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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關鍵詞：韌性、脆弱度、調適、災害風險、氣候變遷 

一、 研究緣起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提出臺灣都市在面對重大天然災害（主要以氣候變遷

與颱洪災為主）時，關於韌性評估指標體系建構，及規劃可行的調適策略，以助

於韌性（回復力）都市之建構。主要目的可歸納如下： 

（一）蒐集國內外韌性都市建構策略與評估相關文獻與經驗。 

（二）建構面對天然災害之韌性都市策略。 

（三）建構韌性都市評估體系與相關評估指標，以利於推廣於臺灣不同地區與不

同類型都市應用，及提升天然災害之韌性與調適力。 

（四）進行臺北市韌性都市評估案例分析，以示範都市韌性評估方法、內容的操

作程序，及如何選擇合適的調適策略與政策工具。 

（五）規劃與評估天然災害調適策略。 

二、 研究方法與過程 

  本研究採取之研究方法，主要包含下列四種方法： 

（一）文獻回顧與彙整：本研究透過文獻回顧與國內外相關案例蒐集，瞭解韌性

都市概念，韌性都市評估架構、評估方法與影響韌性之重要因素。 

（二）多準則評估法（multicritiria decision analysis; MCDA）：應用 MCDA 方法，

評估案例地區之韌性空間分布，及將結果整合災害潛勢分析，以更完整瞭

解災害風險分布特性及各韌性組成要素之重要性。 

（三）空間分析：應用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sm; GIS）整

合空間統計（spatial statistics）與 MCDM，探討案例地區韌性空間分布型

態與特徵 

（四）統計與多變量分析：應用基礎統計與多變量分析法，將影響韌性空間分配

之重要因素，依其特性進行組合，以更有系統歸納韌性空間分布型態。 

三、 重要發現 

  本研究主要透過文獻回顧與焦點團體法，建置天然災害韌性評估體系與篩選

韌性指標，再透過此指標體系，評估臺北市之災害韌性。從臺北市之韌性評估結

果，可發現總和韌性較低之地區，主要分布在大同區、萬華區、中山區、松山區，

及部分之信義區與南港區之總和韌性最低。最後，本研究應用群落分析法，依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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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特質將臺北市各里分類，並依總和韌性較低地區，及不同韌性特質地區提出災

害調適策略建議。 

四、 主要建議事項 

依據本研究之分析結果，可提出下列建議： 

建議一： 

韌性指標資料庫建置與選取：立即可行建議 

主辦機關：縣市政府城鄉發展或都市發展局（處） 

協辦機關：縣市政府相關局（處）、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內政部、經濟部、

農委會 

  建議短期內，可針對政策需要、災害環境與城鄉發展特性，及以現有資料庫

為基礎，選擇優先建置之韌性資料庫系統；長期上，再透過不同階段累積，逐步

建置更完整之資料庫。另在實際評估時，可視政策需要與評估地區特性，選取合

適指標。另因城市韌性之構成要素間，常具有密切互動關係，故指標選取時，應

儘量避免指標之重疊性或儘量簡化指標項目，以使操作內容更簡化，提升操作可

行性，及降低指標重疊之影響。 

建議二 

韌性評估工作之推廣：立即可行建議 

主辦機關：縣市政府城鄉發展或都市發展局（處） 

協辦機關：縣市政府相關局（處）、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內政部、經濟部、

農委會 

  氣候變遷與災害調適策略擬定，如缺乏適當之韌性、脆弱度或風險評估之支

援，則非常難精確針對各地區之災害風險、韌性與脆弱度特質，提出可行且有效

之具體調適策略。多數政策仍會偏重在概念或綱要層次，或會過度偏重工程手段，

而難針對地區土地開發、人口、社會經濟、基盤設施條件特性，提出有效降低風

險與災害調適規劃策略。故後續工作，亟需各地方政府更積極投入韌性之評估，

以配合既有都市計畫或相關調適策略，推動具體之風險降低與災害防救工作。 

建議三 

深化區域韌性評估：中長期建議 

主辦機關：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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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辦機關：經濟部、農委會、環保署 

  針對跨城市、跨地區之區域韌性與調適策略研擬，是各國面對氣候變遷、極

端天氣事件與大規模災害之重要核心工作。尤其是跨城市之區域韌性評估，及災

害風險降低與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然過去國內，非常欠缺類似之區域導向災害調

適策略規劃。故關於此類型災害調適規劃，如何更有效推動韌性評估、擬定調適

策略體系及與現有都市、區域計畫有效整合，仍亟待相關單位持續及積極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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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ywords: resilience, vulnerability, adaptations, hazard risk, climate change 

    This study aims to propose a methodology for resilience assessment and 

adaptation planning in building resilient cities. Thus, this study includes the major 

purposes as follows: 

1. Collecting the studies and literature related to resilient city planning; 

2. Proposing the measures for building resilient cities;  

3. Building resilience assessment frameworks and indicators; 

4. Conducting a case study in Taipei City, Taiwan; 

5. Proposing adaptive strategies for hazard risk reduction. 

The methods used in this study include: 

1. Literature and related case studies review; 

2. Using multicritiria decision analysis (MCDA) to assess the hazard resilience of 

Taipei City;  

3. Applying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 (GIS) to characterize the spatial 

resilience, distribution in Taipen City; 

4. Using multivariate statistical analysis to classify the types of resilience areas and 

to help propose adaptive options. 

In the case study of Taipei City, it shows that the areas with the least resilience 

are majorly concentrated in the Datong, Wanhua, Zhongshan, Songshan District, and 

parts of Xinyi, Nangang districts. We then categorized the districts in Taipei City 

based on their resilience attributes using clustering analysi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resilient area classification, we suggested adaptive options for building resilient 

city and for reducing disaster risk. Finally, this study offers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1. Costructing database and selecting appropriate indicator systems for assessing 

resilience of cities; 

2. Applying the methodology proposed in this study to assess the resilience of other 

cities in Taiwan; 

3. Conducting regional resilience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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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背景與目的 

壹、研究背景 

由於氣候變遷與極端天氣的威脅日益嚴重，本計畫乃依據內政部 102 至 105

年中程施政計畫之關鍵策略目標「六、建構完整災防體系，確保民眾生命安全」

辦理。同時配合行政院核定「流域綜合治理計畫（103-108 年）」及「行政院災害

防救應用科技方案第二期(104-107 年)」(草案)進行相關研究，經由推動都市及建

築安全防災科技研發，增進防災技術與防災計畫整合應用，賡續落實防災業務法

制化工作，以提昇都市與社區減災應變能力，強化國土與城鄉減災功能。故本計

畫主要從城市整體發展角度，評估城市面對氣候變遷與極端天氣之韌性或回復力

（resilience），及提出可能的城鄉規劃設計與調適因應對策。 

    依台灣氣候變遷科學報告所估計，臺灣從1911至2009年間，溫度上升1.4oC，

較全球平均上升 0.74 oC 為高（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現為科技部）, 2011）。

此現象不但可能造成暴雨事件增加、海平面上升，亦可能使未來極端天氣事件發

生機率愈來愈高。實際上，氣候變遷與極端天氣的衝擊不但是臺灣城鄉發展需面

對的挑戰，亦是全球性熱門議題。然過去臺灣都市發展，非常少考慮氣候變遷、

極端天氣與災害可能帶來的衝擊，亦非常少從城鄉規劃角度，思考如何透過城市

規劃與設計手段，降低災害風險、損害與傷亡。 

  為因應氣候變遷衝擊，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現為國家發展委員會）（2012a）

提出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主張將災害資訊提供、預警與調適力（adaptive 

capacity）提升，列為未來重要氣候政策。尤其強調透過土地使用規劃與設計手

段，及整合災前預警系統、災害資訊提供與風險溝通，促使城鄉發展能採取適當

調適策略，以建置韌性都市（resilient city），及更有效因應氣候變遷與災害衝擊，

降低災害脆弱度與風險。此理念符合 IPCC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2007) 對調適力的界定：「系統面對氣候變遷（含氣候變化與極端天氣

事件），降低潛在損害、創造機會與處理其影響的能力」，因而本研究對於調適力，

亦採用此定義。 

  應用土地使用規劃手段於氣候變遷與災害調適，主要藉由風險管理手段，降

低風險或提升災害衝擊與風險因應能力，以降低氣候變遷與災害損失或傷亡。尤

其是如何因應區域與都市發展與韌性特質，及土地使用與社會經濟條件，提出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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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之調適策略，乃地方與城市規劃者面對之嚴峻挑戰。此工作之推動，需同時引

入跨域整合之不同土地使用規劃、都市設計、公共設施規劃設計、建築法規與相

關配套措施，方能達成政策目標。 

上述災害調適相關配套措施，除是災害風險管理的重要手段外，亦是提升都

市韌性的重要措施。為有效推動與整合措施，需配合不同地區特性彈性設計，方

能符合地區條件，以有效推動。故評估地區韌性特性、瞭解韌性與脆弱度

（vulnerability）空間分布差異與瞭解造成差異原因，即為當前調適工作推動之

基本準備工作。故都市韌性評估方法的設計、評估體系、評估項目與評估程序的

建置，亟需相關研究投入，以利於依不同城鄉發展與韌性特質，提出有效的災害

調適策略組合。 

透過上述緣起之說明，本研究預期達到下列目標： 

（一）引進國外先進之防減災觀念及技術，以提昇國內都市及建築減災調適技術

開發； 

（二）建置韌性城市評估架構，以助於瞭解不同都市與地區之韌性特質、韌性與

脆弱度空間分布型態與造成分布差異之原因； 

（三）提出提升都市韌性之調適策略。 

貳、研究目的 

由於全球環境與氣候變遷及迅速都市化，不但造成極端天氣事件發生機率大

幅增加，亦使更多地區暴露在多重天然災害威脅。因而如何有效推動與整合不同

調適策略（adaptation options），降低都市脆弱度與災害風險，及建置高韌性與高

回復力城市，乃都市管理決策者的重大挑戰。近年許多國家與城市，例如歐盟國

家與鹿特丹（荷蘭）、哥本哈根（丹麥）、日本東京等城市，皆致力於推動城市韌

性檢驗，及韌性與脆弱度評估工作，以助於整合不同防災工程設施、天然環境，

及土地使用、交通運輸、都市設計、公共設施規劃與社會經濟條件，尋求可與環

境變遷及災害共存的合適調適策略。 

  IPCC 第五版評估報告，及聯合國國際減災策略（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Strategy for Disaster Reduction; UNISDR）的兵庫行動綱領，皆強調提升韌性與降

低脆弱度，是減少氣候變遷與災害風險衝擊的重要基礎。尤其在進行氣候變遷與

災害調適，有效建置韌性或脆弱度評估機制，及釐清其重要影響因素，乃決定調

適策略能否妥善推動與整合的重要關鍵。然現有關於韌性或脆弱度評估與調適策

略，多偏向概念性與原則性討論，較缺乏因地制宜的調適規劃（adaptation 

planning）。但目前國際趨勢，不管在學術或實務界，皆非常強調透過既有脆弱度

與韌性改善，融合地區社會經濟、建成環境條件與天然環境資源特色，從多元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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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提出共贏、跨域合作與「不悔（no-regrets）」的綜合調適策略。 

