及經濟援助 

土石流或邊坡整治工程是一筆龐大的工程經費，需要中央或是國家的經費揖注。

桃芝風災後外界(包括媒體與政府)普遍關注三廍坑溪的土石流災害治理，因此災後鄉

公所與水保局皆有經費投入三廍坑溪整治工程，同時也是災後政府官員巡察的重點地

區。三廍坑溪集水區目前已設置有防砂壩 11座、梳子壩 1座、潛壩 27座、沉砂區 3

座及整流工程 2,765公尺 (表 6-2 )，投入金額約 1.8億元。水保局在上安土石流觀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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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的儀器投入，包括雨量計 1 組、CCD 1 組、地聲檢知器 1 組、鋼索檢知器 2 組及

水位計 1 組。並於 2002年規劃 (2007年更新) 上安村土石流緊急避難路線，並辦理

土石流潛勢區疏散路線與避難處所圖說宣導說明會，將七鄰民宅及永天宮設為避難處

所。近年上安社區則由工程建設轉移到產業活動推廣，社區開始進行社區培力與環境

改造部分 (表 6-3)。 

 

表表表表6-2 歷年上安社區災害緊急處理及治理工程表歷年上安社區災害緊急處理及治理工程表歷年上安社區災害緊急處理及治理工程表歷年上安社區災害緊急處理及治理工程表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工程與規劃名稱工程與規劃名稱工程與規劃名稱工程與規劃名稱 工程內容工程內容工程內容工程內容 工程經費工程經費工程經費工程經費(元元元元) 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 

85 
三廍坑野溪土石流緊急處

理工程 
固床工 3 座、箱涵 1 座、靜

水池 1 座 
2,350,000 水土保持局 

86 三廍坑野溪整治工程 潛壩 23 座、梳子壩 1 座 18,950,000 南投縣政府 

88 三廍坑緊急水路疏通工程 水路疏通 500公尺 2,289,000 水里鄉公所 

89 三廍坑上游水路疏通工程 水路疏通 500公尺 3,000,000 水里鄉公所 

90 
南投縣水里鄉三廍坑溪整

體治理規劃工程 

集水面積約 400公頃，溪流

長度 2.6公里，包括舊壩修

復、河道疏通 
2,920,000 水土保持局 

91 三廍坑整治一期工程 防砂壩 3 座、潛壩 12 座 45,000,000 第三工程所 

92 三廍坑整治二期工程 整治 400公尺、沉砂區 1 座 5,000,000 第三工程所 

92 三廍坑整治三期工程 整治 330公尺 30,000,000 第三工程所 

93 流籠坑野溪整治工程 
防砂壩 1 座、固床工 1 座、

壩頂道路 63.5m、補強壩體 2
座 

10,000,000 第三工程所 

93 二廍坑整治二期工程 防砂壩 2 座、潛壩 18 座 22,000,000 第三工程所 

94 三廍坑整治四期工程 
防砂壩 1 座、擋土牆 7 公尺、

綠美化 1 式、環境改善 1 式、

環境整理 1 式 
6,000,000 第三工程所 

94 二廍坑整治三期工程 
防砂壩 20座，高約 5 公尺，

長約 40 公尺 
17,000,000 第三工程所 

95 三廍坑整治及綠美化工程 
砌石護岸 300公尺、潛壩 5
座、環境綠美化 1 式 

9,000,000 第三工程所 

95 三廍坑梳子壩清淤工程 土石疏通 20,000立方公尺 1,000,000 第三工程所 

資料來源：本研究訪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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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6-3  上安社區相關活動計畫表上安社區相關活動計畫表上安社區相關活動計畫表上安社區相關活動計畫表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計畫名稱計畫名稱計畫名稱計畫名稱 

91 水土保持 南投縣水里鄉三廍坑溪集水區整體治理調查規劃 

95 整體規劃 上安郡坑地區治理成效多元化發展規劃 

95 水保教育 南投縣水里鄉上安水土保持教學園區規劃 

95 產業推廣 南投縣水里鄉「梅花鵲橋水里情系列」活動計畫 

96 產業推廣 南投縣水里鄉第三屆上安葡萄 

97 社區培力 魅力農村快樂培根成果發表會 

97 產業推廣 沒處去 上安醃梅趣活動 

97 產業推廣 飲茶品槑瘋上安活動 

97 環境改善 上安社區環境改善二期工程 

97 環境改善 九十七年度上安社區景觀綠美化工程 

97 水土保持 三廍坑溪坡地保育工程 

98 社區培力 三廍坑溪綠美化實作—顧工購料(一) 

98 社區培力 陶藝體驗工坊 

98 社區培力 社區景觀再造及廊道綠美化示範操作—顧工購料(二) 

98  社區培力 農村再生樂活行 

99 環境改善 上安社區環境及公共設施改善工程 

99 環境改善 上安社區環境改善及綠美化工程 

99 環境改善 三廍坑溪河堤美化工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訪談整理 

社區資源充沛與否，時常成為社區組織及社區防災能否長期經營之首要因素。某

位受訪公職人員敘述「目前在防災社區工作的推動上，仍迫於經濟壓力而往往難以延

續…」(D1)。上安社區為了爭取更多補助經費，必須主動向921 重建會、文建會等單

位申請補助資源，以利防災社區運作。某社區幹部說到「…每年我們都會從文建會、

中部辦公室或921 重建會那裡申請一些社區營造計畫，並且辦理一些產業結合，一年

大概會有百萬左右的錢發展社區活動與防災計畫。」(B2)。社區制度愈完善，愈容易

爭取到協力管道的進駐，資源也就愈充足。某位社區幹部敘述「社區內做社區營造，

也做防災社區，所以現在社區就有很多種組織…申請補助及互助的管道可來自鄉公所、

文建會、消防局…這三種窗口都可做為取得資源的管道。」(B1)。此外，2002年水保

局與土石流潛勢溪流地區的村里合作，培訓當地村里長或居民成為土石流防災志工，

逐步建立社區自主防災能力。2004年上安社區的土石流防災專員開始在地方上協助觀

測雨量及土石流的動態監測等工作。「上課真的很有幫助，面對各種災況，我們會比

一般人更有警覺性，課堂上的演練也和實際狀況相去不遠。平常村裡雖然沒有舉辦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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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避難演習，但我和村民的聯繫及默契都不錯，真的面臨災變時，村民都信任我的判

斷…。」(B2)、「政府有給我們訓練，現在我們會看電腦，也會看氣象局報導…手機

也會收到水保局的水位觀測記錄，警察局或消防局也會給通知，如果真的很危險，一

下就可以動員村內的避難組織進行疏散。」(B1)。在政府組織的人力及經費挹注下，

目前居民對於防災社區工作的參與，能做到預警監控與避難疏散工作，並且於颱風來

臨之前，防災社區組織也能按照專業團隊所規劃的職責，進行預警資訊的收集以及潛

勢區域的監控。相關研究亦皆指出良好的治理制度可提升系統的彈性，減少族群或地

方被排除在外，並可降低識覺的脆弱性和結構性的結果(Eriksen et al.,2005; Bellivear et 

al.,2005; Adger, 2006)。 

  

 

 

 

 

 

 

 

 

 

 

 

△△△△上安社區三廍坑溪整治工程及中游梳子壩上安社區三廍坑溪整治工程及中游梳子壩上安社區三廍坑溪整治工程及中游梳子壩上安社區三廍坑溪整治工程及中游梳子壩(右右右右) 

     

△△△△98年度上安社區舉辦農村培根計畫研習年度上安社區舉辦農村培根計畫研習年度上安社區舉辦農村培根計畫研習年度上安社區舉辦農村培根計畫研習：：：：農村再生與行銷管理學農村再生與行銷管理學農村再生與行銷管理學農村再生與行銷管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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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度上安社區舉辦社區研習年度上安社區舉辦社區研習年度上安社區舉辦社區研習年度上安社區舉辦社區研習：：：：社區景觀再造及廊道綠美化示範操作社區景觀再造及廊道綠美化示範操作社區景觀再造及廊道綠美化示範操作社區景觀再造及廊道綠美化示範操作—顧工購料顧工購料顧工購料顧工購料(二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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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新的脆弱性問題新的脆弱性問題新的脆弱性問題新的脆弱性問題 

上安社區自桃芝颱風發生以來，皆暴露在土石流災害的威脅下。在長期的調適過

程中，雖已逐漸降低社區的社會脆弱性，然而卻也出現新的脆弱性問題，包括災害識

覺逐漸弱化、社區資源分配不公、弱勢族群更加脆弱、工程並非完全可靠及生態環境

更加脆弱等。 

 

6-4-1  災害識覺逐轉弱化災害識覺逐轉弱化災害識覺逐轉弱化災害識覺逐轉弱化 

過去的研究指出，隨著災害長期未發生，人們會漸漸遺忘受災的經驗，直到災害

真的降臨，才後悔沒有及早撤離 (蔡菁芳，2003；魏玉蕙；2002；黃柏鈞，2001；黃

小玲，1999）。某位經歷桃芝颱風過的居民敘述「已經經過那麼久了，政府在三廍坑

溪的治理工程也做得很好，新聞氣象攏報不準，前幾次大雨來都跑，結果都是白忙一

場！」(A3)，另一位居民敘述「風災後有幾次有跑，不過最近幾年都沒跑了，沒事也

跑，會被人笑啦！」(A2)。距離桃芝颱風重創已十年的上安社區，期間依舊出現颱風

豪雨的侵襲，卻沒有嚴重的人員死傷，社區居民的防災意識逐漸低落，即使社區有定

期災害研討，若長期無災害事件發生，居民將會降低災害意識，防災社區組織的經營

管理也將陷入困境，某位社區幹部敘述「…雖然我們用活動、用照片，提醒村民土石

流災害的威脅，但災害危機意識的降低是不爭的事實。」(B1)。 

 

6-4-2  社區資源分配不公社區資源分配不公社區資源分配不公社區資源分配不公 

災區初期充滿人際互助的氛圍，但是當外界的援助物資及資金進來時，卻也引發

社區內部資源競爭與分配不公的現象，某位居民說到「為什麼他家可以多領到米和錢，

但我家就沒有」(A8)、「他們又沒去我家，怎麼知道我家沒進水，還說我家房子都好

好的，…但是我的家具都不能用了！」(A6)。某位公職人員敘述「社區的防災組織裡

永遠都是那一群人在做…經費下來，永遠都是那幾個人在分配。」(C1)38 

上安社區在重建過程中，各項經費紛紛投入社區，但這些資訊往往只由社區部份

幹部所掌握，外來的團隊或是政府資源的挹注，都傾向先找地方內具有權力及知識的

幹部，以求有較明顯的執行成果，在社區資訊掌握在少數人手中的情況下，大部分的

社區居民在事後得知資源只被某些人所取得時，就容易引發社區內的緊張及對立關係。

                                                 
38 受訪者：男，60 歲，公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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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位受訪居民說這些社區對立早已存在「社區內的派系暗潮洶湧，街路上的還有分老

的和小的…隔三廍坑溪又分，山上也有…主要是每個區域裡面都有頭人在扶」(A5)，

原先地方派系也許只是一些人際互動網絡的集結核心，但在災害後資源進駐下，派系

間的利益問題更顯檯面化。此種現象在選舉期間更加嚴重，地方勢力為了爭奪勝選不

得手段，社區往往受到分化，某受訪者表示「協會(上安社區發展協會)有支持的人選，

居民也有支持的人選，萬一選出來的不是協會的人，之後根本就不會支持協會所提的

活動，變成各做各的，資源沒有整合，有時候就會出現活動互相對打的狀況！」(A5)。 

 

6-4-3  弱勢族群更加脆弱弱勢族群更加脆弱弱勢族群更加脆弱弱勢族群更加脆弱 

災後的復原工程與觀光收益，加強了居民在此生存的能力，但卻導致貧富不均與

教育水準差異的不公平。公部門的經費補助，需要計畫書的撰寫、執行的能力、經費

的核銷，以及文化包裝的概念，這些都必須是具有高教育水平，或和公部門建立長期

良好互動關係的農民，才有機會和管道獲取資源。某位經營有機農場的業者「要和社

區協會的主委學習寫公文和計畫書的方法，有很多技巧和撇步，計畫完成還要寫報告，

年紀比較大的農民一般都沒辦法啦！」(A7)。有知識及參與度的居民，藉由代表社區

出席各項相關重建會議，比其他一般居民掌握更多的資源以獲得利益，使其在面臨災

害衝擊時，更有能力加以因應「要學新的東西當然累呀，不過專家教的東西真的還蠻

有用的，跟他們合作還蠻有收穫的，我的有機蕃茄現在可以上網販售，不需要依賴中

間商，比之前賺得更多。」(A7) 