  國際上，歐盟於 2009 年即開始在其會員國，推動系列之氣候變遷與調適策

略。其中最重要的計畫之一，乃 2013 年通過，由歐盟第 7 研究架構計畫（7th 

Research Framework Programme; FP7）支助之「永續歐洲之由下而上氣候調適策

略 (Bottom-Up Climate Adaptation Strategies for a Sustainable Europe; BASE)」。此

計畫強調在滿足整體歐洲永續發展的目標下，透過民眾參與，推動能反映不同國

家與地方特色之氣候變遷與災害調適計畫（European Unin, 2013）。 

  就國內而言，國家發展委員會（國發會）擬定之「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

領」，業於 2012 年 6 月 25 日經行政院核定通過（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12a），

而為使氣候變遷調適作為擴及地方並促進全民參與，國發會亦於 101 年 12 月完

成訂定「地方氣候變遷調適計畫規劃作業指引」，並透過「101 年國家建設總合

評估規劃作業」補助地方政府辦理「地方氣候變遷調適計畫」。在此項工作指引

下，及中央政府（如內政部、經濟部水利署、地質調查所、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與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的支援下，開始進行災害潛勢分析與部分之脆弱度評估，

以支援地方災害調適與都市災害風險管理工作（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12b; 

2012c）。 

  欲落實調適計畫於都市發展與規劃策略，並非只是概念的闡述，而須配合不

同空間尺度，擬定與綜合不同層次與層面之策略，方能提升都市韌性與有效推動

調適策略。故就目前國內都市規劃領域而言，除瞭解氣候變遷與災害可能衝擊、

潛勢與脆弱度分布外，如何透過調適規劃與設計，整合不同計畫與策略（例如，

防災工程設施、都市計畫與設計、水資源保育、觀光遊憩等），提升資源使用效

率、降低成本與達到綜合效應，仍需投入更多關注。尤其是如何設計與整合適當

的調適策略，滿足不同類型地區的發展需求（例如，舊市區、市中心、環境與災

害敏感區、鄉村地區等），乃亟需依個別地區特性進行設計，及從綜合性角度，

整合既有資源及累積經驗，方能規劃可行的調適策略。 

  不管是國際或國內城鄉發展趨勢，都市或地區層級之災害調適策略推動，皆

需建置妥善之韌性評估體系與方法，以助於瞭解不同地區之韌性特質、韌性空間

分布特性，及造成韌性分布差異之重要因素。透過合適之韌性評估模式與方法引

入，方能配合地方特性與城市發展需要，擬定合適且具彈性的調適策略。然類似

研究與工作推動，目前在國際與國內皆較為缺乏。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提出台灣都市在面對重大天然災害（主要以氣候變遷

與颱洪災為主）時，如何建構韌性（回復力）都市，及規劃與評估可行的調適策

略。韌性評估除需涵蓋都市發展的脆弱度因素外，尚須包含實質環境與其他社會

經濟、建成環境、土地使用、公共設施等韌性組成要素，以綜合瞭解韌性都市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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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調適策略整合，亟需奠基在韌性評估結果，依地方實質、建成環境與社會經

濟特性，分從不同層級與尺度（例如，區域「大尺度」與地區「小尺度」），提出

跨域之縱向與橫向整合調適策略。綜合上述說明，可歸納本研究主要目的如下： 

（一）蒐集國內外韌性都市建構策略與評估相關文獻與經驗。 

（二）建構面對天然災害之韌性都市策略。 

（三）建構韌性都市評估體系與相關評估指標，以利於推廣於臺灣不同地區與不

同類型都市應用，及提升天然災害之韌性與調適力。 

（四）進行韌性都市評估案例分析，以示範都市韌性評估方法、內容的操作程序，

及如何選擇合適的調適策略與政策工具。 

（五）規劃與評估天然災害調適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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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方法與內容 

  本節主要說明本研究採取之主要研究方法、進行程序與主要研究內容。以下

即分別說明之。 

壹、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取之研究方法，主要包含下列四種方法： 

本研究採用之方法包含如下： 

（一）文獻回顧與彙整：本研究將透過文獻回顧與國內外相關案例蒐集，瞭解韌

性都市概念，韌性都市評估架構、評估方法與影響韌性之重要因素。文獻

回顧成果，可作為韌性評估指標系統建置、韌性評估及提出調適策略建議

之基礎。 

（二）多準則評估法（multicritiria decision analysis; MCDA）：研究過程將應用

MCDA 方法，評估案例地區之韌性空間分布，及將結果整合災害潛勢分

析，以更完整瞭解災害風險分布特性及各韌性組成要素之重要性。 

（三）空間分析：應用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sm; GIS）整

合空間統計（spatial statistics）與 MCDM，探討案例地區韌性空間分布型

態與特徵，及進一步瞭解災害韌性與構成要素之空間聚集與相關性，以助

於調適策略之擬訂。 

（四）統計與多變量分析：應用基礎統計與多變量分析法（例如，群落分析

（clustering analysis）），可助於將影響韌性空間分配之重要因素，依其特

性進行組合，以更有系統歸納韌性之空間分布型態，及助於瞭解不同影響

因素間之關係。 

貳、研究步驟 

  本研究執行之程序及各步驟主要工作內容，可依圖 1 呈現之架構說明如下： 

一、步驟一：確定研究目標與範圍 

  本步驟主要確立研究目標與範圍，包含基本名詞界定、研究架構、方法、內

容、時程規劃、研究對象與預期成果的構思，以利於後續研究工作推動。 

二、步驟二：文獻回顧 

  透過前一步驟之目標與範圍確定，此步驟針對研究內容與方法，蒐集與回顧

相關文獻，做為後續各步驟研究工作推動之參考。本研究預期蒐集與回顧之文獻，

主要包含下列四個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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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災害韌性概念與定義 

  本部分文獻回顧主要目的，在於釐清現有韌性都市相關研究，對於災害韌性

的界定與定義。透過韌性概念界定，可助於釐清韌性都市討論範圍、內容與重要

構成要素。此成果為釐清韌性都市運作機制之基礎，亦有助於尋求可行之韌性都

市評估方法、瞭解韌性構成要素，及建立韌性都市評估架構。 

（二）災害韌性、脆弱度與調適力關係 

  在災害韌性相關分析，很難與災害脆弱度與調適力的討論清楚切割，而通常

將之視為高度相關之概念，故需釐清這些特性的關係。此部分之文獻回顧，將強

化瞭解韌性、脆弱度與調適力關係，以有效提出韌性都市評估方法與建置策略，

使評估架構更能滿足實際都市發展與調適規劃運作所需。 

（三）韌性評估架構與評估方法 

  透過前述災害韌性之界定，本部分主在回顧韌性都市主要評估架構與方法論。

回顧層面將包含：社會經濟、社會－生態、整合性分析等領域，對於韌性評估方

法論與分析工具。分析方法除將參考 Cutter et al. (2008) 提出之 DRPM (Disaster 

resilience of place model)與指標導向評估方法外 Cutter et al. (2014)，亦將強化回

顧現有各國評估韌性都市評估經驗、案例及相關韌性評估模式開發之文獻，助於

釐清韌性城市運作機制，做為基本資料蒐集、田野調查、深度訪談與焦點團體法

運作之基礎。 

（四）災害韌性評估與調適案例分析 

  蒐集與回顧國內外韌性都市評估與建置案例分析文獻，除有助於瞭解韌性評

估方法外，亦可協助瞭解影響韌性城市之構成要素，做為韌性城市評估架構建置

基礎。透過國內外案例分析，可瞭解災害韌性主要關注的部門、評估方法與經驗、

規劃設計與調適策略，及既有的研究趨勢與成果。此回顧成果可提供研究設計、

韌性分析及規劃調適策略擬定之重要參考，亦有助於研究成果之比較分析。 

三、步驟三：建立都市災害韌性評估架構 

  此部分將整合文獻回顧，建立都市與地方層級氣候變遷與災害韌性運作機制。

此工作主在於釐清都市災害韌性構成要素，及建置這些因素間的關聯體系。本步

驟將整合 DRPM 與 SoC (sense of community)分析法（Cutter et al., 2008a; 2008b; 

Halsnæs and Trærup, 2009; Oates et al., 2011; Cutter et al., 2014），建立韌性評估模

型。亦即，針對颱洪災害衝擊特性，提出都市災害（主為颱洪災害）韌性評估架

構，做為後續案例分析與相關步驟操作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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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研究流程與內容 

四、步驟四：設計災害韌性評估方法 

  本步驟將以前步驟之都市災害韌性評估架構為基礎，設計災害韌性觀察與評

估方法。評估方法設計重心，在於瞭解韌性城市組成要素，及這些組成要素的互

動機制。尤其在觀察韌性都市組成要素互動機制，除需考慮都市之天然、建成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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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基盤設施與社會經濟條件外，都市之災害回應與調適策略，及相關之減災與

整備行為等，皆需納入分析方法設計中考慮（Grothmann and Patt, 2005; 

Grothmann and Reusswig, 2006; Kuruppu and Liverman, 2011）。 

此步驟主要目的，在於建立災害韌性評估體系與衡量架構。目前可依圖 9

之都市災害韌性程序運作概念，將都市層級災害韌性運作過程，分為三階段。其 

第一階段為災害發生前之都市發展基本條件，此階段之韌性特質，會影響都市遭

受災害衝擊之型態與強度。此階段主要構成因素，包含都市社會經濟、居住人口

與家戶特性、土地使用與基礎設施條件（或建成環境特性），與天然環境條件（包

含地形、地質等）。這些條件乃決定都市韌性之基本條件。 

第二階段則為災後回復狀況，此階段主要指都市在面對特定災害事件發生後，

在短期內之相關部門、生活機能之緊急應變、回復狀況、速度與內容。而第三階

段，則指在災後回復後，就中、長期而言，都市為面對類似災害，建置之災害調

適策略、機制與社會學習狀況。透過此韌性運作程序概念，可助於觀察都市層級

（甚至其下之地區、街廓、建物層級），關於颱洪災害韌性運作機制，及做為相

關評估體系建置與資料蒐集之基礎。 

五、 步驟五：資料蒐集、訪談與災害韌性評估 

  本步驟主要進行內容，將以臺北市地區為例，進行相關資料蒐集與韌性評估，

內容包含：(1) 都市基本條件資料蒐集與田野調查，(2) 颱洪災害韌性不同構成

要素之相關圖資製作與整合，與(3) 都市颱洪災害韌性分析與整合性評估。其中

第(1)與第(2)項之資料蒐集與田野調查，將依步驟三與步驟四建立之韌性評估方

法，針對案例分析社區之災害、天然、建成環境與社會經濟條件，蒐集基本資料

與進行田野調查，及相關圖資製作與整合。資料蒐集方式與處理，包含二手資料

統計、調查與相關圖資蒐集與處理，及一手資料之社區田野調查，做為都市災害

韌性運作機制建置基礎。第(3)項工作內容，則主要於步驟六中處理。 

六、步驟六：災害韌性分析與韌性評估架構檢視 

  本步驟主要目的，在於整合前一步驟分析結果，分析案例地區韌性與檢驗韌

性評估架構。藉由前述第五步驟之基本資料蒐集、田野調查與深度訪談，本步驟

可透過 GIS 空間分析與統計分析，瞭解案例地區災害韌性空間分布特性，及檢

視步驟三韌性評估架構各項構成要素（或影響因素），及在災害韌性扮演的角色。

另本步驟亦將藉由焦點團體座談會，檢視韌性評估架構之可行性、評估結果與調

適策略之應用性與相關課題。 

  本步驟主要工作內容，乃藉由都市基本資料蒐集與田野調查結果，進一步應

用多變量統計與多準則評估法（multicriteria decision analysis; MCDA），評估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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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韌性，及分析韌性與各組成要素關係。此部份之分析結果，亦將透過 GIS