相對地，年紀較大、學歷較低又缺乏大筆資金的農民，便難以此方式改善生活水

平，受限災害後長期的貸款壓力，只能求眼前經濟困境的解套，難以改善土石流威脅

的窘境，某位受訪農民敘述「…看別人種葡萄，利潤不錯，我就跟著種啊，只是太多

人種了，賺得就少了…」(A3)、「…葡萄利潤高，但病蟲害也多，向原住民租地、買

農藥肥料都是開銷，到現在我還在貸款…」(A6)。因此，難以獲得資源的居民，成為

窮困的一方，掌握資源的居民，成為有利的一方，正所謂『窮者愈窮、富者愈富』。 

 

6-4-4  工程並非完全可靠工程並非完全可靠工程並非完全可靠工程並非完全可靠 

許多學者認為土石流整治工程所提供的保護，會讓居民產生「環境已經安全」的

錯覺，林照真 (2002) 提出「許多防災工程與計畫都必須大興土木，做了許多工程之

後，便令人產生『安全環境的幻覺』，反而鼓勵更多不當的開發。事實上，如果政府

不做工程，民眾只能靠天、靠自己。政府去做了，民眾會認為『當地已經安全』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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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進來住。因為有了防砂壩，民眾與政府不看天了，也不順應自然了，就會無限制地

開發下去。」賀伯颱風時，只有二廍坑溪爆發土石流災害。但在桃芝颱風時，二廍坑

溪和三廍坑溪都同時爆發土石流災害。學者認為，除了九二一造成的鬆動土石和短時

間內雨量集中的原因外，三廍坑溪上游設置的攔砂壩也是造成土石流災害更加嚴重的

原因。某位受災居民敘述「要是沒做那兩支的話(三廍坑溪上游的攔砂壩)，或許就不

會那麼嚴重！當擋到兩支都擋不住的時候，那個土石量很多一起向下漫流，做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做的很好，但誰知結果變這樣…」(A4)。 

歷經多次颱風豪雨，包括 2004 年七二水災、艾利颱風、2005 年海棠及馬莎颱

風、2006 年 0609 豪雨、2008 年卡玫基及辛樂克颱風、2009年莫拉克颱風，三廍坑

溪雖為土石流高潛勢溪流，但經工程整治後卻無災害發生，可能是上游梳子壩與攔砂

壩有效地控制土砂。然而，攔砂壩是臺灣數十年來處理河流整治的主要工法之一，但

其卻可能成為土石流形成前最佳的泥水預拌場，累積大量土石和水於壩體後方，待壓

力超過壩體承受的臨界值時，將破堤而下，某位居民說「上安橋的橋孔太低太小，土

石阻塞後會像之前攔砂壩效應一樣造成災害，應該要把橋面做高一點！」(A3)。因此，

若攔砂壩沒有作好後續疏浚的維護工作，或許更會加重災害的嚴重性。 

  

△△△△桃芝颱風後上安社區桃芝颱風後上安社區桃芝颱風後上安社區桃芝颱風後上安社區三廍坑溪整治工程三廍坑溪整治工程三廍坑溪整治工程三廍坑溪整治工程 

 

6-4-5  生態環境更加脆弱生態環境更加脆弱生態環境更加脆弱生態環境更加脆弱 

在政府仍不放棄遷村策略但又無法落實的情況下，各項工程整治的硬體支出或是

社區營造的軟性經費大量且快速的投入社區，也強化了居民在地重建的可能性，在這

樣的條件下，政府或是居民，皆以產業及生計重建的經濟思維來規畫未來社區的發展

方向，將災害僅歸為是自然環境的敏感性 (如地震與不穩定的地質條件)，而遺忘及

輕忽了人類在土石流災害中的影響力。原本已超過環境承載力的土地，卻在土石流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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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後，藉由觀光生態休閒的口號，重新合理化對土地的開發，尤其是三廍坑溪中下游

多已被開發。如上安社區鋪設社區生態步道，使原本生態豐富的林相與透水性佳的土

壤受到破壞；在山坡地上種植茶樹與果樹，成了體驗農村生活的生態園區，卻破壞了

原始的植被景觀；為了恢復社區的觀光效益，快速的整建道路橋樑，卻未考量當初致

災的原因，使得每遇災害時道路橋樑依舊年年中斷。某位經營有機農場的居民敘述「桃

芝風災已經十年了，事實證明這幾年的復耕還是值得的…這幾年都沒有災害，投入的

成本早就回來了！」(A5)。錯誤的重建，雖然給予社區居民和遊客一時的便利及利益，

卻在下次災害時又再度受損，形成公共投資的浪費，也無法達成重建後減災的要求。 

上安社區雖然有許多治理工程，但經本研究實地調查後發現土地過度開發使用，

可能也會造成下次土石流災害的發生。例如在河道與台 21 線交界處，因居民住宅太

靠近河道，未給予河道有充足的通水斷面，在下次土石洪流來襲時，可能造成河道潰

堤。再者，三廍坑溪河道於經過台 21 線後，因居民長期耕作需要進而佔用河道，以

致於河道先以第一次 90度轉彎，後約 600公尺後再進行第二次河道轉彎，才能匯流

入陳有蘭溪 (圖 6-7)。如此，若是土石流發生淤積，溢出河道，將使土石流釀成災害。

是故，本研究建議三廍坑溪河道於經過台 21線後，河道應在第一次 90度轉彎時，進

行截彎取直，以免在未來發生暴雨有土石流時，能夠將水砂土等，迅速匯入陳有蘭溪

主河道，減少發生災害的機會。 

 

 

 

 

 

 

 

 

 

 

 

圖圖圖圖6-7 三廍坑溪下游三廍坑溪下游三廍坑溪下游三廍坑溪下游(上安橋附近上安橋附近上安橋附近上安橋附近)現有河道走向圖現有河道走向圖現有河道走向圖現有河道走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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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本節提出探討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之質性研究法及架構(圖 6-7)，目的為瞭

解受到生計資產、限制和外部影響下，社區居民將如何影響、回應和處理環境變動。 

雖然土石流災害對社區生活 (如公共設施、健康等) 不同面向皆具有重要的社會

脆弱性，但本研究認為這些脆弱性與農業活動的關係是最為密切的。歷年土石流災害

和變動的生計深深地影響社區與災害相關的暴露-敏感性。研究發現，居民災害識覺

與經驗、緊密的社會網絡、多樣化的生計、制度和經濟援助等，將有助於提升上安社

區居民的調適能力。然而，上安社區變動的生計，卻也逐漸消減社區某些面向的調適

能力。例如，當社區長期未有災害發生或過度依賴及相信河川整治工程時，居民的災

害識覺也將逐漸地弱化；當社區推動防災工作時，亦時常因資源分配的問題，而導致

社區內部產生角力鬥爭與資源管理不當；當社區發展多樣性的生計時，弱勢族群將顯

得更加脆弱，且生態環境可能變得更加脆弱。 

經由上安社區的社會脆弱性分析顯示，社區藉由過去和現在的暴露-敏感性與調

適能力，將可作為未來面對土石流災害時的處理經驗與回應。未來社會脆弱性將在不

同社區或社群間出現差異，且受到不同的社會、文化和經濟脈絡及氣候變動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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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6-7 質性研究分析架構圖質性研究分析架構圖質性研究分析架構圖質性研究分析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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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近年來，極端氣候及土地超限利用造成全球的災害頻仍，使災害脆弱性之研究也

愈趨重要。臺灣為海島國家，在面對全球環境變遷時，相對於其他國家更顯得脆弱。

尤其是每年國內發生的土石流災害均造成居民生命財產的嚴重損失。由此，本文針對

土石流災害進行社會脆弱性評估研究，第一階段先探討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指標

之理念與意涵，並研擬此理念下的指標架構；爾後以德爾菲專家問卷及層級程序法確

定此指標體系與權重，並以南投縣水里鄉各村里進行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之指數

分析。 

第二階段質性研究水里鄉上安社區，利用參與觀察法和深度訪談法的方式，聚焦

於社區居民在土石流災害時所面臨的生計壓力，及影響其調適性的因素。首先探討土

石流災害如何影響居民生計，以瞭解社區的暴露-敏感性。再者，描述上安社區如何

回應與調適災害，並分析影響社區調適能力的因素。最後，進一步提出上安社區經由

生計改變後可能產生新的脆弱性問題。經研究後獲致以下具體的結論與建議，以做為

未來相關研究的分析架構與政府在災害管理上的決策參考。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本研究依研究目的之發展下，可得以下結論：一、建立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

指標體系之架構；二、南投縣水里鄉各村里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之指數分析；三、

質性研究水里鄉上安社區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 

7-1-1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 

一、建立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指標體系之架構 

本研究參考國內外文獻對於社會脆弱性指標之分析，以及國內現有的土石流災害

現況，初擬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指標體系之架構，並說明此指標體系中的內容與

評估的項目。透過德爾菲專家問卷進行統計分析，篩選評估指標，以確立評估指標體

系的架構，以及層級程序分析法求得各項指標體系之權重值。最後，建立指標體系之

架構可分為3 項評估層面，為「暴露與敏感性」、「社區防災能力」以及「居民調適

能力」，以及9 項評估項目與24 項評估指標，並個別標註其指標項目之AHP 權重。 

(一)「暴露與敏感性」評估層面 

由「人口」、「社會」與「經濟」三項評估項目所構成，主要在衡量地區受到災害

衝擊的可能性與損傷程度，呈現哪些地區的人口在災害下是最容易受損與最脆弱。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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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人口」評估項目下又包括：「保全人口」(0.062)、「女性人口」(0.023)、「幼年人

口」(0.016)、「老年人口」(0.042)、「教育程度」(0.016)；「社會」評估項目下又包括：

「身心障礙人口」(0.059)、「獨居老人人口」(0.040)、「單親家庭」(0.042)；「經濟」

評估項目下又包括：「中低收入人口」(0.042)、「就業人口」(0.041) 等十項。 

(二)「社區防災能力」評估層面 

主要分為「防救災資源」、「防災演練」與「通報系統」三項評估項目。主要衡量

在土石流災害來臨時，社區是否具有對抗災害的反應能力，能夠在第一時間進行搶救

及人員安頓，降低災害所造成的衝擊，亦可提供防救災相關單位針對較脆弱與易受損

的地區進行改善。其中，「防救災資源」評估項目下包括：「準備避難物資」(0.031)、

「準備救災裝備」(0.032)、「社區救援隊」(0.038)；「防災演練」評估項目下包括：「舉

辦防災演練」(0.052)及「規劃疏散避難路線」(0.044)；「通報系統」評估項目下包括：

「通訊設備」(0.048)及「預警系統」(0.040)等七項。 

(三)「居民調適能力」評估層面 

主要分為「災害風險識覺」、「災時應變能力」與「災後調適措施」三項評估項目。

主要衡量居民是否會在災前採取防範措施與災後調適措施的評估，以降低自身的脆弱

程度，及下一次災害來臨時可能造成的損失。其中，「災害風險識覺」評估項目下包

括：「受災經驗」(0.040)、「未來受災機率」(0.032)、「未來受災損失程度」(0.034)；「災

時應變能力」評估項目下包括：「災害資訊的取得」(0.052)、「災時防範的能力」(0.059)、

「災後調適措施」評估項目下包括：「尋求協助的能力」(0.051)及「災後調適的能力」

(0.064)等七項。 

研究發現在專家觀點中，「暴露與敏感性」評估層面，權重值為0.383 相較其他

評估層面是較重要之因素。又在所有評估項目中權重較高者，為「人口」與「社會」

等評估項目佔比重最高。但進一步分析發現，具有調適及回復力概念的「社區防災能

力」及「居民調適能力」等評估層面，相加權重為0.617，表示兩項應為造成土石流

災害的社會脆弱性較大之原因，此與Cutter et al.(2000)與Adger et al.(2004)等所提的理

論概念相符合。同時也突顯出在災害來臨時造成地區脆弱之因素，主要在於社區居民

有無防災能力及調適能力，因此在規劃社區居民之防災行動，應對社區居民提出更多

的防災資源及調適策略，得以降低其脆弱性。 

 

二、南投縣水里鄉各村里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指數分析 

本研究利用上述建立之指標體系，並套用層級程序分析法所求得之各項權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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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南投縣水里鄉各村里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之指數分析，結果如下： 

(一)「暴露與敏感性」評估層面 

綜合「人口」、「社會」及「經濟」三大評估項目，水里鄉各村里「暴露與敏感

性」評估指數依序為新山村(0.330)，其次為興隆村(0.287)、民和村(0.276)、玉峰村(0.259)

與頂崁村(0.242)、郡坑村(0.024)、車埕村(0.203)、上安村(0.218)、新興村(0.196)、新

城村(0.174)及鉅工村(0.164)。 

(二)「社區防災能力」評估層面 

綜合「防救災資源與組織」、「防災演練」及「通報系統」三大評估項目，水里

鄉各村里「社區防災能力」評估指數依序為上安村(0.000)最高、其次為民和村、玉峰

村及新城村(0.040)、郡坑村(0.224)、興隆村(0.072)、鉅工村(0.088)、頂崁村(0.158)、

新山村(0.210)、車埕村(0.210)及新興村(0.210)。 

(三)「居民調適能力」評估層面 

綜合「災害風險識覺」、「災時應變能力」及「災後調適能力」三大評估項目，

水里鄉各村里「居民調適能力」評估指數依序為上安村(0.1226)、新興村(0.1408)、車

埕村(0.1444)、頂崁村(0.1708)、玉峰村(0.2448)、鉅工村(0.2638)、新城村(0.2658)、民

和村(0.2664)、新山村(0.2784)、郡坑村(0.2786)及興隆村(0.3160)。 

(四)整體社會脆弱性評估指數 

綜合「暴露與敏感性」、「社區防災能力」及「居民調適能力」三大評估層面，

水里鄉各村里整體社會脆弱性評估指數依序為新山村(0.8184)、興隆村(0.6750)、民和

村(0.5824)、頂崁村(0.5708)、車埕村(0.5574)、郡坑村(0.5506)、新興村(0.5468)、玉峰

村(0.5438)、鉅工村(0.5158)、新城村(0.4798)及上安村(0.3406)。 

災害社會脆弱性確實存在地域性的差異，此與Cutter et al.(2000)、Luers et al.(2003)、

陳樹群等(2005)和李欣輯等(2010)等經驗研究相符合。水里鄉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

性指數最高為新山村、興隆村及民和村，檢視其社會脆弱性因子得知，其暴露與敏

感性指數高，境內弱勢人口分布較多，故暴露於較高的災害風險中；又其社區的防

災能力為較低，因缺乏準備救災裝備及通報系統等；而居民的調適能力較低，是因

欠缺復原重建的能力，故整體社會脆弱性為全鄉最高。此外，由2004年敏督利颱風

及2009年莫拉克颱風進行驗證，新山村皆為水里鄉境內災情最為慘重的地區，可看

出與本研究所提出的指標評估架構是相符合的。 

水里鄉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指數最低為上安村、新城村及鉅工村。檢視其社

會脆弱性因子得知，其暴露與敏感性較低，因境內弱勢人口比例較低，故暴露於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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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災害風險中；但因其社區的防災能力較高，包括防救災資源與組織、防災演練及通

報系統等數值較高；且居民的調適能力上，以上安村居全鄉之冠，具有較高復原重建

的能力，故整體社會脆弱性為全鄉最低。 

 

三、質性研究水里鄉上安社區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 

經由第一階段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指數分析後，選取社會脆弱性最低的上安

村進行質性研究，探討上安社區居民受到生計資產、限制和外部影響下，社區居民將

如何經驗、回應和處理環境變動。藉此得知社會脆弱性的本質特性、原因及機制，以

達到提升調適能力，和降低暴露及敏感性。 

(一)變動的暴露與敏感性 

在上安社區歷經 1996年賀伯颱風、1999年 921地震及 2001年桃芝颱風。當災

害真正發生時，居民對原本環境安全的認知逐漸瓦解，使得原本當地人認為的「上安

村，尚安全」，現在卻變成「惡山惡水」。面對脆弱的土地，變動的氣候狀態，傳統上

居民對土石流災害的認知，已無法應付未來更多的災害。 

上安社區居民的主要生計活動為農業，農田一旦遭遇土石洪流災害，生計來源頓

失，居民只能到處打零工。未遭土石掩蓋的農作物，亦需面臨灌溉用水中斷的問題，

以及溪床疏浚造成微地形的改變，使部分水源源頭改變。此外，災後社區居民的生計

得大量依賴外援，也是災害後居民較難回復正常生活的原因之一，災前為求生計來源，

社區居民大規模地種植經濟作物，遇到災害發生時經濟作物受損或無法外送，使居民

的投入有去無回。除了農業收成外，原先社區內推動的生態旅遊也深受影響，遊客受

到媒體傳播的影響，對當地為「土石流災區」有相當深刻的印象。 

(二)變動的調適性與影響因素 

本研究主要以桃芝颱風過後的土石流災害調適為分析內容，研究發現居民災害識

覺與經驗、緊密的社會網絡、多樣化的生計、制度及經濟援助，將有助於提升上安社

區的調適能力。 

1.居民災害識覺與經驗 

經歷桃芝後，上安社區居民對於颱風的相關訊息，如登陸地點、時間與降雨量等，

敏感度增加，雖然盡信新聞，但居民透過自我的感知，輔以過往的經驗，會決定是否

採取撤離行動。此外，居民也會在家戶內或鄰里間彼此討論所接受到的資訊，及當地

天氣狀況的變化。這些在地知識建立於傳統價值與實踐的行為規範上，已經發展為管

理環境狀態的重要知識。此知識乃透過與土地的經驗，或從長者口中聽到或向有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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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親朋好友學習。相關研究指出處理災害的在地知識是動態的，是不停地演育和更新，

且從觀察和不斷地由錯誤的經驗中修正 (Stevenson, 1997; Usher, 2000)。 

2.緊密的社會網絡 

相關研究也提出社會網路是構成調適能力的重要因素，且可提升安全感並降低風

險(Adger, 2003; Robards and Alessa, 2004)。上安社區透過專業團隊輔導推動產業再造

及防災工作後，社區重建及發展工作進展更加顯著，居民向心力的凝聚及自主防災的

能力，亦獲得相當的提升。居民藉由社區營造提案的管道，可擴增防災社區的協力資

源。「社區防救災總體營造計畫」實施至今，雖然上安社區未再傳出重大災情，但由

於地處土石流潛勢地區，為了維繫居民災害認知與防救災工作推動，仍常藉由定期召

開社區會議的方式，會合社區核心幹部與一般居民，共同關心環境與災害議題。社區

藉由分享災害管理的知識，溝通風險與調適策略的訊息更加順暢，當社區居民具有強

烈的社區意識和互相幫助之情感時，有助於提升社區面對災害時的回應能力，並動員

組成災害救援隊。 

3. 多樣化的生計 

為了解決社區居民的生計問題，社區協會推動多樣性的產業活動，可作為管理災

害風險的策略(Adger, 2003; Barnett, 2001)。1999年起，上安社區因九二一地震及桃芝

風災等受到嚴重打擊，便以休閒文化產業做為帶動災民進行產業重建工作的第一步。

但當上安社區首先將農業由初級產業提升為二級產業，卻得面臨與大型加工業者競爭

的挑戰，因此，發展上需以特殊性與多樣性取勝，更須透過服務的觀念，使消費者不

僅是在購買商品，而是在感受一種服務與旅遊氛圍。因此，上安社區藉由多樣性生計，

一方面可以增加家庭收入，並可透過付出、肯定自我的價值，凝聚社區的力量。 

4. 制度及經濟援助 

桃芝風災後外界(包括媒體與政府)普遍關注三廍坑溪的土石流災害治理，因此災

後鄉公所與水保局皆有經費投入三廍坑溪整治工程。近年上安社區申請補助經費則由

工程建設轉移到產業活動推廣，社區開始進行社區培力與環境改造部分。上安社區為

了爭取更多補助經費，必須主動向 921 重建會、文建會等單位申請補助資源，以利

防災社區運作。社區制度愈完善，愈容易爭取到協力管道的進駐，資源也就愈充足。

在政府組織的人力及經費挹注下，目前居民對於防災社區工作的參與，均能做到預警

監控與避難疏散工作，並且於颱風來臨之前，防災社區組織也能按照專業團隊所規劃

的職責，進行預警資訊收集以及潛勢區域監控。相關研究亦皆指出良好的治理制度可

提升系統的彈性，減少族群或地方被排除在外，並可降低識覺的脆弱性和結構性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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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Eriksen et al.,2005; Bellivear et al.,2005; Adger, 2006)。 

(三)新的脆弱性問題 

上安社區自 2001年發生桃芝颱風以來，皆暴露在土石流災害的威脅下。在長期

的調適過程中，雖已逐漸降低社區的社會脆弱性，然而發展至今十年來卻也出現新的

脆弱性問題，包括災害識覺逐漸弱化、社區資源分配不公、弱勢族群更加脆弱、工程

並非完全可靠及生態環境更加脆弱等。藉此也說明社會脆弱性具有時間的變動性。 

 

四、指標評估之討論 

在評估方法上，本研究第一階段的社會脆弱性評估，為建立社會脆弱性的指標體

系之架構，以進行社會脆弱性之指數分析。其建立程序為蒐集社會與經濟變數等統計

資料，並將資料庫的資料轉換成標準計分，再進行社會脆弱性要素的分級並繪製成社

會脆弱性地圖，以確認最具社會脆弱性的「熱點」，此方法應用在政策擬定及解決實

際問題上具有相當重要的參考價值。然而本研究發現以「指標」為基礎的社會脆弱性

評估，卻也面臨許多的限制，如下幾點： 

第一，社會脆弱性指標在設計與量測上是受限制的，且社會脆弱性指標的選擇與

權重未經過形成因子及過程的假設試驗，可能並非完全正確。雖然本研究指標選擇是

透過前人研究及專家問卷法所建立的，但是連結上則較為薄弱且僅能描述說明。 

第二，對於地方多重的社會脆弱性因素與壓力源之複雜性，若進行量化指標評估

時則容易忽略地方內部的差異性。 

第三，無法表現調適能力在時間上的轉變。 

第四，無法檢視限制或有助於地方尺度的調適能力之原因。 

是故，本研究第二階段的社會脆弱性評估則以「地方」為研究基礎，且重視「地

方脈絡」的研究，由局內人 (insider) 的觀點獲得社會脆弱性的本質、原因及機制，

以達到提升調適能力和降低暴露及敏感性，不僅可凸顯地方性且可豐富量化研究的不

足。在本文質性研究中發現，「災害識覺與經驗」、「社會網絡」、「多樣化生計」及「制

度與經濟援助」是土石流災害發生時，居民社會脆弱性與調適過程中重要的影響因素。

然而，經德爾菲專家問卷法與層級程序分析法取得的評估項目，依序為「人口」、「社

會」、「災後調適措施」、「災時應變能力」、「災害風險識覺」及「防救災資源」。相異

之處為專家問卷較重視系統本身的暴露與敏感性層面中「人口」與「社會」評估項目，

其次為地方居民的調適能力層面，而質性研究則強調社會脆弱性受制度與社區內在的

文化與社會關係影響最大，同時也呈現出社會脆弱性在時間上的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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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研究貢獻研究貢獻研究貢獻研究貢獻 

一、在學術方面  

(一)研究架構與方法  

有鑑於國內目前尚未發展適合臺灣且健全的社會脆弱性評估方法，本研究主要參

考 O’Brien et al.(2004)和 Nass et al.(2006)以跨尺度的方法結合國家與地方尺度。在國

家尺度上以量化評估國家最具脆弱的「熱點」及最低脆弱性的地區；在地方尺度上以

質性研究探討地方在發展調適能力的限制因素。但與 O’Brien et al.(2004)和 Nass et 

al.(2006)研究不同之處在於，在國家尺度研究上，臺灣因為長久與國際社會的接軌程

度不高，資料可及性較低，以致於在分析上較難取得完整且正確的資料，故本研究僅

以「地方」為尺度，嘗試運用量化的指標評估和質性研究，以豐富地方尺度下土石流

災害的社會脆弱性評估，並瞭解地方決策是如何被形塑的過程，以利提供減災與調適

策略。 

透過此研究架構不僅更能符合國內多元的地方差異，也可提供日後相關研究方法

的參考。在實際應用上，本研究可以呈現出地方在土石流災害風險下的「量」(相對

大小)，更顯示出「質」的差異。決策者可以快速地掌握出在不同社會經濟條件下的

災害「熱點」，也可依據各地區較脆弱的社經特徵，透過相關政策予以改善；或透過

減災策略降低「危害」發生規模及頻率。 

 

(二)研究概念 

1.在量化評估社會脆弱性上，多數的研究皆選取較為「靜態」的指標 (Cutter et al., 2003；

陳樹群等，2005；吳杰穎和江宜錦，2008；李欣輯等，2010)，例如種族、老年人

口、身心障礙人口及中低收入戶等，大多數據資料來自政府官方統計，具有資料取

得方便等優點，但卻往往忽略社會脆弱性是動態的概念。再者，相較於 Cutter et al. 