分析製做韌性地圖，以瞭解整體韌性與各韌性構成要素空間分布特性1。 

  此步驟另一重要工作，為依據韌性評估模型與運作程序構成要素，設計深度

訪談與焦點團體座談內容。針對案例分析地區之利害相關者：專家、學者或政府

調適與韌性建置主要負責機構等利害相關者，進行深度訪談或焦點團體座談會。

深度訪談與焦點團體座談內容將包含：(1) 韌性都市構成要件與運作機制；(2) 災

害韌性評估架構與方法；(3) 面對氣候變遷的減災、整備、回應與災害調適策略。

此部份訪談或座談會結果，除可做為都市災害韌性評估參考外，亦可整合前一部

分之基本資料與田野調查結果，修正步驟三之都市災害韌性評估架構。 

七、步驟七：災害韌性比較分析 

  透過前一步驟分析，本步驟將進一步針對不同地區空間，進行災害韌性與韌

性構成要素差異比較分析。藉由此分析，可比較不同韌性構成要素，在不同環境

與社會經濟條件下在空間分布特質，及釐清不同地區韌性差異形成的重要原因。

另本步驟亦將針對分析結果，做為後續步驟相關調適政策建議之基礎，以助於韌

性都市建構與降低災害預期損失與風險。 

八、 步驟八：提出調適策略建議與報告撰寫 

  本步驟將綜合前述七個步驟執行成果，及整合深度訪談或焦點團體座談會相

關發現，針對不同韌性評估結果之地區分布特性，提出災害調適策略建議。另亦

將彙整相關研究成果，撰寫期末報告。此步驟將參考國外氣候變遷與災害調適之

政策案例，及相關計畫與法案，提出案例地區可行之綜合性災害調適策略。 

 

  

                                                 
1 Frickel et al. (2009) 即曾針對 New Orleans 在 2005 年 Katrina 颶風災後，政府於災區的「知識投

資 (knowledge investment)」政策與人口社會結構，透過 GIS 分析，瞭解兩者空間分布之關係。

研究結果對於災害韌性運作過程，在社會學習政策分析，提供可行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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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韌性概念之演進 

壹、從脆弱度至韌性評估 

  由於全球環境與氣候變遷，造成極端氣候事件發生強度與機率大幅攀升。此

不但使更多地區暴露在氣候相關災害的威脅，亦造成許多地區災害風險的提升

(Halsnæs and Trærup, 2009; UNISDR, 2012)。故聯合國 2005 年「兵庫行動宣言

(Hyogo Framework for Action)」提出，為降低未來可能的災害衝擊，如何改善災

害韌性或回復力，是氣候調適政策的關鍵議題（UNISDR, 2005）。此議題在 2012

年 IPCC 的一份特別報告：Managing the risks of extreme events and disasters to 

advance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即更進一步指出，提升韌性是更具彈性、整

合性與永續性的災害風險降低，與複雜災害管理重要政策方向（IPCC, 2012）。 

減災或降低災害風險，除需瞭解地區災害特性與潛勢外，最重要工作在於須

釐清災害與地區發展關係（Nirupama and Simonovic, 2007; 洪鴻智、陳羚怡，2007），

及地區的災害脆弱度（vulnerability）與韌性。目前雖有許多研究，陸續投入脆

弱度評估與分析（McFadden et al., 2007; Hunt and Watkiss, 2011; 洪鴻智、陳令韡，

2012）。然近年研究核心，已逐漸從脆弱度評估轉向韌性分析與韌性都市的建構

（Cutter et al., 2008; McDaniels et al., 2008）。產生此轉變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於

災害衝擊非一成不變，會隨災害型態、城鄉與社區發展、災害回復與調適力

（adaptive capacity）的演進而轉變（何明錦等人，2009；洪鴻智、陳令韡，2012; 

UNISDR, 2012）。故地區災害脆弱度為動態，且居民如何調適災害及從災害回復，

應是一種彈性機制。因而瞭解地區如何從災害衝擊回復？回復機制如何運作？與

其重要影響要素，乃探討災害管理的重要工作。 

貳、韌性意涵 

  災害「韌性或回復力」用語常與「脆弱度」同時使用或混用，有些文獻認為

兩者為「一體兩面」，而可視為替代性用語，但有些文獻認為兩者並非單純的一

體兩面（Gallopín, 2006; Engle, 2011）。事實上，韌性概念最早源於生態學，現行

應用則已擴及社會經濟、工程與社會－生態領域。早期生態學常將韌性，視為一

個生態系統接納改變與維持穩定的能力；換言之，韌性為：系統在經歷外來干擾

後，恢復或回復至原始狀態之能力（Holling, 1973）。故一般對於韌性，多視為正

面用語。隱含系統或地區的韌性愈高，脆弱度愈低（Klein et al.,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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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上述定義提出後，在生態學界引發長達 30 餘年的論戰。多數文獻認為，

此定義缺乏可操作性。故 Pimm (1984) 提出替代性定義，指出：「韌性指系統在

遭受擾亂後，回復至原有狀態的速度。」不過此定義仍無法解決傳統定義的困境，

特別是無法應用於探討生態領域外（例如社會經濟）的韌性議題。因而 Timmerman 

(1981) 將韌性觀念整合脆弱度與調適力，討論社會韌性與全球氣候變遷之關係。

其定義韌性為：「系統（或系統的某一部分）或地區在經歷災害事件後，吸收災

害衝擊與恢復能力的量測」。 

因韌性研究應用領域的差異，後來主要發展為兩個領域：社會－生態學派（或

稱全球環境變遷學派）與災害學派（Cutter et al., 2008）。社會－生態學派認為韌

性為：「系統吸收干擾與再組織為可完整運作系統的能力」（Janssen et al., 2006）。

此定義特別強調韌性分析，需考慮人文系統特性。因人文系統是引發環境變遷的

重要來源。此學派主張須從社會－生態系統互動角度，進行系統動態分析，以探

討韌性概念與形成的機制（Bohle et al., 1994; Adger et al., 2005; Adger, 2006; 

Walker et al., 2006；Resilience Alliance, 2007））。因而非常強調系統恢復、學習與

調適力（Klein et al., 2003）。故 Adger et al. (2005) 認為韌性探討，需更積極討論

社會－生態系統接納不確定性與意外的能力，且須綜合涵蓋人文、自然特性與脆

弱度，而可定義韌性為：「一個社會與基盤設施(infrastructure) 對抗外來擾亂或壓

力，及其從擾亂後復原的能力」（Adger, 2000）。 

從上述觀點，Dovers and Handner (1992) 進一步提出社會主動與被動韌性概

念。認為「被動韌性」，為強化現有條件及使系統更具抗拒衝擊的能力。「主動韌

性」則指社會面對無法逃避的衝擊，重新營造一個足以迎接改變的新系統。聯合

國 International Strategy for Disaster Reduction (UNISDR)（2002）亦從綜合性觀點，

提出類似 Adger (2000) 對韌性的定義。認為韌性為：「系統、社區或社會對抗或

調整，以獲得一個可接受狀態的能力。其決定在社會系統，可自我組織、提升學

習、調適及災害恢復能力」。 

  災害學派對於韌性的分析，多從脆弱度的討論著手，而認為脆弱度與災害風

險存在極大關係（Brenkert and Malone, 2005; Hung and Chen, 2007; Hung and Chen, 

2013）。其中災害－風險分析，認為災害風險主要構成要素為災害與脆弱度，韌

性即為脆弱度的重要構成要素之一。特別是近期研究，認為社會經濟條件不但是

影響脆弱度的重要因素（Eakin and Luers, 2006），亦是構成韌性的要件。因而認

為韌性為：「使災害衝擊與損害最小化之生存與面對災害的能力」（Berke and 

Campanella, 2006），強調社會組織如何面對災害與處理不確定性問題的能力

（Berkes, 2007）。故脆弱度與韌性的關係可視為「一體兩面」，隱含韌性具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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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效應，只要提升韌性，即當然會改善脆弱度2。 

  除災害－風險分析外，災害學派亦較著重災害損失降低，及災害對社會經濟

衝擊與災後恢復能力（Folke et al., 2002）。從此角度檢視韌性，須同時考慮影響

災害衝擊之實質與社會經濟環境；甚至須考慮災前減災、整備與災後應變、重建

的能力（Bruneau et al., 2003; Cutter et al., 2008）。故評估韌性的架構即需涵蓋實

質、社會經濟、基礎設施與制度等層面，而適合從綜合性角度探討韌性（Cutter et 

al., 2010），此觀點非常接近 UNISDR (2002) 對於韌性的定義。 

從現有研究的歸納，除可發現脆弱度與韌性具有密切關係外，亦可發現調適

力在脆弱度與韌性扮演重要的串連角色。調適力在韌性研究中，常稱為「調適性

（adaptability）」，被視為是系統成員管理與影響韌性的基本能力（Engle, 2011）。

一般認為調適力愈高，面對外來災害或氣候變遷壓力的韌性愈高，而其中關鍵影

響因素為系統的組織與治理能力（Lebel et al., 2006）。換言之，在韌性評估過程，

亦須評估標的具有的脆弱度與調適力特性（脆弱度、韌性與調適力之主要定義，

彙整於表 2-1）（Cutter et al., 2008）。亦即，透過韌性分析可瞭解脆弱度，而透過

調適策略分析亦有利於瞭解韌性運作機制，及提供降低災害風險及災害管理基本

政策方向。 
 

表 2-1 脆弱度、韌性與調適力之主要定義 

項目 定義與參考文獻 

脆弱度  一個系統為適應氣候變遷刺激、降低潛在損害、掌握機會或處理其

影響或衝擊之能力 (IPCC, 2001) 
 系統暴露在特定擾亂源或外在壓力（例如災害）威脅的程度，及對

於特定擾亂源的敏感性與調適能力的綜合概念 (Adger, 2006) 
韌性或回

復力 
 系統、社區或社會對抗或調整，以獲得一個可接受狀態的能力。其

決定在社會系統，可自我組織、提升學習、調適及從災害恢復的能

力 (UNISDR, 2002) 
調適力  一個系統為適應環境災害或政策變遷，所產生之進化與擴展其應變

範圍之能力 (Adger, 2006) 
 一個系統對於調整變遷、調節影響與處理外來干擾的能力（Brooks 

et al., 2005; Cutter et al., 2008） 

 

 

 
                                                 
2. 社會－生態學派認為脆弱度與回復力關係，非如災害學派所稱的「一體兩面」如此絕對。而

認為回復力與暴露、敏感度，同樣是決定脆弱度的重要因素，但不是一體兩面（Klein et al., 2003; 
Gallopín, 2006）。災害學派強調回復力的提升，對於脆弱度的改善具有絕對正面效應。社會－

生態學派的看法，其實非常接近 IPCC 對於調適力的解釋。但這種解釋，亦可能會更模糊回復

力、調適力與暴露間的關係（Pelling, 2003）。 



面對天然災害之韌性都市建構策略與評估 

14 
 

綜合上述，可發現韌性的界定，不再僅限於早期生態學領域，而開始呈現跨

領域整合現象。早期對於韌性的討論，較強調系統穩定的維持。新的觀點則認為，

韌性需更積極討論社會－生態系統對於不確定性與意外接納的能力（Adger et al., 

2005），甚至須更有系統納入人文、社會經濟的脆弱度觀念，及組織的環境治理

能力 (Lebel et al., 2006)。其討論內涵，已跨越脆弱度、調適力、組織運作與災

害治理領域。故韌性定義涉及的內涵，包含：(1)一個系統在受到擾亂後，可吸

收擾亂與維持原有運作模式的能力；(2)系統自我組織能力；(3)系統建立或增加

學習與調適的能力（Carpenter et al., 2001）。 

  韌性的界定雖然眾說紛紜，且大都停留在概念階段，缺乏可操作、量測或檢

驗的架構。但韌性分析，較重要的議題並不必然在於尋求具共識的定義。重心反

而應在於如何配合研究目的與分析議題，提出可操作的評估架構，將脆弱度、韌

性與調適力的關係進行有效整合，以瞭解韌性運作特性與構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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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韌性評估架構與方法論 

  早期 Kulig (1999)曾定義社區韌性為：「社區從逆境中復原，及達到更佳機能

或境界的能力」。從此定義可發現，社區韌性是災害防救重要的基本能力。因其

有助於降低災害衝擊，及增強或改善社區集體或個人（或家戶），從逆境或災害

衝擊中回復的能力。一般社區韌性分析方法論，會隨其觀察角度與目的之差異，

而有不同切入點，主要可分為三個領域：(1) 社會心理分析，(2) 社會－生態，

與(3) 綜合分析。以下即分別說明三個領域主要的分析方法論： 

壹、社會心理 

  透過上述社區韌性定義，即可從社區組成份子、及其與社區互動關係，著手

探討社區韌性。其中重要的分析方法論主要源於社會心理學派，其認為可從社區

組成份子的社區意識（sense of community; SoC）著手。SoC 分析指出社區韌性

的構成要素，包含：(1) 社區組成份子特性，(2) 社區份子與社區互動關係；(3) 社

區與組成份子相互滿足彼此需求狀況，(4) 社區凝聚力（McMillan and Chavis, 

1986）。SoC 的分析方法，可協助研究者瞭解社區對於住戶的意義，及在災害來

臨時，社區如何成為居民的資源或資產（Pooley et al., 2006）。然 SoC 分析仍較

強調個人與社區互動關係，尤其是關注個人或家戶對於社區的心理認同，但對於

何種因素可實際提升個人（或家戶）或社區韌性，仍較少著墨。 

  SoC 分析方法雖提供分析社區韌性基礎架構，但如何妥善應用於社區災害韌

性分析，一直存在理論轉化為實際操作的困境。直到 Tobin (1999) 提出分析社區

韌性與永續性分析架構，方有較具體操作模式。Tobin (1999) 之社區韌性分析模

型，乃認為構成永續社區或社區韌性之主要因子為（參見圖 2-1）：(1) 社區採取

的減災模式：影響社區暴露於災害風險的程度；(2) 社區之結構－認知模式：主

要構成因子為社區社會經濟、人口結構、實質情境與居民心理認知狀況；(3) 恢

復模式：主取決於政府重建、補助與資源取得方式，此會影響災後的短、中、長

期恢復方式與程度。Paton et al. (2001)及 Tobin and Whiteford (2002) 即曾應用此

模型，分析政府與居民災後恢復與反應之韌性分析。 

  社會心理學派認為居民決定採取何種調適策略，除本身心理因素外，其所處

環境及與社區互動關係，是主導居民災害認知、調適行動與相關策略選擇的重要

關鍵（Kuruppu and Liverman, 2011）。特別是欲深入探討居民災害回復與調適行

為，仍須從居民與環境互動過程，釐清影響居民回復與調適行為與重要影響因素，

以有效詮釋居民與社區對災害風險的基本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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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都市韌性分析架構 

資料來源：Tobin (1999), Fig. 1. 

  探討居民認知、回復、調適行為與環境，甚至與環境變遷互動的另一重要理

論，為防護動機（protection motivation）理論。該理論為 Rogers (1983) 首先提

出，源於分析個人面對健康威脅的認知行為；邇來，方進一步應用於科技與天然

災害治理與管理分析。Grothmann and Patt (2005) 曾修改防護動機理論，提出「個

人氣候變遷積極調適行動社會認知模型（model of private proactive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MPPACC）」，以解釋個人對於氣候變遷認知與檢驗影響認知與調

適力（偏重在主觀調適力）的主要因素。MPPACC 模型強調個人的災害調適行

為，是個人與社區環境互動結果。尤其是對於環境風險的認知與評估，是決定採

取積極或消極調適行為的關鍵，當然亦是決定社區整體韌性的重要影響因素。 

貳、社會－生態 

  社會－生態分析方法論，主要建立在韌性聯盟 (Resilience Alliance)從社會－

生態互動觀點提出的 Panarchy 分析。Panarchy 分析核心，在於認為人類系統與

自然系統，是透過一種階層循環系統，不停互動、相互調整、更新與再造

（Gunderson and Holling, 2001; Folke, 2006; Resilience Alliance, 2007）。此種類似

巢狀的互動系統，適用於任何空間層級與規模的環境系統（從全球至社區皆適用）。

但欲討論特定層級的韌性形成機制（例如社區），則較難從此跨層級的分析架構，

瞭解不同層級韌性形成的相互關係。故透過 Panarchy 分析方法，探討特定層級

的韌性，需透過嚴格假設，亦需簡化討論內涵。 

  早期的 Panarchy 分析，偏重方法論與分析架構建立，較缺乏可操作性。故

Adger (2006) 歸納一個系統關係架構，提供 Panarchy 分析在實際操作時，有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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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的操作模式。Adger (2006) 提出的方法論，建立在社會與生態系統互動觀點，

認為韌性分析可整合不同層面的方法論與分析工具，其分析架構可參見圖 2。圖

2 左上方的切入點，是透過「基本生活權利缺乏（entitlements-based）」的角度解

釋脆弱度或韌性。其強調構成脆弱度或韌性的主要因素，為社會組織、經濟條件、

福利、社會條件、性別等因素。此等特性會直接影響社會脆弱度，及造成社會弱

勢族群韌性的下降。此研究角度有別於傳統從自然科學出發，強調災害衝擊的研

究方式。 

  圖 2-2 顯示，另一種分析災害韌性或脆弱度的角度為「天然災害風險」研究，

常為災害學派或災害－風險分析所引用。其綜合物理、工程與社會科學，解釋不

同系統間的關係。在此方法論中，認為災害特性，甚至個人風險知覺（risk 

perception），皆會對社會不同群體及其內部的組成因子，造成不同程度影響。故

其較關注不同災害風險特性與組成因子的分析，包含災害類型、災害發生機率與

影響，及造成災害風險擴大的自然與社會經濟條件（Cutter et al., 2008）。其中決

定災害衝擊程度的主要因素，即為災害脆弱度與韌性。而脆弱度與韌性則取決於

居民居住區位的自然與社會經濟環境、居民災害風險態度、使用資源方式與可應

用於調適的資源條件（Burton et al., 1993）。 

 

 

 

 

 

 

 

 

 

 

圖 2-2 對於脆弱度與韌性研究的體系 

資料來源：Adger, 2006, Fi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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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sner et al. (2004) 認為壓力－釋放 (pressure-and-release; PAR) 或壓力－

狀態－釋放（pressure-state-response; PSR）模型，提供「天然災害風險」與「人

文或政治生態」兩個研究領域的介面，使兩個領域的研究成果可進行整合。

PAR/PSR 模式可呈現脆弱度、災害形成與風險的關係。強調災害風險產生機制，

主由災害源與脆弱度互動的災害作用形成。故方法論上，較偏重系統動態模擬或

系統分析（Wisner et al., 2004）。其中影響地區脆弱度演進的層面包含地區(1) 基

本條件；(2) 危險條件；(3) 暴露過程。PAR/PSR 分析對於瞭解災害或外來衝擊

與韌性（或脆弱度）形成的動態因果關係，具有重要貢獻（Wisner et al., 2004；

何明錦、洪鴻智，2004; 2007）。但對於瞭解人文與環境系統如何互動，及如何構

成地區韌性與脆弱度特性，仍須輔以更多研究工具，方能獲得較完整的知識。 

  「人文生態」（亦稱為政治生態）研究取向，認為工程導向研究，常忽略政

治與結構性問題，而無法解釋貧窮或弱勢群體為何會較脆弱及具有較低的韌性

（Hewitt, 1997）。Füssel (2007) 將此研究取向稱為「政治經濟」研究，主在探討

何人最脆弱、韌性最低，及其形成之原因。此研究角度雖與基本生活權利導向研

究有些類似，但此領域特別強調政治與社會經濟發展的因素。因為政治資源與社

會經濟發展的差異，會影響社會體系面對外在風險或災害，及資源取得的能力。

故不同的政治體制、社會結構、管理與經濟發展程度，會導致截然不同的災害衝

擊特性（Patwardhan and Sharma, 2005）。 

上述 Adger (2006) 提出之分析架構，提供社會－生態理論應用於災害韌性

分析，可行分析架構與方法。但此架構只提供相關研究方法引用的可能性，仍較

缺乏清楚操作模式，故在實際操作仍需配合分析目的、災害類型與社區特性，選

取合適分析方法。儘管如此，社會－生態理論仍提供重要理論架構，特別是其提

出的系統、個體與集體互動架構，提供後述綜合分析模式重要的理論基礎。 

參、整合性分析 

  整合性分析乃奠基在社會－生態學派理論，及整合災害－風險分析與政治經

濟理論，而認為災害韌性的形成，是實質環境與社會經濟條件互動的產物。故整

合性分析非常強調人與環境的互動關係（Cumming et al., 2005; Lloyd et al., 2013）。

此觀點使整合性分析者，進行韌性評估常以特定空間或系統互動為基礎，綜合考

慮空間或系統既有條件（包含實質與天然、社會經濟、人為環境）、災害回應、

調適及學習能力，建立綜合評估模式（Bruneau et al., 2002; Füssel, 2007; Cutter et 

al., 2008）。故分析成果，有利於綜合考慮地區韌性的複雜組成因素，而可支援空

間、土地使用規劃與災害管理政策評估。 

  整合性分析方法論的建置，常綜合不同領域分析方法，提出跨領域分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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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較重要的分析模式為 Cutter (2003)、Cutter et al. (2008) 提出之地區導向

（place-based）分析模式。此模式認為地區或社區韌性，乃決定在「內在」的韌

性（或脆弱度）條件，與「外在」暴露於災害特性的互動關係。例如，Turner II et 

al. (2003) 即認為災害韌性是脆弱度的一部分，且與暴露、災害敏感度具有明顯

的整合性關係。 

  Cuter et al. (2008b) 提出「地區災害韌性模型（disaster resilience of place 

model; DRPM）」，作為分析地方或社區層級韌性的基礎模型。該模型提出影響地

區韌性的社區內部要件，包含：(1) 地區既有條件，(2) 地區減災與整備投入程

度，(3) 地區應變能力，與(4) 地區回復與調適力；而影響韌性運作的外部要件

則為災害特性（包含災害頻率、數量、持續期間等）與強度，其會決定災害衝擊

程度與衝擊範圍（評估架構內涵，可參見圖 2-3）。 

DRPM 的主要精神，在於其提出決定地區或社區在特定災害侵襲後，如果災

害特性與侵襲強度為在地區可容受之範圍，則地區將無需啟動大規模回復或重建

機制；相對地，如災害侵襲超越該地區可容受之門檻，則將產生較大規模之回復

工作。而決定地區容受力的主要因素，則為前述 4 項影響韌性的內部要件。換言

之，此 4 項要件的累積效應會決定地區韌性。當社區基本條件愈佳，減災、災害

整備、回應與調適力愈高，則災害衝擊容受力愈高。 

 