(2003)選取 42項社會脆弱性指標研究美國各「郡」（county）較大的空間單元（數

千平方公里）進行評分，而本研究則以各「村」為單元（數平方公里），運用較細

緻的在地資料才能確實「降低社會脆弱性」。是故，本研究嘗試運用問卷調查的方

式探討社區的防災能力及居民的調適能力，並轉化為評估指標，藉以更加充實社會

脆弱性指標的內涵。 

2.本研究為了更加整體地理解社區的脆弱性，嘗試以地理學研究傳統「人地互動」進

行分析，以探討社區的發展歷程、社會網絡及運作機制等內在本質，如此對於災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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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應與災後的回復過程才能予以連貫與結合，較能有效提供觀看災害的多方面

向。 

二、在實務方面  

量化評估社會脆弱性的方法為「建立指標架構」以形成社會脆弱性指數，以確認

最具脆弱性的「熱點」。此方法應用在政策擬訂及解決實際問題上具有相當重要的參

考價值。然而對於地方多重脆弱性因素與壓力源的複雜性及變動性，若以量化社會脆

弱性指標進行評估時往往容易忽略內部的差異性。故本研究透過在地觀察，以論述土

石流災害對社區的脆弱性，可提供更為細緻地探討影響社區暴露、限制和有助於調適

性之因素。希冀本文能作為未來研究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之架構，並可做為其他

社區日後持續推動防災工作之重要借鏡。 

 

 

 

 

 

 

 

 

 

 

 

 

 

 

 

 

 

 

 

 

 



 

 164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研究限制與建議研究限制與建議研究限制與建議 

7-2-1研究限制 

一、統計資料不足 

部份資料並無完整之二手資料來源，造成本研究須以現地調查或由相近資料進行

推估，來完成其各項資料之評分。臺灣應針對資料準備的部分，從資料收集、查核、

提供、追蹤做更長期性的累積研究。 

二、專家問卷對象不足 

本研究問卷樣本上，主要是以研究災害脆弱性相關之學界、政府部門的專家學者，

建議可將其樣本擴大至社會經濟相關領域之專家學者，如：災民經濟及心理、社區營

造等相關研究方面，以獲得跨領域之不同建議與評斷其造成社會脆弱性之因子，使指

標更能反映造成災害的社會脆弱性。 

 

7-2-2研究建議 

一、在學術方面  

(一)指標資料 

未來應持續進行社會脆弱性因子之研究與探討，瞭解不同因子之間的關係與其重

要性，以求社會脆弱性指標的正確性。此外，本研究亦面臨重要社會脆弱性指標的資

料卻難以取得之問題，未來可與相關政府部門合作，協力進行資料調查，取得重要指

標之統計資料，以更精確的描述各地區之社會脆弱性狀況。 

(二)強化評估體系 

本研究之評估指標選取24 個，包括暴露與敏感性、社區防災能力與居民調適能

力三個層面。但是一地的社會脆弱性並非單單只從這幾個層面即可評估完整，尚有很

大的討論空間可以做其他面向的討論，例如政治方面的影響因素、社區防災決策機制、

社區領袖特質及相關防災政策的制定等，可於後續研究上將質性指標進行量化分級，

以納入整體評估中。 

(三)指標權重之計算 

本文雖選擇層級程序分析法，以此作為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之評估指標與權

重值。然而是否為最合適的研究方法，仍有待不同研究方法的比較分析，例如採用模

糊德爾菲分析法(Fuzzy Delphi)或是分析網路程序法(Analytic Network Process)，使估

算指標的權重值更加正確。此外，後續研究也可透過網格評估法，以模擬各地區的暴

露量、災害的社經衝擊及社會脆弱性。若以較細的網格為分析單元，將更能符合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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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各地區內社會經濟特性、人口及產業發展的空間差異。 

二、在實務方面：  

(一)結合「永續性」概念建立評估指標 

「永續性」的概念是結合過去、現在和未來動態的時間架構，應被不斷地檢討和

重新調整。為了提供決策者更迅速的政策擬定，需要更明確的指標和統計方法。然而，

全球資料分析將有助於全球或國家層級的決策，但是對臺灣而言應要加強「地方性」

的研究，及更多的數據資料來支援，以提供社會脆弱性指標更具體的討論，並進而降

低風險。因此，應該從認識災害社會脆弱性指標的意義開始做起，進而依據相關的指

標，逐步建構出從系統到社會架構的整體社會脆弱性評估。 

(二)社會脆弱性地圖協助政策之規劃 

社會脆弱性地圖除了在土石流災害應變時可作為防救災指揮官對於不同地區狀

況的瞭解，也可以配合自然脆弱性因子做出正確有效的判斷，協助救災的進行。此外，

社會脆弱性地圖更是減災與災前備災重要的風險管理參考依據，幫助政府進行相關政

策之規劃與推行。相關推行工作包括災前規劃、加強及細化國家或地區災害潛勢研究，

以提供調適策略、減災及緊急應變需求等準備。 

(三)土石流災害管理之參考 

本研究結果顯示水里鄉各村的社區防災能力及居民調適能力，可提供未來地方政

府在實質防救災上的建議。針對表現較差的村里，應加強防救災資源之投入，以及透

過軟體面向之政策規劃，來降低水里鄉境內社會脆弱程度較高的地區，同時妥善將資

源分配在實際需求的地區，以避免防救災資源分配過剩或不足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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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 

南投縣水里鄉土石流潛勢溪流基本資料表南投縣水里鄉土石流潛勢溪流基本資料表南投縣水里鄉土石流潛勢溪流基本資料表南投縣水里鄉土石流潛勢溪流基本資料表 

 

 

 

 

 

 

 

編號 鄉鎮 村里 溪流名稱 地標 
發生

潛勢 

保全住

戶 
舊溪流編號 

投縣 DF164  水里鄉  上安村  墓仔埔溪  台 21 線 84.5K  高   5 戶以上  南投 N019 

投縣 DF165 水里鄉 上安村 陳有蘭溪支流  
上安橋,上安村活動

中心  
高  5 戶以上 南投 071 

投縣 DF174 水里鄉 民和村 瓢坑  民和國中  低  5 戶以上 南投 A085 

投縣 DF175 水里鄉 民和村 益則坑(齷齪坑) 民和橋  中  5 戶以上 南投 A084 

投縣 DF159  水里鄉  玉峰村  清水溝溪支流  玉瑞橋  高   1~4 戶   南投 A092 

投縣 DF153  水里鄉  車埕村  水里溪  明湖二號橋  高   1~4 戶   南投 053 

投縣 DF154 水里鄉 車埕村 大觀  明潭十號橋  中  1~4 戶  南投 051 

投縣 DF155 水里鄉 車埕村 大觀  麻竹湖,明潭二號橋 低  1~4 戶  南投 050 

投縣 DF156 水里鄉 車埕村 水里溪支流  明潭一號橋  中  1~4 戶  南投 A089 

投縣 DF166  水里鄉  郡坑村  陳有蘭溪支流  郡安橋  高   5 戶以上  南投 070 

投縣 DF167 水里鄉 郡坑村 陳有蘭溪支流  郡坑橋  高  5 戶以上 南投 069 

投縣 DF168 水里鄉 郡坑村 郡坑溪  郡坑  中  1~4 戶  南投 A087 

投縣 DF171  水里鄉  頂崁村  松柏坑  靜和橋  高   1~4 戶   南投 A116 

投縣 DF172 水里鄉 頂崁村 松柏坑  大灣  低  1~4 戶  南投 A115 

投縣 DF169  水里鄉  新山村  陳有蘭溪支流  南平坑  中   5 戶以上  南投 068 

投縣 DF170 水里鄉 新山村 陳有蘭溪支流  新山國小  高  5 戶以上 南投 025 

投縣 DF157  水里鄉  新城村  濁水溪支流  成城國小  高   5 戶以上  南投 A090 

投縣 DF158 水里鄉 新城村 濁水溪支流  無  中  1~4 戶  南投 A091 

投縣 DF150  水里鄉  新興村  鹿寮坑溪  車坪崙二號橋  中   1~4 戶   南投 056 

投縣 DF151 水里鄉 新興村 水社水尾溪  新興國小  中  5 戶以上 南投 055 

投縣 DF152 水里鄉 新興村 大觀  明湖四號橋  高  1~4 戶  南投 A114 

投縣 DF176  水里鄉  鉅工村  濁水溪支流  社子橋  低   5 戶以上  南投 A088 

投縣 DF160  水里鄉  興隆村  陳有蘭溪支流  林明橋  高   1~4 戶   南投 065 

投縣 DF161 水里鄉 興隆村 南平坑  興隆國小  低  1~4 戶  南投 A117 

投縣 DF162 水里鄉 興隆村 陳有蘭溪支流  德興橋  高  1~4 戶  南投 066 

投縣 DF163 水里鄉 興隆村 陳有蘭溪支流  鹿寮坑  高  無住戶  南投 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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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二二二二】】】】 

專家意願調查專家意願調查專家意願調查專家意願調查 

教授 ，您好： 

我是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的學生，目前從事的研究為「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

弱性評估指標之研究」，目的在於以社會脆弱性之觀點，建立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

性之評估指標，亦於建立之後，使用此指標系統評估所選定的土石流災害地區之社會

脆弱性。 

 

貴教授為國內災害與脆弱性兩方面相關研究之先進，因此擬請您能夠應允擔任本

研究之德爾菲與層級程序分析法之專家小組成員，針對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評估

指標提供您寶貴的意見，本研究將藉由您的意見使研究更臻完美。 

 

本研究所需填答之問卷一共分為兩階段，第一階段為德爾菲專家問卷，第二階段

為層級程序分析法，在兩階段中您所提供之意見僅供學術研究分析之用，絕無涉及權

益問題。 

 

如貴教授願意參予本研究之專家小組，敬請填妥下列回函，表明願意參加之意願，

並回擲研究者，以便早日與您聯繫，感謝您撥冗參加。 

請問您是否願意撥冗擔任本研究請問您是否願意撥冗擔任本研究請問您是否願意撥冗擔任本研究請問您是否願意撥冗擔任本研究之專家小組成員之專家小組成員之專家小組成員之專家小組成員？？？？_________ 

敬祝 

教安 

 

 

 

 

 

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 

指導教授：徐勝一  博士 

研究學生：陳志嘉  敬上 

聯絡電話：02-77341655 

手    機：0931-221647 

E-mail：jijiachen@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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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三三三三】】】】 

研究說明函研究說明函研究說明函研究說明函 

 

研究主題：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評估指標之研究 

研究說明： 

有鑑於近年來國際學術上對於災害脆弱性研究的重視，再加上臺灣為海島國家在

面對全球環境變遷時，相對於其他國家更顯得脆弱。尤其是在極端氣候影響下，山坡

地土石流災害每年均造成該區居民生命財產的嚴重損失。由此，本文針對土石流災害

進行社會脆弱性評估指標之研究，以做為未來政府在災害管理上的決策參考。 

本研究評估流程為先透過國內外文獻回顧，初擬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之指標

系統。第二，並利用德爾菲法（Delphi Method），借重專家特殊經驗與知識，讓專家

們腦力激盪，透過問卷調查，以反覆回饋的方式，將專家意見差異降到最低，確認出

各層級的指標。第三，使用層級程序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計算出各

層級的指標權重。最後，進行南投縣水里鄉各村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之指數分析，

以確認社會脆弱性較高及較低的地區。 

 

研究步驟圖： 

 

 

 

 

 

 

 

 

 

 

 

 

 

 

 

 

 

 

 

 

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 

暴露與敏感性構面 社區防災能力構面 居民調適能力構面 

水里鄉各村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指數分析 

初擬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指標 

建立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指標系統 

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指標系統各指標權重 

德爾菲法專家問卷 

層級程序分析法專家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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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四四四四】】】】 

德爾菲問卷第一回德爾菲問卷第一回德爾菲問卷第一回德爾菲問卷第一回 

 

教授，您好： 

 

非常感謝您願意於百忙之中撥冗填寫「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評估指標之研究」

中所設計之德爾菲法及層級程序分析法之問卷，本研究之諮詢問卷分為兩個階段，此

為第一階段之德爾菲專家問卷之第一回，敬請填答完後，儘快於九十八年十月二日前

回擲研究者，本研究非常期待您的寶貴意見，再次感謝您。 

敬請在填答完後，儘快利用電子郵件信箱:jijiachen@ntu.edu.tw，傳遞填答結果。 

如有疑問，請與研究生陳志嘉聯繫， 

聯絡電話：02-77341655 

手    機：0931-221647 

E-mail：jijiachen@ntu.edu.tw 

 

敬祝 

時祺 

 

 

 

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 

指導教授：徐勝一  博士 

研究學生：陳志嘉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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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  指標之層級架構與評估項目及指標之說明指標之層級架構與評估項目及指標之說明指標之層級架構與評估項目及指標之說明指標之層級架構與評估項目及指標之說明 

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之評估指標說明表 

評估評估評估評估

構面構面構面構面 

評估評估評估評估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評估指標評估指標評估指標評估指標 說明與定義說明與定義說明與定義說明與定義 

暴露

與敏

感性 

人口 女性人口 女性因較缺乏資源的取得與影響性，面對緊急事故發生

時，在整備狀況及調適程度會較不足，在災後也會有較

低的復原能力 

定義：地區女性人口比例 

幼年人口 因幼年人口社會認知與應變經驗較不足，在面對災害時

須給予照料與協助，無法以自身力量抵抗或應變災害，

且在災後也較不具有快速復原的能力 

定義：地區 0-14歲以上人口比例 

老年人口 老年人口可能會有較豐富的災害應變處理經驗，但由於

身體各項機能的退化，較不易採取及時因應作為，無法

以自身力量抵抗或應變災害，於面對災害事件時須給予

較多協助與照料，且在災後也較不具有快速復原的能力 

定義：地區 65 歲以上人口比例 

教育程度 教育程度較低者因為對於文字型的警報訊息認知有

限，故較難以接收文字型的警告訊號，以致影響緊急應

變的處理能力 

定義：地區 15 歲以上高等教育程度人口比例 

社會 身心障礙人口 因生理或心理因素（如視覺、聽覺、肢體、智能、失智、

多重障礙等），於參與社會及從事生產活動時，功能會

受到限制或無法發揮，尤其在面對災害事故時，更會受

到影響而需特別照顧 

定義：地區身心障礙人口比例 

獨居老人人口 因年紀大、反應相對較為遲緩，如身體諸多機能的老化

再加上單獨居住，不但難以對緊急事故或訊息採取適當

的反應，甚或需要外界的力量才能排解困難 

定義：地區獨居老人人口比例 

單親家庭 通常單親家庭的經濟能力較低且需獨自照料家中重

擔，在面臨災害時應變能力不足，且災後調適能力也較

低 

定義：地區單親家庭戶口數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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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 中低收入人口 中低收入則因欠缺保險與取得其他財物資源的能力，而

難以吸收災害所造成的損失與進行復原重建，且一般居

住於擁擠的環境、缺乏重要維生管線、公共設施與緊急

服務的支援，而帶來更大的傷亡 

定義：地區中低收入戶人口比例 

就業人口 就業人口比例愈高，經濟收入較穩定，當受土石流災害

的衝擊愈大，脆弱性愈低 

定義：地區居民就業的人口比例 

社區

防災

能力 

防救

災資

源 

準備避難物資 欲瞭解災害發生時，社區中是否能夠在第一時間進行人

員安頓 

定義：社區是否擁有避難物資 

準備救災裝備 欲瞭解災害發生時，社區中是否能夠在第一時間進行搶

救 

定義：社區是否擁有救災裝備 

社區救援隊 瞭解在災害來臨時，社區中是否具有完善的救援組織或

是只要有充足的人力但無工作分配的狀況下，對抗災害

的反應程度 

定義：社區是否擁有社區救援組織 

防災

演練 

舉辦防災演練 對於有災害經驗或曾經有過防災演練之社區，對於災害

發生與防範是否有較高的警覺性 

定義：社區是否舉辦防災演練 

規劃疏散避難路

線 

瞭解在災害發生前或當時，是否能有效且即時將居民疏

散 

定義：社區是否規劃疏散避難路線 

居民

調適

能力 

災害

風險

識覺 

受災經驗 在災害頻繁地區的居民，通常對於災害的發生具有較高

敏感度，有助於防範災害發生，進而降低災害脆弱性 

定義：地區居民是否有過土石流災害的經驗 

未來受災機率 居民對於未來可能受災的機率愈高，表示災害風險識覺

高，有助於防範災害發生，進而降低災害脆弱性 

定義：地區居民預測未來可能受災的機率 

災後

調適

措施 

尋求協助的能力 居民遭遇災害後，若尋求協助能力愈高，則調適能力愈

高，有助於降低脆弱性 

定義：地區居民對於土石流災害所尋求支援的能力 

災後調適的能力 居民於災後有採取調適措施，可降低下次災害的脆弱程

度 

定義：地區居民對於土石流災害所採取的調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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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  衡量指標之適宜性衡量指標之適宜性衡量指標之適宜性衡量指標之適宜性 

 

以下為本研究研擬出的「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評估之指標項目，請您依據

各評估項目的適宜性，配合指標架構與內容之適當性予以評估，若您認為各指標問項

之考量於本研究中是適合的，請您於“適當＂一欄打勾；反之，則請您於“不適當＂一

欄打勾，並於“建議＂一欄中給予研究者修正之建議。 

 

一、評估構面之適宜性 

評估構面評估構面評估構面評估構面 適當適當適當適當 不適當不適當不適當不適當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暴露與敏感性    

 

社區防災能力    

 

居民調適能力    

 

是否有其他構面應該包含於本研究中，或是其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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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評估項目與評估指標之適宜性 

請您依據各評估項目所能反應出各個構面之適宜性進行評估，並於之後再依據各

評估因子所需反應之項目，評估本研究所擬定之評估指標，倘若無法適切反應，煩請

您建議如何增刪或是移動。 

 

(一)就暴露與敏感性暴露與敏感性暴露與敏感性暴露與敏感性構面而言，下列評估項目與評估指標之適宜性 

暴露與敏感性構暴露與敏感性構暴露與敏感性構暴露與敏感性構

面之評估項目面之評估項目面之評估項目面之評估項目 

適當適當適當適當 不適當不適當不適當不適當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人口    

 

社會    

 

經濟    

 

是否有其他暴露與敏感性暴露與敏感性暴露與敏感性暴露與敏感性構面之評估項目應包含於本研究中？ 

 

 

 

 

 

評估項目評估項目評估項目評估項目 評估指標評估指標評估指標評估指標 適當適當適當適當 不適當不適當不適當不適當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人口 女性人口    

 幼年人口    

 老年人口    

 教育程度    

社會 身心障礙人口    

 獨居老人人口    

 單親家庭    

經濟 中低收入人口    

 就業人口    

是否有其他評估指標應包含於本研究之暴露與敏感性暴露與敏感性暴露與敏感性暴露與敏感性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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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社區防災能力社區防災能力社區防災能力社區防災能力構面而言，下列評估項目與評估指標之適宜性 

社區防災能力構社區防災能力構社區防災能力構社區防災能力構

面之評估項目面之評估項目面之評估項目面之評估項目 

適當適當適當適當 不適當不適當不適當不適當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防救災資源    

 

防災演練    

 

是否有其他社區防災能力社區防災能力社區防災能力社區防災能力構面之評估項目應包含於本研究中？ 

 

 

 

 

 

評估項目評估項目評估項目評估項目 評估指標評估指標評估指標評估指標 適當適當適當適當 不適當不適當不適當不適當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防救災資源 準備避難物資    

 

準備救災裝備    

 

社區救援隊    

 

防災演練 舉辦防災演練    

 

規劃疏散避難路線    

 

是否有其他評估指標應包含於本研究之社區防災能力社區防災能力社區防災能力社區防災能力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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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就居民調適能力居民調適能力居民調適能力居民調適能力構面而言，下列評估項目與評估指標之適宜性 

居民調適能力構居民調適能力構居民調適能力構居民調適能力構

面之評估項目面之評估項目面之評估項目面之評估項目 

適當適當適當適當 不適當不適當不適當不適當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災害風險識覺    

 

災後調適措施    

 

是否有其他居民調適能力居民調適能力居民調適能力居民調適能力構面之評估項目應包含於本研究中？ 

 

 

 

 

 

評估項目評估項目評估項目評估項目 評估指標評估指標評估指標評估指標 適當適當適當適當 不適當不適當不適當不適當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災害風險識覺 受災經驗    

 

未來受災機率    

 

災後調適措施 尋求協助的能力    

 

災後調適的能力    

 

是否有其他評估指標應包含於本研究之居民調適能力居民調適能力居民調適能力居民調適能力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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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第三部份第三部份第三部份  層級程序分析法層級程序分析法層級程序分析法層級程序分析法(AHP)決策之有效性決策之有效性決策之有效性決策之有效性 

說明： 

本研究於第一階段德爾菲專家問卷收斂之後，將繼續進行第二階段之層級程序分

析法之問卷調查，煩請先進依據本研究採用AHP方法來進行指標權重評估之適宜性予

以評估，若操作方法對本研究而言是適當的，請於“適當＂欄位打勾；反之，請於“不

適當＂欄位打勾，並於“建議＂一欄說明原因及給予本研究修正之建議。 

 

一、層級程序分析法使用之適宜性 

問題 適當 不適當 建議 

您認為本研究使

用層級程序分析

法來進行「土石流

災害的社會脆弱

性評估指標」之權

重分析是否適

宜？ 

   

 

二、層級程序分析法之相對重要性區間之適宜性 

請您依據下列層級程序分析法相對重要性區間之範例，評估本研究使用AHP 法

評定權重時使用範例中的九個區間來表示之適宜性，若適當，則於該欄位打勾；反之，

則於“不適當＂欄位打勾，並於“建議＂一欄給予本研究修正之建議。 

1.適當_______ ； 

2.不適當_______，建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範例： 

以「健康」與「財富」為例，若認為「財富」比「健康」重要，且其強度為頗強，請

於「頗強」3：1欄位中打勾。 

 指標強度  

因子 絕強 極強 頗強 稍強 等強 稍弱 頗弱 極弱 絕弱 因子 

5：1 4：1 3：1 2：1 1：1 1：2 1：3 1：4 1：5 

財富   Ｖ       健康 

 

 

 

～～感謝先進您的熱情協助與寶貴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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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五五五五】】】】 

德爾菲專家問卷德爾菲專家問卷德爾菲專家問卷德爾菲專家問卷─第二回第二回第二回第二回 

 

教授，您好： 

非常感謝您願意於百忙之中撥冗填寫「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評估指標」之研

究中所設計之德爾菲法及層級程序分析法之問卷，依據第一回的問卷，研究者得到許

多專家學者的意見，經過彙整與參考過相關文獻後，將第一回問卷依據專家學者們的

意見予以修正，爾後設計此第二回問卷。 

 