 

 

 

 

 

 

 

 

 

圖 2-3 社區災害回復力模型 (DRPM) 

資料來源：Cutter et al. (200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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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PM 雖提供社區韌性運作的基礎概念模式，但如要將之轉為可操作模式，

仍是極大之挑戰。故為提供後續應用分析，Cutter et al. (2008b) 建議可透過指標

建置（indicator-based）分析方法，評估地區韌性。其歸納影響地區韌性之主要

指標體系，可包含：(1) 生態，(2) 社會，(3) 經濟，(4) 體系，(5) 基盤設施，

(6) 社區資本（competence）。Cutter et al. (2010) 雖曾應用此 5 個層面之指標，評

估美國東南部之災害韌性基礎條件。為檢視 Cutter et al. (2008b) 提出之 DRPM，

能否有效解釋地區或社區災害韌性，Cutter et al. (2014)乃以美國之郡為例，應用

DRPM進行韌性評估，而開展DRPM應用於都市或城市地區型韌性評估之濫觴。 

  在整合性分析方法中，另一種模式為直接應用韌性定義或文獻回顧方式，建

立綜合性評估體系，評估地區的災害韌性或脆弱度。例如，O’Brien et al. (2000)

與 O’Brien et al. (2004)曾整合生物物理與社會經濟層面，建立整合性指標系統，

評估不同空間層級的脆弱度與韌性。另洪鴻智、陳令韡 (2011) 亦應用類似方法，

評估大甲溪流域整合性脆弱度。而 Metzger et al. (2005) 同樣使用整合性指標系

統評估脆弱度與韌性，只是其較偏重全球環境變遷對實質層面的衝擊。 

  另 Hung et al. (2016) 乃整合 Cutter et al. (2008)之 DRPM，及既有之整合性韌

性評估文獻，建立氣候災害地區性韌性指標（the Climatic Hazard Resilience 

Indicators for Localities; CHRIL），以臺中都會區為例，評估都會韌性評估，及歸

納都市韌性之重要構成要素。其歸納都市韌性之構成因子，包含：天然環境、社

會經濟條件、組織與基盤設施及調適與學習。 

  整合性模式整合社會－生態、災害－風險與政治經濟理論，提出跨領域的分

析方法論。此分析模式非常適用於環境變遷之空間脆弱度與韌性綜合評估，且可

應用於調適與空間災害管理政策分析。整合性分析運作過程，雖符合「由上而下」

的分析邏輯，然實際應用仍需視應用目的與地方特性，選擇合適的整合模式。另

在政策應用，如何配合相關災害與空間治理策略，選擇合適的評估層面，亦是分

析者的重大挑戰。 

肆、韌性評估經驗與發現 

  水災產生的影響，主要來自颱風或暴雨挾帶的強風或大量降雨。其可能帶來

土石流、坡地崩塌、地滑或水患，而造成受災地區的物理性損壞（如住宅倒塌）、

傷亡、社會經濟損失等直接與間接衝擊。故水災韌性評估，核心議題在於評估潛

在受災地區特性，降低損失及從水災相關衝擊恢復的能力。此觀點，將影響評估

方法與評估指標的選擇。 

  過去地區韌性主要研究標的，較偏重單一部門、產業或社區韌性評估。主要

研究方法論，多奠基在前述之社會心理、社會－生態與整合型分析架構。其中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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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心理相關研究，例如，Paton et al. (2001) 與 Tobin and Whiteford (2002)，即曾

應用 Tobin (1999)提出的模型分析火山社區的災害韌性，其研究發現個人與社區

環境的互動關係，確實是影響社區韌性與居民災害調適行為的重要因素。Pooley 

et al. (2006) 應用 SoC 理論分析澳洲西北部四個社區熱帶氣旋的災害韌性，亦發

現居民與社區互動關係，特別是居民社區網絡關係，是決定韌性之重要關鍵。 

  另一應用社會心理理論於災害韌性（及災害調適行為）分析的重要研究領域，

乃應用防護動機及其衍生之 MPPACC 模型。Grothmann and Patt (2005) 曾應用

MPPACC 模型於德國與辛巴威的案例分析，發現該模型可解釋（特別是德國經

驗）社區脆弱度、韌性與調適力形成的特性與運作狀況。另 Kuruppu and Liverman 

(2011) 亦曾應用防護動機理論及修正的 MPPACC 模型，分析西太平洋島國

Kiribati 居民對於氣候變遷調適行為，結果發現居民對於自我從事調適的能力與

信心，是影響是否採取具體調適行為及能否從災害衝擊迅速回復的關鍵。 

  社會－生態理論的實證應用，經常面對理論轉化的困難，特別是在實務操作，

常會面臨理論模式化的挑戰（Carpenter et al., 2001）。尤其 Adger et al. (2005) 認

為韌性的檢視，須更廣泛考慮地區社會經濟結構、空間發展型態與政府管理機制。

因而在實際應用，經常與不同領域的研究方法整合，系統性的探討社區災害韌性。

故有一些研究，透過深度訪談及實務導向方式，逐步建立韌性運作與評估架構，

例如 McDaniels et al. (2008) 即應用此方式，建立醫療系統之韌性運作模式。Wang 

et al. (2012) 亦應用實務導向方式，透過洪峰逕流，評估土地使用變遷的颱風災

害韌性演變。 

  近來已有一些研究，針對開發中國家單一部門的韌性進行案例分析。例如，

Larsen et al. (2011) 曾以 2004 年南亞海嘯的泰國海岸社區觀光產業回復為例，探

討災後重建與風險降低經驗，其發現災害韌性與相關利害關係者角色的具體化與

法制化，是影響韌性的重要關鍵。Béné et al. (2011) 則以西非尼日河流域小漁戶

的調查與評估，提出如何透過韌性觀點，改善漁戶管理、漁民與生態系統互動與

生態資源維護等課題。 

  另在社會－生態理論應用，亦有些研究整合災害－風險、政治經濟分析，提

出地方與社區層級的災害韌性分析。許多研究特別關注地區經歷大規模災害後的

回復過程。例如 Beckman (2006) 曾觀察 1999 年越南中部洪災的災後重建，發現

影響社區韌性的主要因素，在於家戶與地方政府、相關組織關係，及取得相關資

源的能力。Paton et al. (2001) 以紐西蘭 Ruapehu 火山爆發後周邊社區回復過程為

例，說明居民災害風險意識、問題解決態度與社區韌性關係。而 Cashman (2011) 

則透過質化分析與深度訪談方法，以英國 Bradford 市為例，探討在洪災風險管

理中，如何透過社會韌性（包含社會經濟、社會信任與合作）的營造與強化，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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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災害風險管理與降低洪災損失。Kuhlicke (2010) 亦曾以德國 Saxony 為例，提

出「韌性建構（myth of resilience）」概念，探討該地區韌性如何建構與應用於

洪災管理的過程。 

  上述研究對於全球氣候變遷及極端氣候事件頻繁的嚴酷環境，仍難提供足夠

資訊或政策建議，滿足都市或都會發展與規劃的災害管理決策需求。故整合分析

理論的應用，特別關注生物物理、社會經濟與政治經濟不同學門的跨領域整合。

例如 Beatley (2009) 探討海岸地區韌性亦提出類似觀點，認為應從整體性觀點評

估韌性，包含土地使用、社會經濟、居民應變能力與地區資源等層面。而 Brenkert 

and Malone (2005) 則應用脆弱度－韌性指標系統，評估印度國家與州層級的脆

弱度與韌性特性與空間分布。此等研究顯示，韌性評估不只是單一部門或地區性

課題，而是跨部門與跨層級的綜合性議題。故如何透過跨領域與跨部門整合，探

討韌性機制形成與重要影響因素，乃重要研究趨勢。 

  在上述趨勢下，Tanner et al. (2009)曾以亞洲 10 個城市的氣候變遷韌性評估

為例，指出影響城市韌性主要因素，在於政府治理能力。特別是政府資源提供、

土地使用與管理政策、居民參與決策的程度等。另外許多研究，強調社會韌性，

例如所得、產業與人口特性，皆是衡量城市整體韌性的關鍵要素(Adger, 2000; 

Hultman and Bozmoski, 2006; Buckle, 2006)。然探討地區或社區韌性，Klein et al. 

(2003) 認為調適力與韌性具有密切關係，唯有將調適力納入韌性評估，方能瞭

解社區面對災害與災害管理能力。 

  日本內閣府（2005）與日本東京都防災會議地震部會（2011）為推動地震防

災，及建置韌性都市（World Bank, 2009），除進行東京都之地震災害風險評估

外，亦提出影響地震韌性之重要因素、脆弱度因子與重要調適策略。東京都針對

地震災害衝擊模擬，及其可能影響之部門。主要部門涵蓋：建物、交通運輸系統、

維生系統、災害防救與物資設施、產業與工業園區、文化財等。其主要在於指出，

提升地震地震韌性，可能須強化基盤設施外，對於脆弱度高之土地使用行為與建

物，亦須提升其抗災能力與補強，以降低地震風險（World Bank, 2009）。 

  目前對於全球環境變遷或災害韌性評估，相關理論與案例觀察，雖已大幅成

長。但有系統觀察住戶間及住戶與社區互動關係，社區集體與家戶災害韌性的整

合性關係與重要影響因素歸納，仍較缺乏整合性討論。雖然上述 SoC 與 DRPM，

已提出可行的研究架構，但如何納入地區災害條件、社會經濟與實質環境特性，

及探討家戶災害回復與調適策略，及與社區整體韌性形成的互動關係，仍有待更

多後續研究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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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韌性城市建置案例 

  為面對氣候變遷與極端天氣衝擊，許多國家皆以建置韌性城市，作為地區永

續發展與降低災害風險的重要工作。例如，歐盟國家為最早擬定氣候變遷及災害

調適與風險管理計畫地區，其在 2009 年－2013 年間，由歐洲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與議會通過一系列政策白皮書與法令，希望建立從跨國、國家、區

域、城市、街區等不同尺度的調適策略，以建構韌性與永續歐洲為目標（European 

Commission, 2009; 2013）。在調適政策發布後，歐盟 15 個會員國因各國條件與環

境差異，而有不同執行進度與策略，然各國皆紛紛擬定國家等級之氣候調適綱領、

部門調適行動計畫，及推動城市層級之調適、脆弱度與韌性評估與災害風險管理

計畫，以完成與支援不同層級與跨空間尺度之調適政策（European Commission, 

2013）。 

  除歐盟外，其他國家亦因其氣候政策目標、天然環境與社會經濟條件差異，

而對於災害風險管理及調適策略擬定，具有不同模式。這些模式間，通常具有極

大差異；但透過這些模式與政策經驗觀察，可提供氣候變遷調適與災害風險管理

策略擬定，非常良好之參考基礎及政策研擬方向。故以下即以荷蘭鹿特丹、丹麥

哥本哈根、奧地利薩爾斯堡、美國加州與日本東京都為例，說明都市層級之氣候

變遷與災害調適計畫擬定模式。 

 壹、荷蘭鹿特丹 

  荷蘭在國家層級，訂有國家層級氣候變遷及災害調適與風險管理計畫，個別

城市則在國家調適計畫指導下，透過縱向合作之夥伴關係，執行調適政策與災害

風險管理。例如，鹿特丹即藉由一連串評估計畫，瞭解全市之災害潛勢、脆弱度、

韌性與災害風險之特性與空間分布，及都市實質發展條件，再依地區狀況擬定不

同之調適策略與災害風險管理計畫。這些策略包含工程防災設施強化、基盤設施

提供與設計、土地使用管制、建築設施管理等。故鹿特丹之調適與災害風險管理

計畫擬定，乃依地區條件、韌性與脆弱度條件差異，而有不同調適與風險管理策

略組合。 

  圖2-4可簡單顯示鹿特丹，將都市簡單分為堤外與堤內兩區域，再依兩區特

性設計不同防洪、滯洪與調適實質或工程策略，以達到減災與抗災目的。然欲進

行減災與災害調適，並非完全依賴實質工程設施能完全處理，而尚需整合都市規

劃、土地使用管理；甚至都市更新與城市再造計畫，方能有效達成永續與韌性都

市建置目標。而在策略擬定與評估過程中，都市之災害潛勢、脆弱度、韌性評估

機制建置、評估與監測指標設定與風險評估，亟需納入調適計畫執行過程，以提

升策略選擇效能 (City of Rotterdam, 2013)。例如，圖2-5與圖2-6即顯示鹿特丹，



面對天然災害之韌性都市建構策略與評估 

24 
 

整合氣候變遷與災害預測，而繪製之洪災風險地圖與脆弱度地圖。透過此些評估

地圖，即可支援後續都市發展、都市更新、公共設施、交通設施配置與設計與土

地使用開發與管理政策，以強化災害調適與都市韌性。 

 

 
圖 2-4 鹿特丹堤內與堤外調適與減災策略實質設計 

資料來源：City of Rotterdam, 2013 

 

 
圖 2-5 2100 年鹿特丹堤內洪水風險地圖 

資料來源：City of Rotterdam,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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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2100 年鹿特丹洪水脆弱度與風險地圖 

資料來源：City of Rotterdam, 2013 

   

貳、丹麥哥本哈根 

  丹麥哥本哈根為因應全球氣候變遷與極端天氣衝擊，將整體丹麥國家氣候變

遷調適綱領與災害風險管理機制，納入哥本哈根地區調適計畫。哥本哈根採取的

調適政策，與鹿特丹市不完全相同，其特別強調將調適與災害風險管理策略融入

既有市政計畫，以達到效率投資、綠色成長、永續與跨域整合（合作）目標。 

  圖2-7可顯示哥本哈根氣候變遷調適計畫擬定之脈絡，主要依據IPCC (2007)

第4版評估報告，擬定丹麥國家策略；再透過國家策略擬定哥本哈根之城市級調

適與災害風險管理計畫。而哥本哈根調適與風險管理計畫，非常強調地區參與及

跨計畫的整合機制。尤其是如何將氣候變遷與災害調適融入既有市政相關計畫，

包含：市政發展計畫、都市規劃與其他計畫（例如，廢水處理、災害緊急應變系

統）與氣候計畫等，皆是調適計畫實際運作的重要機制（City of Copenhagen,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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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哥本哈根氣候調適計畫 

資料來源：City of Copenhagen, 2011 

 

 

 
圖 2-8 哥本哈根極端天氣淹水風險地圖 

資料來源：City of Copenhagen, 2011 

  為推動氣候變遷與災害調適計畫，哥本哈根亦從事全市性的災害潛勢、脆弱

度、韌性與風險評估。評估項目除水災（圖2-8即為評估之極端天氣洪水風險地

圖）、海平面上升風險外，亦進行都市熱島效應風險評估。透過各項風險與脆弱

度評估結果（分成Level 1－Level三個等級；Level 1之風險最高，Level 3最低），

再依不同風險等級與空間尺度擬定不同層級之調適計畫（請參見表2-2之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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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不同風險等級與空間尺度之調適策略 

 等級一 等級二 等級三 

地理區域 降低機率 降低規模 降低脆弱度 

區域 興建堤防 建置高水位之預警系統 保護脆弱之基盤設

施、捷運、電車與隧道

城市 興建堤防 規劃、預警系統建置 規劃、整備 

地區 抬高建物、堤防 整備、沙包等 移走脆弱之設備 

街道 抬高建物、堤防 整備、沙包等 移走脆弱之設備 

建物 抬高建物 止水閥、封閉地下室、

整備、沙包等 

移走脆弱之設備 

資料來源：City of Copenhagen, 2011; 2012 

 

參、奧地利薩爾斯堡舊城區防洪調適計畫 

  薩爾茲堡市（Salzburg City）位於奧地利西部，為薩爾茲堡邦的首府，人口

約 15 萬，城市發展歷史非常悠久，且為奧地利進入阿爾卑斯山區之門戶。然薩

爾茲堡市過去常為洪患所苦，故在「奧地利國家氣候變遷調適策略（The Austrian 

strategy for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計畫（2012）」(Austria Federal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Forestry, Environment and Water Management, 2012))中，列為氣候變

遷與洪災調適之重點地區。尤其是舊城區與森林區之災害調適與風險管理計畫，

為該市 2030 年前之災害風險管理重點計畫。 

奧地利環境部成立氣候保護工作團隊（Working Group on Climate Protection），

薩爾斯堡市不但加入此團隊，於2008年，更進一步參與由歐盟支助，針對阿爾卑

斯山地區之空間規劃氣候調適計畫  (Climatic Change Adaptation by Spatial 

Planning in the Alpine Space 2007-2013; CLISP) (Hörmann et al., 2011)，而展開一

連串之災害風險評估與空間改造計畫。 

在「奧地利國家氣候變遷調適策略」與 CLISP 中，阿爾斯堡推動相關工作之核

心，包含幾項工作：1. 災害風險與脆弱度評估 (評估結果以災害風險地圖或脆弱

度地圖方式呈現，圖 2-9 可展示其部分劃設結果)；2. 針對不同類型與災害風險

地區，提出不同空間規劃與管理策略；3. 推動氣候變遷與災害風險溝通，及不

同利害關係者（stakeholders）參與計畫，協助相關計畫更有效推動。其中第 2

項之空間規劃與管理策略，在薩爾茲堡主要核心議題，包含：如何引入土地使用

規劃手段、水資源管理與工程措施，降低氣候變遷與洪災，對觀光業、森林、傳

統聚落與交通設施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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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薩爾茲堡市災害風險地圖 

資料來源：Salzburg市政府 

 

圖 2-10 舊城區保護熱點 

(左下側之聚落區) 

圖 2-11 Salzach 河 

兩岸之緩衝區與退縮區 

  薩爾茲堡市為因應氣候變遷與防洪調適工作，計畫熱點主要在於舊城區，尤

其在於如何整合土地使用管制策略與工程手段，降低洪災脆弱度與風險。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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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策略，乃透過災害風險評估，依淹水潛勢與脆弱度，劃出類似圖2-10之災

害風險地圖（如圖中之HQ100區（藍色區域），即為較高風險地區）。再應用類似

荷蘭「還地於河」概念，依2004年防洪法（Flood Protection Act 2004）及2009年

空間計畫法（Spatial Planning Act 2009）相關規定，對於HQ100區，進行河川整

治、限制高風險地區開發及推動嚴格建築管理，以強化滯洪與排水功能，降低地

表逕流與洪災風險。而對於已開發之高風險地區，則採取凍結開發，既有建物只

允許修繕與維護，限制改建或擴展為強度更高之土地開發模式。 

  薩爾茲堡市曾於 2002 年、 2005 年發生大洪水，故在 2004 年制定防洪法。

該法令制定薩爾茲堡，主要之防洪策略。而近年來，為進一步因應氣候變遷之潛

在衝擊，奧地利聯邦政府於 2012 年，擬定「奧地利國家氣候變遷調適策略」，提

出更中、長期之氣候變遷與災害調適策略。由於薩爾茲堡之洪災類型與洪患來源，

主要來自冬季與春季之暴雨（或溶雪）（主來自多瑙河（Danube river）支流 Salzach

河之洪患）。故重要的災害調適與防洪手段，乃整合災害風險地圖繪製、工程手

段與滯洪區劃設。這些手段之應用，亦進一步納入多瑙河流域綜合治理計畫，以

降低洪災損失與風險。 

  薩爾茲堡具有非常豐富的歷史與文化資產，其發展可回溯至西元 7 世紀，但

真正大規模及舊城區風格樹立，則始於中世紀至巴洛克時期。目前薩爾斯堡主要

產業為森林業與觀光業，尤其是舊城區之觀光業，一直是薩爾斯堡的重要經濟命

脈。薩爾茲堡的舊城區（Old Town）與要塞區（Festung Hohensalzburg）(Fortress 

of Salzburg Castle) 為觀光核心地區，而新城區則為後續發展地區。舊城區與要

塞區為薩爾茲堡重要歷史聚落，聚落中之教堂、廣場與皇宮、街區、博物館、劇

院等，皆為重要的建築地景；甚至整體聚落、塔、圓屋頂與天空線，皆保有豐富

的中世紀與文藝復興風格，而被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列為人類世界重要遺產

（world heritage），成為重要觀光地區 (Travis, 2011)。然舊城區與要塞區，卻同

時面臨氣候變遷與洪災的巨大威脅。 

奧地利為維護薩爾茲堡歷史聚落，及降低氣候變遷與洪災風險衝擊。科學與

研究部（Ministry of Science and Research）及工程與科技部（Ministry of 

Construction and Technology），乃透過歷史聚落保存區劃設、建物保護、都市更

新與開發衝擊保護等措施，推動都市更新與再生計畫。其主要策略包含：歷史聚

落保護熱點地區劃設（例如，圖 2-10 下方之舊城區）、河流滯洪與緩衝區劃設（如

圖 2-11 所示，透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與建築法規管理，設立滯洪區與河川緩衝

帶，以逐步推動「還地於河」政策）、排水設施改善、預警系統設置，及教育、

風險溝通與人才培育等 (Stoner, 2009)。 

上述策略中，非常值得國內借鏡者，在於其整合土地使用管制、建築法規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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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手段，建立舊城區保護策略與 Salzach 河流域（及多瑙河流域）綜合治理工