為方便專家學者們的填寫，此回問卷將分為三個部份，第一部份為修改與增列之

後的指標項目與層級之說明，第二部份將直接以表格呈現第一回問卷中所增列之指標

與項目，使各位填寫時可以直接對照第一部份之說明，給予建議。第三部份則直接將

第一回問卷中沒有修改、僅增加說明或是僅修正評估項目名稱之問項列出，並彙整出

第一回問卷所得之結果，給予填答者參考與決定之用。 

 

本研究之諮詢問卷分為兩個階段，此為第一階段之德爾菲專家問卷之第二回，敬

請填答完後，於九十八年十一月十三日之前回擲研究者，本研究非常期待您的寶貴意

見，再次感謝您。 

 

敬請在填答完後，儘快利用電子郵件信箱:jijiachen@ntu.edu.tw，傳遞填答結果。 

如有疑問，請與研究生陳志嘉聯繫， 

聯絡電話：02-77341655 

手    機：0931-221647 

E-mail：jijiachen@ntu.edu.tw 

 

敬祝 

時祺 

 

 

 

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 

指導教授：徐勝一  博士 

研究學生：陳志嘉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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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  指標之層級架構與評估項目及指標之說明指標之層級架構與評估項目及指標之說明指標之層級架構與評估項目及指標之說明指標之層級架構與評估項目及指標之說明 

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之評估指標說明表 

評估

構面 

評估

項目 

評估指標 說明 

暴露

與敏

感性 

人口 保全人口保全人口保全人口保全人口

(增列增列增列增列) 

保全人口數較多保全人口數較多保全人口數較多保全人口數較多，，，，在面對災害時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以進行在面對災害時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以進行在面對災害時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以進行在面對災害時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以進行

應變處理應變處理應變處理應變處理，，，，同時也相對增加災害發生的複合影響程度同時也相對增加災害發生的複合影響程度同時也相對增加災害發生的複合影響程度同時也相對增加災害發生的複合影響程度 

女性人口 女性因較缺乏資源的取得與影響性，面對緊急事故發生時，

在整備狀況及調適程度會較不足，在災後也會有較低的復原

能力 

幼年人口 因幼年人口社會認知與應變經驗較不足，在面對災害時須給

予照料與協助，無法以自身力量抵抗或應變災害，且在災後

也較不具有快速復原的能力 

老年人口 老年人口可能會有較豐富的災害應變處理經驗，但由於身體

各項機能的退化，較不易採取及時因應作為，無法以自身力

量抵抗或應變災害，於面對災害事件時須給予較多協助與照

料，且在災後也較不具有快速復原的能力 

教育程度 教育程度較低者因為對於文字型的警報訊息認知有限，故較

難以接收文字型的警告訊號，以致影響緊急應變的處理能力 

社會 身心障礙人

口 

因生理或心理因素（如視覺、聽覺、肢體、智能、失智、多

重障礙等），於參與社會及從事生產活動時，功能會受到限

制或無法發揮，尤其在面對災害事故時，更會受到影響而需

特別照顧 

獨居老人人

口 

因年紀大、反應相對較為遲緩，如身體諸多機能的老化再加

上單獨居住，不但難以對緊急事故或訊息採取適當的反應，

甚或需要外界的力量才能排解困難 

單親家庭 通常單親家庭的經濟能力較低且需獨自照料家中重擔，在面

臨災害時應變能力不足，且災後調適能力也較低 

經濟 中低收入人

口 

中低收入則因欠缺保險與取得其他財物資源的能力，而難以

吸收災害所造成的損失與進行復原重建，且一般居住於擁擠

的環境、缺乏重要維生管線、公共設施與緊急服務的支援，

而帶來更大的傷亡 

就業人口 就業人口比例愈高，經濟收入較穩定，當受土石流災害的衝

擊愈大，脆弱性愈低 

社區

防災

能力 

防救

災資

源與

準備避難物

資 

欲瞭解災害發生時，社區中是否能夠在第一時間進行人員安

頓 

準備救災裝 欲瞭解災害發生時，社區中是否能夠在第一時間進行搶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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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組織組織組織

(修正修正修正修正) 

備 

社區救援隊 瞭解在災害來臨時，社區中是否具有完善的救援組織或是只

要有充足的人力但無工作分配的狀況下，對抗災害的反應程

度 

防災

演練 

舉辦防災演

練 

對於有災害經驗或曾經有過防災演練之社區，對於災害發生

與防範是否有較高的警覺性 

規劃疏散避

難路線 

瞭解在災害發生前或當時，是否能有效且即時將居民疏散 

通報通報通報通報

系統系統系統系統

(增列增列增列增列) 

通訊設備通訊設備通訊設備通訊設備

(增列增列增列增列) 

欲瞭解在颱風豪雨時欲瞭解在颱風豪雨時欲瞭解在颱風豪雨時欲瞭解在颱風豪雨時，，，，社區中是否能夠即時對上對下傳遞訊社區中是否能夠即時對上對下傳遞訊社區中是否能夠即時對上對下傳遞訊社區中是否能夠即時對上對下傳遞訊

息息息息，，，，下達疏散指示及對外通報社區狀況下達疏散指示及對外通報社區狀況下達疏散指示及對外通報社區狀況下達疏散指示及對外通報社區狀況 

預警系統預警系統預警系統預警系統

(增列增列增列增列) 

欲瞭解社區中居民是否能在大雨來臨時欲瞭解社區中居民是否能在大雨來臨時欲瞭解社區中居民是否能在大雨來臨時欲瞭解社區中居民是否能在大雨來臨時，，，，隨時掌握社區環境隨時掌握社區環境隨時掌握社區環境隨時掌握社區環境

狀況狀況狀況狀況，，，，評估其危險性評估其危險性評估其危險性評估其危險性 

居民

調適

能力 

災害

風險

識覺 

受災經驗 在災害頻繁地區的居民，通常對於災害的發生具有較高敏感

度，有助於防範災害發生，進而降低災害脆弱性 

未來受災機

率 

居民對於未來可能受災的機率愈高，表示災害風險識覺高，

有助於防範災害發生，進而降低災害脆弱性 

未來受災損未來受災損未來受災損未來受災損

失程度失程度失程度失程度(增增增增

列列列列) 

居民對於未來可能受災的損失程度愈高居民對於未來可能受災的損失程度愈高居民對於未來可能受災的損失程度愈高居民對於未來可能受災的損失程度愈高，，，，表示災害風險識覺表示災害風險識覺表示災害風險識覺表示災害風險識覺

高高高高，，，，有助於防範災害發生有助於防範災害發生有助於防範災害發生有助於防範災害發生，，，，以降低災害脆弱性以降低災害脆弱性以降低災害脆弱性以降低災害脆弱性 

災時災時災時災時

應變應變應變應變

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增列增列增列增列) 

災害資訊的災害資訊的災害資訊的災害資訊的

取得取得取得取得(增列增列增列增列) 

人們對風險資訊的來源與對資訊來源的信任程度人們對風險資訊的來源與對資訊來源的信任程度人們對風險資訊的來源與對資訊來源的信任程度人們對風險資訊的來源與對資訊來源的信任程度，，，，會決定及會決定及會決定及會決定及

影響民眾對各項環境與風險的識覺態度影響民眾對各項環境與風險的識覺態度影響民眾對各項環境與風險的識覺態度影響民眾對各項環境與風險的識覺態度，，，，如經由傳播媒體的如經由傳播媒體的如經由傳播媒體的如經由傳播媒體的

管道獲得災害的相關知識就會影響其對災害的識覺及調適管道獲得災害的相關知識就會影響其對災害的識覺及調適管道獲得災害的相關知識就會影響其對災害的識覺及調適管道獲得災害的相關知識就會影響其對災害的識覺及調適 

災時防範的災時防範的災時防範的災時防範的

能力能力能力能力(增列增列增列增列) 

了解居民對於平時防災準備物品是否完備了解居民對於平時防災準備物品是否完備了解居民對於平時防災準備物品是否完備了解居民對於平時防災準備物品是否完備。。。。由於災害為具不由於災害為具不由於災害為具不由於災害為具不

確定性及無預警性確定性及無預警性確定性及無預警性確定性及無預警性，，，，因此居民平時對於災害的預防因此居民平時對於災害的預防因此居民平時對於災害的預防因此居民平時對於災害的預防，，，，除了表除了表除了表除了表

現在參與防災相關活動外現在參與防災相關活動外現在參與防災相關活動外現在參與防災相關活動外，，，，尚包括對災害的警覺性以及防災尚包括對災害的警覺性以及防災尚包括對災害的警覺性以及防災尚包括對災害的警覺性以及防災

物品的準備物品的準備物品的準備物品的準備 

災後

調適

措施 

尋求協助的

能力 

居民遭遇災害後，若尋求協助能力愈高，則調適能力愈高，

有助於降低脆弱性 

災後調適的

能力 

居民於災後有採取調適措施，可降低下次災害的脆弱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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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第二部份第二部份第二部份  第一回問卷增列之指標項目第一回問卷增列之指標項目第一回問卷增列之指標項目第一回問卷增列之指標項目 

以下增列之指標項目，為依據第一回問卷專家學者們之建議，並參考相關文獻彙

整後得到的結果，將列舉於下表中，請依據構面、項目與評估指標之適宜性，勾選適

當或不適當，並於“建議＂一欄中給予研究者修正之建議。 

 

一、新增評估項目 

(一)社區防災能力社區防災能力社區防災能力社區防災能力構面：以下為社區防災能力構面所增列之評估項目 

評估項目 適當 不適當 建議 

通報系統    

 

 

(二)居民調適能力居民調適能力居民調適能力居民調適能力構面：以下為居民調適能力構面所增列之評估項目 

評估項目 適當 不適當 建議 

災時應變

能力 

   

 

二、新增評估指標 

(一)暴露與敏感性暴露與敏感性暴露與敏感性暴露與敏感性構面：以下為暴露與敏感性構面所增列之指標 

評估項目 評估指標 適當 不適當 建議 

人口 保全人口    

 

 

(二)社區防災能力社區防災能力社區防災能力社區防災能力構面：以下為社區防災能力構面所增列之指標 

評估項目 評估指標 適當 不適當 建議 

通報系統 通訊設備    

 

預警系統    

 

 

(三)居民調適能力居民調適能力居民調適能力居民調適能力構面：以下為居民調適能力構面所增列之指標 

評估項目 評估指標 適當 不適當 建議 

災害風險

識覺 

未來受災

損失程度 

   

災時應變

能力 

災害資訊

的取得 

   

災時防範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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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第三部份第三部份第三部份  衡量指標之適宜性衡量指標之適宜性衡量指標之適宜性衡量指標之適宜性 

以下為本研究研擬出的「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評估指標」之指標項目與第一

回問卷結果之彙整在第一回結果的欄項中之百分比，為在第一回問卷中認為“適當＂

之百分比，請您依據各評估項目的適宜性與第一回問卷之結果，配合指標架構與內容

之適當性予以評估，請您務必填寫每一欄位，若您認為各個指標問項之考量於本研究

中是適合的，請於“適當＂欄位打勾；反之，則請您於“不適當＂欄位打勾，並於“建

議＂一欄中給予研究者修正之建議。 

 

一、評估構面之適宜性 

評估構面評估構面評估構面評估構面 第一回第一回第一回第一回 

“ 適當適當適當適當” 

適當適當適當適當 不適當不適當不適當不適當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暴露與敏感性 91.7%    

社區防災能力 91.7%    

居民調適能力 100%    

是否有其他構面應該包含於本研究中，或是其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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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評估項目與評估指標之適宜性 

請您依據各評估項目所能反應出各個構面之適宜性進行評估，並於之後再依據各

評估項目所需反應之指標，評估本研究所擬定之評估指標，倘若無法適切反應，煩請

您建議如何增刪或是移動。 

 

(一)就暴露與敏感性暴露與敏感性暴露與敏感性暴露與敏感性構面而言，下列評估項目與評估指標之適宜性 

暴露與敏感性構暴露與敏感性構暴露與敏感性構暴露與敏感性構

面之評估項目面之評估項目面之評估項目面之評估項目 

第一回第一回第一回第一回 

“ 適當適當適當適當”  

適適適適

當當當當 

不適不適不適不適

當當當當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人口 83.3%    

 

社會 100%    

 

經濟 83.3%    

 

是否有其他暴露與敏感性暴露與敏感性暴露與敏感性暴露與敏感性構面之評估項目應包含於本研究中？ 

 

 

 

 

 