作。對於薩爾斯堡市的都市與產業再生計畫，則是特別進一步結合觀光業、鹽業

與音樂產業（薩爾茲堡為莫札特故居，故有許多音樂祭與相關產業發展），使薩

爾茲堡的都市更新與再生工作，並非只是建築開發與重建，而是結合防洪、歷史、

文化與傳統聚落保護、傳統建築維護與產業發展之都市再生計畫，其經驗非常值

得國內推動防災型都市更新計畫之借鏡與參考。 

肆、美國加州聖地牙哥郡丘拉維斯塔市3 

丘拉維斯塔市（city of Chula Vista）位於加利福尼亞州（state of California）

聖地牙哥郡（county of San Diego），預計到 2050 年，年平均氣溫預計將增加華

氏 4.5 度。夏季的升溫甚至更高，更高的溫度再加上人口增長，再加上「都市熱

島效應(urban heat island effect)」，會造成尖峰用電需求比目前電力需求增長。另

外，由於人口和經濟成長對於自來水供應的需求將增加；氣候變遷亦可能會改變

區域降水模式，這種降水的改變將透過改變水的逕流和沈積物的流動而影響流域

的變化。聖地牙哥郡的海岸線和海灣海平面上升速率預計將增加，在 40 年後將

比目前高出 12 至 18 英吋，更高的海平面可能會導致侵蝕的增加、更頻繁的洪水

和財產損失，濕地生態的喪失。而因海平面上升的衝擊，將使暴雨來襲之影響更

加劇烈。 

丘拉維斯塔市很早即體認到氣候變遷的威脅，故該市規劃將減少或減緩

(mitigate)都市範圍內的溫室氣體排放，故於 2000 年通過二氧化碳（CO2）減排

計畫，在市政設施和社區盡量減少能源和燃料的使用。然而，儘管地方和全球的

致力減少排放，仍會發生一定程度的氣候變化，且對聖地牙哥地區產生明顯的衝

擊。為管理這些可能的氣候變遷的衝擊，並減少未來的風險和成本，及提升丘拉

維斯塔市面對天然災害時的韌性，該市成立氣候變遷工作小組（the City of Chula 

Vista’s Climate Change Working Group, CCGW）--其成員由居民、企業和社區的

代表所組成。 

2010年 10月，丘拉維斯塔市CCGW提出 11項氣候調適策略建議給市議會，

內容涵蓋：能源、供水、公共衛生、森林火災、生物多樣性、沿海基礎設施、地

方經濟部門等氣候變化的脆弱性和解決方案。因此，市議會指示工作人員制定

11 項建議策略的更詳細的實施計劃，包括：實施步驟、時間安排和成本等內容。

每一項策略的具體內容包含 5 個部分：1.概述（overview）—檢視潛在的氣候變

                                                 
3 City of Chula Vista Climate Adaptation Strategies Implementation Plans, 2011 資料來源：

https://sphinx.chulavistaca.gov/clean/conservation/Climate/documents/ClimateAdaptationStrategiesPla
ns_FINAL_000.pdf?s=41E274A66DDF8D0DC3044C762DF1CF02BDF6AF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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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衝擊，及相關的方案/政策。2.方案策略－深入描述方案/政策的方法；這些方

案/政策是為減少氣候變遷衝擊所帶來的風險與成本，包括推廣活動，及市府層

級的監督管理措施。3.績效評量（performance metrics）—可被追蹤和報告的量化

方式評量方案/政策的表現。4.時間軸（Timeline）—方案/政策被執行時重要里程

碑的總時間軸。5.預算與財務—市政官員建議方案/政策執行所需的資金與來源。 

丘拉維斯塔市議會擬定的 11 項調適策略如下表 2-3 所示，其實質內容簡述

如下： 

1.制訂法規將反射鋪面或涼爽鋪面（cool paving）：採用於所有市政鋪面工程（停

車場及街道）和超過一定開發面積的新設私人停車場。 

2.制訂綠樹蔭（shade trees）法規：將綠樹蔭納入全部的「市政改善計畫（municipal 

improvement projects）」和「私人開發停車場計畫（private development parking 

lot projects）」。而新法規應具備彈性，以調整計畫屬性，包括：太陽能車棚（或

其遮蔭結構物），並儘可能併入現有的景觀水土保持法規。 

3.對於新住宅開發案的空調系統：提供獎勵措施（如促進都市的增強能源規範的

要求），安裝冷屋頂（cool roofs）技術。 

4.有效使用水資源：教導居民和企業適當使用當地水資源（包括廢水回收、地下

水淡化、水資源循環再利用系統的好處，並進一步整合廢水回收與水資源循環

再利用系統，以納入新開發計畫和更新計畫中。 

5.雨水相關法規修正：修訂雨水處理與其他市政法規，以有效地管理高濃度城市

徑流污染物、減少水資源浪費，並採用自然景觀，以協助逕流的排出或再利用，

並確保排水系統能正確運作與維護。 

6.風險溝通：積極與民眾、企業和社區溝通，關於氣候變遷衝擊與風險，及利用

現有都市與社區的合作夥伴推廣機制，提升住戶對於災害之韌性。 

7.弱勢族群之保護：在公眾安全計畫中，將「極端高溫（extreme heat）」事件視

為重要緊急事務，並特別強調對弱勢群體的服務。 

8.參與式管理系統：為評估和減緩氣候變遷對公園、開放空間和相關生態系統帶

來的衝擊，乃尋求資源機構、非營利組織或相鄰的公共土地管理者，建立夥伴

關係，以監控和管理/恢復生態系統，確保長期棲息地連通性、強化物種韌性

及提供社區休閒娛樂機會。 

9. 保護或恢復沿海和河岸濕地：對於變遷中的棲息環境，盡力維護濕地系統環

境，及提供公眾關於海平面上升等和氣候變遷對濕地衝擊的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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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Chula Vista 市氣候變遷調適策略 

# 焦點策略 # 焦點策略 

1 
Cool Paving 
涼爽鋪面 

7 
Extreme Heat Plans 
極端高溫計畫 

2 
Shade Trees 
綠蔭 

8 
Open Space Management 
開放空間管理 

3 
Cool Roofs  
冷屋頂 

9 
Wetlands Preservation 
濕地保育 

4 
Local Water Supply & Reuse 
自來水&再利用 

10
Green Economy 
綠色經濟 

5 
Storm Water Pollution Prevention 
& Reuse 
暴雨水污染防治&再利用 

11
Sea Level Rise & Land Development 
Codes 
海平面上升&土地發展管制 

6 
Education & Wildfires 
教育&野火 

  

資料來源：City of Chula Vista, 2011 

10.修訂丘拉維斯塔市的土地開發條例：包含土地使用分級管制條例，以利於將

海平面上升及其他洪災風險，納入未來土地開發與市政基礎設施工程設計與審

查基準中。 

11.提供誘因：提供援助和非金錢的獎勵措施，協助企業管理氣候變遷的風險，

及吸引企業提供綠色產品或服務進入丘拉維斯塔市。 

伍、美國加州索拉諾郡貝尼西亞市4 

貝尼西亞市（Benicia City）座落於加利福尼亞州索拉諾郡（Solano County），

靠近舊金山灣（San Francisco Bay）是一個濱水城市。其面對氣候變遷的衝擊，

主要受影響的層面包括： 

1. 氣溫上升，至 2030 年平均溫度約上升攝氏 0.5~2.0 度； 

2. 降水型態改變，造成旱災發生機率提高； 

3. 積雪消失，因冬季變暖造成內華達山脈（Sierra Nevadas）積雪減少，供水

量減少，進一步影響水力發電和農業灌溉用水不足； 

4. 海平面上升，舊金山灣海平面預計到本世紀中葉將上升 16 英寸，到 2100

年更將上升 55 英寸，對建築結構物將產生嚴重衝擊，影響海岸線的發展

和灣區港口的運作，進一步衝擊區域經濟成長； 

5. 空氣品質，高溫會增強有害空氣物質的產生，危害大眾身體健康，亦導致

                                                 
4 City of Benicia 2009 Climate Action Plan, 2009 資料來源：

http://www.ca-ilg.org/sites/main/files/file-attachments/resources__finalca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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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火發生機率上升，進一步惡化空氣品質； 

6. 農業產值減少，雖然二氧化碳有助於植物生長，但氣溫上升造成乾燥條件，

用水需求上升，農業供水遭受排擠且惡化的空氣品質使植物更容易受到病

蟲害威脅，進一步造成農作物品質和產量下降，影響整體農業產值； 

7. 生態系統受破壞，氣候變遷將增加森林火災風險、改變自然植被和野生動

物的分佈和特性，造成對生態系統嚴重受威脅。 

貝尼西亞市為面對上述衝擊，推動許多地區計畫，以克服地方層級的氣候變

遷挑戰。雖然氣候變遷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在美國與各國越來越多的都市領導

者，意識到氣候變遷將直接影響城鄉發展，及提升公眾健康、安全和福利風險；。

然而許多最佳策略的擬定是在地方層級，而亟需提出妥善之調適氣候變遷策略，

以降低氣候變遷之衝擊。故貝尼西亞市議會在 2007 年通過一項決議，對氣候變

遷採取行動，並正式加入國際地方環境理事會－「地方政府永續發展的城市氣候

保護運動 (ICLEI--Local Governments for Sustainability’s Cities for Climate 

Protection Campaign)」，以做為對抗氣候變遷的第一步。 

貝尼西亞市氣候行動計畫(Climate Action Plan)，提出一系列行動，讓

該市可通過降低其溫室氣體排放量，以減少其對全球氣候變遷的影響。該

執行措施涵蓋 8 項重點領域，包含：1.公眾教育和推廣；2.能源生產；3.

運輸和土地使用；4.建築物；5.製造業和商業；6.水和廢水；7.廢棄物；8.

公園和開放空間等。列出每一個重點領域的一系列目標與其支援策略。對

於每一個策略，均明確建議執行的行動內容，並透過實施時間與指標來追

踪執行進度；實施時間則分為短期、中期、長期三個階段。 

貝尼西亞市氣候行動計畫在 2020 年前要執行的重點領域及其目標與

策略彙整如下： 

一、公眾教育和推廣 

1. EO-1：增加氣候變遷的公眾意識和教育 

(1) EO-1.1：更新和維護永續發展網站 

(2) EO-1.2：永續性獎座方案 

(3) EO-1.3：教育性的專題討論會 

(4) EO-1.4：每月主題例如：再生能源、能源效率、在地食物供給 

(5) EO-1.5：生態/永續藝術展覽 

(6) EO-1.6：創建永續發展中心 

(7) EO-1.7：在圖書館增加「綠色」書籍的收藏  

(8) EO-1.8：在公共場所設置資訊站和資訊看板 

(9) EO-1.9：利用公共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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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O-1.10：建置綠色工作社區合作夥伴關係 

(11) EO-1.11：裝設溫室氣體減排感測器 

(12) EO-1.12：建置示範花園 

(13) EO-1.13：鼓勵學校教育學齡兒童關於氣候變遷和減排方法 

(14) EO-1.14：舉辦綠色科技和技術展覽 

(15) EO-1.15：無車的挑戰 

二、能源生產 

1. E-1: 至 2020 年前，提升電廠效率 10%  

(1) E-1.1：加入永續能源地方政府聯盟( Local Government Sustainable Energy 

Coalition, LGSEC) 

2. E-2:增加再生能源總發電量 

(1) E-2.1：再生能源方案管理 

(2) E-2.2：資助潔淨能源方案（Property Assessed Clean Energy, PACE)  

(3) E-2.3：都市設施使用再生能源 

(4) E-2.4：再生能源補助&獎勵 

(5) E-2.5：全市再生能源的圖資與資料庫 

(6) E-2.6：社區選擇協議的可行性評估 

3. E-3:增加太陽能能源生產量 

(1) E-3.1.：鼓勵停車場設置太陽能光電設施 

(2) E-3.2.：太陽能授權收費減免 

(3) E-3.3.：促進加州太陽能倡議和其他適當獎勵方案 

4. E-4: 增加全市使用風力能源至 15% 

(1) E-4.1.：增加風力能源生產 

5. E-5: 使用潮汐和地熱能源的可行性研究之評估與進行 

(1) E-5.1.：調查潮汐能源 

(2) E-5.2: 地熱能源的取得 

6. E-6: 進行智慧電網可行性研究 

(1) E-6.1.：智慧電網可行性研究 

三、運輸和土地使用  

1. T-1:全市公共汽車相關的溫室氣體減排 20% 

(1) T1.1：針對新車隊車輛制訂強制性標準 

(2) T-1.2：市政自行車方案 

2. T-2:全市運輸設施相關溫室氣體減排 50% 

(1) T-2.1：提升路燈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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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2.2：行人號誌採用 LED 燈  