評估評估評估評估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評估指標評估指標評估指標評估指標 第一回第一回第一回第一回 

“ 適當適當適當適當”  

適適適適

當當當當 

不適不適不適不適

當當當當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人口 女性人口 91.7%    

 幼年人口 83.3%    

 老年人口 100%    

 教育程度 75%    

社會 身心障礙人口 100%    

 獨居老人人口 100%    

 單親家庭 91.7%    

經濟 中低收入人口 100%    

 就業人口 75%    

是否有其他評估指標應包含於本研究之暴露與敏感性暴露與敏感性暴露與敏感性暴露與敏感性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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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社區防災能力社區防災能力社區防災能力社區防災能力構面而言，下列評估項目與評估指標之適宜性 

社區防災能力構社區防災能力構社區防災能力構社區防災能力構

面之評估項目面之評估項目面之評估項目面之評估項目 

第一回第一回第一回第一回 

“ 適當適當適當適當”  

適適適適

當當當當 

不適不適不適不適

當當當當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防救災資源與

組織(修正修正修正修正) 
91.7%    

 

防災演練 83.3%    

 

是否有其他社區防災能力社區防災能力社區防災能力社區防災能力構面之評估項目應包含於本研究中？ 

 

 

 

 

 

評 估評 估評 估評 估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評估指標評估指標評估指標評估指標 第一回第一回第一回第一回 

“ 適當適當適當適當”  

適適適適

當當當當 

不 適不 適不 適不 適

當當當當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防救

災資

源與

組織

(修正修正修正修正) 

準備避難

物資 

91.7%    

 

準備救災

裝備 

91.7%    

 

社區救援

隊 

100%    

 

防災

演練 

舉辦防災

演練 

83.3%    

 

規劃疏散

避難路線 

91.7%    

 

是否有其他評估指標應包含於本研究之社區防災能力社區防災能力社區防災能力社區防災能力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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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就居民調適能力居民調適能力居民調適能力居民調適能力構面而言，下列評估項目與評估指標之適宜性 

居民調適能力構居民調適能力構居民調適能力構居民調適能力構

面之評估項目面之評估項目面之評估項目面之評估項目 

第一回第一回第一回第一回 

“ 適當適當適當適當”  

適適適適

當當當當 

不適不適不適不適

當當當當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災害風險識覺 91.7%    

 

災後調適措施 100%    

 

是否有其他居民調適能力居民調適能力居民調適能力居民調適能力構面之評估項目應包含於本研究中？ 

 

 

 

 

 

評估項目評估項目評估項目評估項目 評估指標評估指標評估指標評估指標 第一回第一回第一回第一回 

“ 適當適當適當適當”  

適適適適

當當當當 

不適不適不適不適

當當當當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災害風險

識覺 

受災經驗 100%    

 

未來受災

機率 

75%    

 

災後調適

措施 

尋求協助

的能力 

100%    

 

災後調適

的能力 

100%    

 

是否有其他評估指標應包含於本研究之居民調適能力居民調適能力居民調適能力居民調適能力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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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層級程序分析法(AHP)決策之有效性 

說明： 

本研究於第一階段德爾菲專家問卷收斂之後，將繼續進行第二階段之層級程序分

析法之問卷調查，煩請先進依據本研究採用AHP方法來進行指標權重評估之適宜性予

以評估，若操作方法對本研究而言是適當的，請於“適當＂欄位打勾；反之，請於“不

適當＂欄位打勾，並於“建議＂一欄說明原因及給予本研究修正之建議。 

 

一、層級程序分析法使用之適宜性 

問題 第一回第一回第一回第一回 

“ 適當適當適當適當”  

適

當 

不適

當 

建議 

您認為本研究使

用層級程序分析

法來進行「土石

流災害的社會脆

弱性評估指標」

之權重分析是否

適宜？ 

91.7%    

 

二、層級程序分析法之相對重要性區間之適宜性 

請您依據下列層級程序分析法相對重要性區間之範例，評估本研究使用AHP 法

評定權重時使用範例中的九個區間來表示之適宜性，若適當，則於該欄位打勾；反之，

則於“不適當＂欄位打勾，並於“建議＂一欄給予本研究修正之建議。 

1.適當_______ ；(第一回第一回第一回第一回“適當適當適當適當”：：：：91.7%) 

2.不適當_______，建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範例： 

以「健康」與「財富」為例，若認為「財富」比「健康」重要，且其強度為頗強，請

於「頗強」3：1欄位中打勾。 

 指標強度  

因子 絕強 極強 頗強 稍強 等強 稍弱 頗弱 極弱 絕弱 因子 

5：1 4：1 3：1 2：1 1：1 1：2 1：3 1：4 1：5 

財富   Ｖ       健康 

 

 

 

～～感謝先進您的熱情協助與寶貴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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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六六六六】】】】 

層級程序分析法問卷層級程序分析法問卷層級程序分析法問卷層級程序分析法問卷 

 

教授，您好： 

非常感謝您願意於百忙之中撥冗填寫「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評估指標」之研

究中所設計的德爾菲法之問卷，而依據第一階段之問卷結果，研究者對於初步擬定的

評估項目做了些許修正與增刪，並且依據最終得到的結果來設計現階段的層級程序分

析法之問卷。 

此階段的問卷，分成兩部份，第一部份為呈現德爾菲法所得到的評估指標架構表，

第二部份為層級程序分析法的填寫說明與權重比例的勾選，煩請教授依據第一部分架

構表的說明，並且參考第二部份的填寫說明，進行評估構面、項目與指標間的權重勾

選。 

敬請教授撥冗賜教以供本研究建立更完善的評估架構，期待您對於本研究的意見，

並且感謝您的熱情協助，煩請於九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之前利用所寄出的電子郵件

信箱jijiachen@ntu.edu.tw回傳，或是利用隨問卷所附上的回郵信封，以限時掛號的方

式寄回，再次感謝您對本研究的協助與參與。 

 

如有疑問，請與研究生陳志嘉聯繫， 

聯絡電話：02-77341655 

手    機：0931-221647 

E-mail：jijiachen@ntu.edu.tw 

 

敬祝 

           

          健康  平安 

 

 

 

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 

指導教授：徐勝一  博士 

研究學生：陳志嘉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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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第一部份第一部份第一部份  評估指標架構表評估指標架構表評估指標架構表評估指標架構表 

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評估指標說明表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評估指標說明表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評估指標說明表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評估指標說明表 

構面 項目 評估指標 說明 

暴露

與敏

感性 

人口 保全人口 保全人口數較多，在面對災害時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以進行

應變處理，同時也相對增加災害發生的複合影響程度 

女性人口 女性因較缺乏資源的取得與影響性，面對緊急事故發生時整

備狀況、調適程度會較不足，在災後也會有較低的復原能力

與較難獲得必要協助 

幼年人口 由於社會認知與應變經驗較不足，屬於需要照顧撫養族群。

在面對災害時須給予照料與協助，無法以自身力量抵抗或應

變災害，且在災後也較不具有快速復原的能力 

老年人口 可能會有較豐富的災害應變處理經驗，但由於身體各項機能

的退化，較不易採取及時因應作為，無法以自身力量抵抗或

應變災害，於面對災害事件時須給予較多協助與照料，且在

災後也較不具有快速復原的能力 

教育程度 因為對於文字型的警報訊息認知有限，因此難以接收文字型

的警告訊號，以致影響緊急應變的處理能力 

社會 身心障礙人

口 

因生理或心理因素（如視覺、聽覺、肢體、智能、失智、多

重障礙…等），於參與社會及從事生產活動時，功能會受到

限制或無法發揮，尤其在面對災害事故時，更會受到影響而

需特別照顧 

獨居老人人

口 

因年紀大、反應相對較為遲緩，如身體諸多機能的老化再加

上單獨居住，不但難以對緊急事故或訊息採取適當的反應，

甚或需要外界的力量才能排解困難 

單親家庭 通常單親家庭的經濟能力較低，在面臨災害時應變能力不

足，且災後調適能力也較低 

經濟 中低收入人

口 

中低收入則因欠缺保險與取得其他財物資源能力，而難以吸

收災害所造成的損失與進行復原重建，且一般居住於擁擠的

環境、缺乏重要維生管線、公共設施與緊急服務的支援，而

帶來更大的傷亡 

就業人口 就業人口比例愈高，經濟收入較穩定，當受土石流災害的衝

擊愈大，脆弱性愈低 

社區

防災

能力 

防救

災資

源與

組織 

準備避難物

資 

欲瞭解災害發生時，社區中是否能夠在第一時間進行人員安

頓 

準備救災裝

備 

欲瞭解災害發生時，社區中是否能夠在第一時間進行搶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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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救援隊 瞭解在災害來臨時，社區中是否具有完善的救援組織或是只

要有充足的人力但無工作分配的狀況下，對抗災害的反應程

度 

防災

演練 

舉辦防災演

練 

對於有災害經驗或曾經有過防災演練之社區，對於災害發生

與防範是否有較高的警覺性 

規劃疏散避

難路線 

瞭解在災害發生前或當時，是否能有效且即時將居民疏散 

通報

系統 

通訊設備 欲瞭解在颱風豪雨時，社區中是否能夠即時對上對下傳遞訊

息，下達疏散指示及對外通報社區狀況 

預警系統 欲瞭解社區中居民是否能在大雨來臨時，隨時掌握社區環境

狀況，評估其危險性 

居民

調適

能力 

災害

風險

識覺 

受災經驗 在災害頻繁地區的居民，通常對於災害的發生具有較高敏感

度，有助於防範災害發生，進而降低災害脆弱性 

未來受災機

率 

居民對於未來可能受災的機率愈高，表示災害風險識覺高，

有助於防範災害發生，進而降低災害脆弱性 

未來受災損

失程度 

居民對於未來可能受災的損失程度愈高，表示災害風險識覺

高，有助於防範災害發生，以降低災害脆弱性 

災時

應變

能力 

 

災害資訊的

取得 

人們對風險資訊的來源與對資訊來源的信任程度，會決定及

影響民眾對各項環境與風險的識覺態度，如經由傳播媒體的

管道獲得災害的相關知識就會影響其對災害的識覺及調適 

災時防範的

能力 

了解居民對於平時防災準備物品是否完備。由於災害為具不

確定性及無預警性，因此居民平時對於災害的預防，除了表

現在參與防災相關活動外，尚包括對災害的警覺性以及防災

物品的準備 

災後

調適

措施 

尋求協助的

能力 

居民遭遇災害後，若尋求協助能力愈高，則調適能力愈高，

有助於降低脆弱性 

災後調適的

能力 

居民於災後有採取調適措施，可降低下次災害的脆弱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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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第二部份第二部份第二部份  層級程序分析法的填寫說明與權重比例之勾選層級程序分析法的填寫說明與權重比例之勾選層級程序分析法的填寫說明與權重比例之勾選層級程序分析法的填寫說明與權重比例之勾選 

本研究欲以層級程序分析法(AHP)來進行指標權重的估測，請專家學者依據專業

的判斷，勾選要素之間的相對重要程度，並給予相對之比重。而在AHP 測量的勾選

上分為五個強度的衡量尺度，為「絕強」、「極強」、「頗強」、「稍強」和「等強」，

其正負尺度總共有九個區間可供勾選。以下為勾選的範例。 

 

範例說明： 

1.以健康與財富為例，假若認為財富比健康重要，而且其重要的強度為頗強，請於「頗

強」3：1 欄位下打勾。 

2.以山坡地的保育與開發為例，若認為保育比開發重要，且其強度為絕對強，請於「絕

弱」1:5 欄位下打勾(因為此時保育在右邊欄位)。 

3.以愛情與親情為例，若認為愛情與親情同等重要，請於「等強」1：1 欄位下打勾。 

 指標強度  

評估

項目 

絕強 極強 頗強 稍強 等強 稍弱 頗弱 極弱 絕弱 評估

項目 5：1 4：1 3：1 2：1 1：1 1：2 1：3 1：4 1：5 

財富   Ｖ       健康 

開發         Ｖ 保育 

愛情     Ｖ     親情 

 

 

 

 

 

 

 

 

 

一、評估構面之權重 

 指標強度  

評估項目 絕強 極強 頗強 稍強 等強 稍弱 頗弱 極弱 絕弱 評估項目 

5：1 4：1 3：1 2：1 1：1 1：2 1：3 1：4 1：5 

暴露與敏

感性 

         社區防災

能力 

         居民調適

能力 

社區防災

能力 

         居民調適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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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評估項目之權重 

(一)暴露與敏感性構面的評估項目 

 指標強度  

評估項目 絕強 極強 頗強 稍強 等強 稍弱 頗弱 極弱 絕弱 評估項目 

5：1 4：1 3：1 2：1 1：1 1：2 1：3 1：4 1：5 

人口          社會 

         經濟 

社會          經濟 

 

 

 

 

(二)社區防災能力構面的評估項目 

 指標強度  

評估項目 絕強 極強 頗強 稍強 等強 稍弱 頗弱 極弱 絕弱 評估項目 

5：1 4：1 3：1 2：1 1：1 1：2 1：3 1：4 1：5 

防救災資

源與組織 

         防災演練 

         通報系統 

防災演練          通報系統 

 

 

 

 

(三)居民調適能力構面的評估項目 

 指標強度  

評估項目 絕強 極強 頗強 稍強 等強 稍弱 頗弱 極弱 絕弱 評估項目 

5：1 4：1 3：1 2：1 1：1 1：2 1：3 1：4 1：5 

災害風險

識覺 

         災時應變

能力 

         災後調適

措施 

災時應變

能力 

         災時調適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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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評估指標之權重 

(一)人口的評估指標 

 指標強度  

評估項目 絕強 極強 頗強 稍強 等強 稍弱 頗弱 極弱 絕弱 評估項目 

5：1 4：1 3：1 2：1 1：1 1：2 1：3 1：4 1：5 

保全人口          女性人口 

         幼年人口 

         老年人口 

         教育程度 

女性人口          幼年人口 

         老年人口 

         教育程度 

幼年人口          老年人口 

         教育程度 

老年人口          教育程度 

 

 

 

(二)社會的評估指標 

 指標強度  

評估項目 絕強 極強 頗強 稍強 等強 稍弱 頗弱 極弱 絕弱 評估項目 

5：1 4：1 3：1 2：1 1：1 1：2 1：3 1：4 1：5 

身心障礙

人口 

         獨居老人

人口 

         單親家庭 

獨居老人

人口 

         單親家庭 

 

 

 

(三)經濟的評估指標 

 指標強度  

評估項目 絕強 極強 頗強 稍強 等強 稍弱 頗弱 極弱 絕弱 評估項目 

5：1 4：1 3：1 2：1 1：1 1：2 1：3 1：4 1：5 

中低收入

人口 

         就業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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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防救災資源與組織的評估指標 

 指標強度  

評估項目 絕強 極強 頗強 稍強 等強 稍弱 頗弱 極弱 絕弱 評估項目 

5：1 4：1 3：1 2：1 1：1 1：2 1：3 1：4 1：5 

準備避難

物資 

         準備救災

裝備 

         社區救援

隊 

準備救災

裝備 

         社區救援

隊 

 

 

 

 

(五)防災演練的評估指標 

 指標強度  

評估項目 絕強 極強 頗強 稍強 等強 稍弱 頗弱 極弱 絕弱 評估項目 

5：1 4：1 3：1 2：1 1：1 1：2 1：3 1：4 1：5 

舉辦防災

演練 

         規劃疏散

避難路線 

 

 

 

 

(六)通報系統的評估指標 

 指標強度  

評估項目 絕強 極強 頗強 稍強 等強 稍弱 頗弱 極弱 絕弱 評估項目 

5：1 4：1 3：1 2：1 1：1 1：2 1：3 1：4 1：5 

通訊設備          預警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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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災害風險識覺的評估指標 

 指標強度  

評估項目 絕強 極強 頗強 稍強 等強 稍弱 頗弱 極弱 絕弱 評估項目 

5：1 4：1 3：1 2：1 1：1 1：2 1：3 1：4 1：5 

受災經驗          未來受災

機率 

         未來受災

損失程度 

未來受災

機率 

         未來受災

損失程度 

 

 

 

 

(八)災時應變能力的評估指標 

 指標強度  

評估項目 絕強 極強 頗強 稍強 等強 稍弱 頗弱 極弱 絕弱 評估項目 

5：1 4：1 3：1 2：1 1：1 1：2 1：3 1：4 1：5 

災害資訊

的取得 

         災時防範

的能力 

 

 

 

 

(九)災後調適措施的評估指標 

 指標強度  

評估項目 絕強 極強 頗強 稍強 等強 稍弱 頗弱 極弱 絕弱 評估項目 

5：1 4：1 3：1 2：1 1：1 1：2 1：3 1：4 1：5 

尋求協助

的能力 

         災後調適

的能力 

 

 

 

～～請填寫完後儘快回擲予研究者請填寫完後儘快回擲予研究者請填寫完後儘快回擲予研究者請填寫完後儘快回擲予研究者～～ 

～～再次感謝專家學者們的熱情協助與寶貴意見再次感謝專家學者們的熱情協助與寶貴意見再次感謝專家學者們的熱情協助與寶貴意見再次感謝專家學者們的熱情協助與寶貴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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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七七七七】】】】 

土石流災害之社會脆弱性評估土石流災害之社會脆弱性評估土石流災害之社會脆弱性評估土石流災害之社會脆弱性評估 

—居民調適能力問卷調查居民調適能力問卷調查居民調適能力問卷調查居民調適能力問卷調查 

 

親愛的居民，您好： 

首先感謝您願意撥冗填答此份問卷。本問卷調查目的，為瞭解過去颱風發生時，

您對土石流災害的看法以及所採取的應變措施。希望藉由您的寶貴意見，以建立本地

區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評估體系。本問卷僅供學術使用，所有資料不會對外公開，

在此由衷感謝您的協助！ 

敬祝 身體健康！ 

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 

指導教授：徐勝一 博士 

 研究學生：陳志嘉 敬上 

連絡電話：0931-221647 

E-mail:jijiachen@ntu.edu.tw 

 

一、災害風險識覺 

1-1.請問您經歷過幾次土石流災害？ □1次  □2～3次  □4～5次  □6～7次  □8

次以上。 

1-2.請問您認為未來再發生土石流災害的機率？ □0％～20％  □21％～40％  □41

％～60％  □61％～80％  □81％～100％。 

1-3.請問您認為未來遭受土石流災害的損失程度？ □非常低  □低  □普通  □高  

□非常高。 

二、災時應變能力 

2-1.請問您取得土石流災害的訊息來源為何？(可複選) □電視媒體 □平面媒體  □

政府單位  □親朋好友  □網際網路  □學術機構  □自己觀察與感覺  □其他

＿＿＿＿＿。 

2-2.請問發生土石流災害時，您是否有採取防範措施？  □有(接續作答 2-3)  □無(接

續作答 2-4)。 

2-3.請問發生土石流災害時，您採取的防範措施為何？(可複選) □暫時撤離 □簡易

雨量筒的使用 □對疏散避難規劃的認識  □自家居住環境安全檢核 □儲備防災

物品  □參與防救災訓練  □對村內防救災組織的認識  □其他_______。 

2-4.請問發生土石流災害時，您未採取防範措施的原因為何？(可複選) □颱風影響不

問卷編號：__-___-___ 



 

 203

大  □有影響自身安全再行動  □聽天由命  □其他＿＿＿＿＿。 

 

三、災後調適能力 

3-1.請問土石流災害過後，您會尋求協助的對象為何？(可複選)  □親友鄰居  □村

里長  □警消人員  □其他政府單位人員  □慈濟等民間宗教團體  □其他＿＿

＿＿。 

3-2.請問土石流災害過後，您是否有採取調適行為？ □有(接續作答3-3)  □無(接續

作答3-4)。 

3-3.請問土石流災害過後，您會採取的調適措施為何？(可複選)  □遷村重建  □原

居地重建  □要求地方政府單位改善或興建防洪工程  □向政府請求賠償  □購

買颱風土石流保險  □加入社區防救災組織  □土地利用的改變  □政府輔導產

業轉型或復甦  □其他＿＿＿＿＿。 

3-4.請問土石流災害過後，您未採取調適措施的原因為何？(可複選)  □颱風影響不

大  □有影響自身安全再行動  □聽天由命  □其他＿＿＿＿＿。 

 

四、基本資料 

4-1.性別：□男  □女。 

4-2.年齡：□21～30歲  □31～40歲  □41～50歲  □51～60歲  □61歲以上。 

4-3.家戶年收入：□30萬以下  □31～60萬  □61～90萬  □91～120萬  □120萬

以上。 

4-4.教育程度：□國小以下  □國中  □高中職  □大學以上。 

4-5.職業：□無職業或退休  □學生  □軍公教  □農業  □工業  □服務業。 

4-6.居住當地時間：□5 年內  □6～10 年  □11～15 年  □16～20 年  □21 年以

上。 

4-7.居住地點：＿＿＿＿＿＿＿＿。 

 

★對於本問卷是否還有其他建議可供我們參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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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八八八八】】】】 

土石流災害之社會脆弱性評估土石流災害之社會脆弱性評估土石流災害之社會脆弱性評估土石流災害之社會脆弱性評估 

—社區防災能力問卷調查社區防災能力問卷調查社區防災能力問卷調查社區防災能力問卷調查 

親愛的村長，您好： 

首先感謝您願意撥冗填答此份問卷。本問卷調查目的，為瞭解過去土石流災害發

生時，社區所採取的防災及應變措施。希望藉由您的寶貴意見，以建立本地區土石流

災害的社會脆弱性評估體系。本問卷僅供學術使用，所有資料不會對外公開，在此由

衷感謝您的協助！ 

敬祝 身體健康！ 

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 

指導教授：徐勝一 博士 

 研究學生：陳志嘉 敬上 

連絡電話：0931-221647 

E-mail:jijiachen@ntu.edu.tw 

 

一、防救災資源與組織 

1-1.請問土石流災害發生前，社區是否準備避難物質？  □有  □無。 

1-2.請問土石流災害發生前，社區是否準備救災裝備？  □有  □無。 

1-3.請問土石流災害發生前，社區是否組織社區救援隊？  □有  □無。 

二、防災演練 

2-1.請問土石流災害發生前，社區是否有舉辦過防災演練？  □有  □無。 

2-2.請問土石流災害發生前，社區是否有規劃疏散避難路線？  □有  □無。 

三、通報系統 

3-1.請問土石流災害發生前，社區是否準備通訊設備（無線電或衛星電話）？      □

有  □無。 

3-2.請問土石流災害發生前，社區是否準備預警系統（雨量筒觀測或即時監測系統）？   

□有  □無。 
★對於本問卷是否還有其他建議可供我們參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問卷編號：_____村-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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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謝謝                        辭辭辭辭    

本論文承蒙恩師 徐勝一教授四年多來觀念上的啟迪、諄諄教誨、督促匡正，使得本

論文得以順利完成，僅於此表達由衷的感謝。本論文口試期間，承蒙口試委員王秋原教

授、薛益忠教授、黃朝恩教授及郭乃文教授之細心指正，並惠賜寶貴建議，使得本論文

之內容更臻於完善，在此致上謝意。 

研究所就學期間，感謝同窗好友永忠、佳雯、香君及恩慈等人的陪伴，彼此互相勉

勵、砥礪共同度過了這段難忘有趣的日子，留下許多回憶。此外對於本研究在資料提供

上給予大力幫忙的水里鄉公所及農委會水保局同仁以及協助填寫問卷的學者專家，表達

由衷的感謝。並謝謝工作單位南崁高中老涂、小馬及維屏等老師及大園國際高中鍾鼎國

校長的支持與包容。 

    感謝我的家人爸媽和兄嫂的支持，小阿姨、姨丈及舅舅陪伴著我完成田野調查，還

有外婆於田野調查時細心的照顧。此外，感謝岳父及岳母平日無微不至的關懷，除了

照顧我之外，還幫忙照顧我年幼的女兒。 

最後感謝小貝聰明過人的腦袋，每每化解我論文遇到的窘境；超高的邏輯能力，

打點好家中的大小事；意志堅定的勇氣，支持我繼續向前的力量，並給了我既可愛又

貼心的小女兒。 

以及所有曾經幫助我完成此篇論文的朋友們，謝謝您們！ 

 

 

 

 

 

 

 

中華民國一百年 春 

于臺灣師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