(3) T-2.3：街道鋪面材質使用回收材料  

(4) T-2.4：交通號誌和禁止標誌最適化 

3. T-3: 增加自行車和行人旅次 

(1) T-3.1：市政設施周邊增設自行車設施 

(2) T-3.2：新開發地區增設自行車設施 

4. T-4:增加公共運輸流量 10% 

(1) T-4.1：當地居民或特定企業員工提供免費或減免的運輸通行證 

(2) T-4.2：鼓勵恢復校車制度 

5. T-5：汽車碳排放減少 50%  

(1) T-5.1：低排放運輸工具 

6. T-6：增加鐵路&水路運輸的使用 

(1) T-6.1：渡輪/水上計程車服務的提供 

(2) T-6.2：設置通勤鐵路車站 

7. T-7: 在 2020 年前增加 15%共乘 

(1) T-7.1：推動共乘方案 

(2) T-7.2：獎勵企業雇員共乘 

8. T-8:減少對傳統汽車旅行的依賴 

(1) T-8.1：鼓勵當地企業使用替代燃料或省油汽車 

(2) T-8.2：建立汽車共享方案 

(3) T-8.3：修訂停車收費標準 

9. T-9: 藉由增加緊密混合使用的發展減少汽車旅程 

(1) T-9.1：住商混合使用法規 

(2) T-9.2：獎勵居住鄰近工作地點 

(3) T-9.3：商業中心鄰里化 

(4) T-9.4：適度開發低度利用土地或空地 

(5) T-9.5：修訂附屬住戶單元的分區管制規定 

(6) T-9.6：評估修訂房屋條例建置勞工住宅 

四、建築物 

1. B-1:提升市政大樓的建築與能源效率 10% 

(1) B-1.1：市政工程採用 LEED（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

認證  

(2) B-1.2：市政建築物採用太陽能 

(3) B-1.3：更新市政大樓的空調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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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2：增加新住宅開發的建築效率 20% 

(1) B-2.1：採行綠建築法規 

(2) B-2.2：促進當地綠建築計畫 

3. B-3:減少住宅能源消耗 20% 

(1) B-3.1：制定住宅節能法規 

(2) B-3.2：住家改建採行綠建築標準 

(3) B-3.3：住家能源與用水審核 

(4) B-3.4：能源效率退稅 

(5) B-3.5：禁止燃木 

(6) B-3.6：燃木壁爐汰換成天然氣壁爐方案 

(7) B-3.7：更換省電燈泡活動 

4. B-4:歷史性建築綠化 30% 

(1) B-4.1：鼓勵在歷史建築物節能升級 

(2) B-4.2：修訂市中心和 Arsenal 歷史保護計畫 

(3) B-4.3：鼓勵 LEED 認證歷史建築 

(4) B-4.4：教育業主、市委員會、當地承包商、供應商歷史建築綠化的好處 

(5) B-4.5：改造鐘塔達成 LEED 認證 

(6) B-4.6：市政廳歷史建築節能示範方案 

五、工業和商業 

1. IC-1：減少製造業和商業建築物的能源消耗 20%  

(1) IC-1.1：推動建築審核與能源效率計畫 

(2) IC-1.2：授權建築物績效表現憑證 

(3) IC-1.3：新工業和商業建築大於 5000 平方呎要求 LEED 認證 

(4) IC-1.4：制定商業節能法規 

(5) IC-1.5：提供綠建築諮詢和技術援助 

2. IC-2：增加經營效率 20% 

(1) IC-2.1：促進綠色商務認證 

(2) IC-2.2：建立綠色商務委員會 

3. IC-3：鼓勵 Benicia 港執行減排措施 

(1) IC-3.1：完成排放存量調查和港口效率計畫 

(2) IC-3.2：減少交通運輸排放源 

4. IC-4：鼓勵 Valero 煉油廠執行減排措施 

(1) IC-4.1：繼續實施設施改進計畫 

(2) IC-4.2：調查現場能源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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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用水和廢水 

1. WW-1:降低水消耗量 20% 

(1) WW-1.1：推動省水園藝現金補貼計畫 

(2) WW-1.2：允許灰水回用系統 

(3) WW-1.3：實施住宅雨水收集 

(4) WW-1.4：要求商業雨水收集 

(5) WW-1.5：獎勵住宅管道設備升級 

(6) WW-1.6：獎勵節約用水 

(7) WW-1.7：制訂商家推廣節約用水方案 

2. WW-2：減少抽水站碳排放 

(1) WW-2.1：補貼私人住宅下水道外側修護 

3. WW-3：減少自來水廠和廢水處理廠運作的碳排放 95% 

(1) WW-3.1: 安裝可再生能源系統 

(2) WW-3.2: 評估開發污水處理後之有機質可行性 

(3) WW-3.3: 廢水回收再利用方案 

七、固體廢棄物 

1. SW-1: 承諾市政府垃圾減量達 90% 

(1) SW-1.1：限制市府所屬職員工使用瓶裝水 

(2) SW-1.2：制訂教導市府所屬職員工減少廢棄物產生計畫 

2. SW-2: 社區垃圾減量 75％ 

(1) SW-2.1：社區堆肥方案 

(2) SW-2.2：製造業和商業店家資源回收再利用 

(3) SW-2.3：新建和拆除建物廢棄物回收再利用計畫 

(4) SW2.4：廢棄物審核計畫 

(5) SW-2.5：廢棄物減量法規可行性研究 

(6) SW-2.6：統一垃圾桶使用的標誌和顏色區分不同垃圾類別 

八、公園和開放空間 

1. P-1：降低公園澆灌水 40％的消耗 

(1) P-1.1：景觀養護皆安裝滴灌系統 

(2) P-1.2：安裝灌溉控制系統 

(3) P-1.3：利用低維護和耐旱園林景觀綠化 

2. P-2：設施維護減排 50% 

(1) P-2.1：維修工具改以電力取代化石燃料為動力 

(2) P-2.2：為柴油動力汽車開發生物柴油轉換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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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2.3：維修設備利用生物柴油燃料 

(4) P-2.4：公園設施減少割草頻率 

3. P-3：維護車輛減排 50% 

(1) P-3.1：替代燃料車輛更換非必要汽油動力卡車 

(2) P-3.2：乙醇或壓縮天然氣（CNG）貨車取代半噸重卡車 

(3) P-3.3：重型卡車使用生物柴油 

4. P-4：增加公園和行道樹數量 

(1) P-4.1：樹木維護計畫 

(2) P-4.2：增加都市的樹木數量 

5. P-5：增加社區的樹木數量 

(1) P-5.1：補助住宅種植耐旱和當地樹種 

(2) P-5.2： 鼓勵社區居民認養樹 

6. P-6：增加耐旱園林綠化 

(1) P-6.1：研擬耐旱和固碳樹木和植物名單用於市政園林綠化、行道樹 

7. P-7：建立社區公園 

(1) P-7.1：利用都市公園內或低度利用土地建立社區性主題公園 

陸、日本東京都之氣候韌性城市建置 

  近年來，因氣候變遷影響與極端天氣事件頻仍，日本人口、經濟、金融與政

治活動高度集中於東京都，及因東京都高度暴露於氣候與地震災害，使東京成為

日本最脆弱與災害風險最高地區之一。尤其在 1923 年關東大地震與 1995 年阪神

地震後，及為因應氣候變遷挑戰，日本東京於 2009 年起，即推動 2009 年～2025

年之「氣候韌性城市 (Climate Resilient Cities)」建置計畫（World Bank, 2009）。 

 「氣候韌性城市」計畫主要目的，在於改善東京都內建物與地區發展脆弱度。

特別是如何透過建物結構與設施（例如，道路、公園與相關社區設施）改善，對

抗地震、水災與火災的侵襲。其不但成為東京都政府重要防災目標，亦是重大之

挑戰（東京都都市整備局，2013）。尤其在 2011 年 311 東日本大地震後，東京都

為因應大規模災害與氣候變遷衝擊，及希望進一步邁向世界安全、安心都市與韌

性城市目標，著手修訂既有防災計畫，而於 2014 年出版「東京防災計畫（東京

の防災プラン）」（東京都，2014）。在該計畫中，乃以 2020 年為規劃年期。其中

氣候韌性城市建置與災害風險管理之主要規劃內涵，包含： 

一、建置防火耐災與耐震城市 

此部分之計畫核心地區，主要在於市中心，例如山手線所環繞地區、多摩區

等地區。計畫推動模式，乃透過災害風險評估，初步瞭解及提供高災害脆弱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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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之分布狀態與特性，及進一步調查可能產生災害防救障礙與弱勢族群分布，以

做為預警系統建置、告知居民災害風險分布及提出調適策略之依據。其中脆弱度

評估結果，可如圖 2-12 所示。從圖中可發現高風險與高脆弱度地區，主要集中

在東部之市中心地區。 

  透過脆弱度或災害風險評估結果，可協助災害防救機關瞭解災害來襲，可能

造成的建物倒塌、火災可能延燒地區與需要特別救助之居民分布，以進一步做為

緊急應變計畫、疏散避難、開放空間規劃、基礎設施設計與提供，及老舊市區都

市再生計畫推動之基礎。特別是高脆弱地區劃設，在韌性都市建置與災害風險管

理，扮演非常重要角色。因其為後續災害調適與管理政策推動，包含建物結構補

強與相關土地使用、建築管制工作推動之重要依據。 

二、提出洪災調適策略 

  日本東京都市中心地區，過去曾遭受許多河川洪災侵襲，此洪災風險在氣候

變遷與極端天氣影響下，可能日益嚴重。故東京都政府，近年來推動許多流域綜

合治理計畫，整治流域排水系統及增加滯洪設計，尤其是增加公共設施之滯洪與

儲存雨水功能設計，以增加洪災韌性。 

  東京都之洪災調適計畫推動，亦先進行河川流域之淹水潛勢風險評估（評估

結果，可示之如圖2-13之利根川水系江戶川淹水潛勢圖）。再透過風險評估結果，

界定高災害風險地區與高脆弱度地區，以藉之提出災害風險管理與災害調適計畫。

其中災害調適計畫，主要包含除上述河川流域綜合治理計畫外，亦涵蓋防洪減災、

水質改善、糧食安全保護，及東部低窪地區之保護計畫。另在多摩川、荒川等主

要河川，亦進一步推動超級堤防計畫（如圖 2-14 所示），以提供堤防之多元災害

防範功能，及強化其抗災能力。另日本東京都亦推動與荷蘭鹿特丹類似之藍、綠

帶綜合設計計畫，以配合流域綜合治理與超級堤防計畫，改善都市水岸環境，提

供多功能水岸基盤設施與遊憩設施，以提升其防災與休憩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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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 日本東京都地震與火災整合性脆弱度評估分布 

資料來源：東京都都市整備局，2013 

 

 

圖 2-13 利根川水系江戶川淹水潛勢圖 

資料來源：東京都防災會議，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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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4 荒川超級堤防設計構想 

資料來源：Nakamura et al., 2013 

 

柒、國內氣候變遷與災害調適 

  國內對於氣候變遷與災害調適計畫，主由國家發展委員會主導，再擴展至各

部門與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部分，乃於 2012 年由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現

為國家發展委員會）發布「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國家發展委員會，2012a），

在政策綱領中，將災害與土地使用列為調適工作重要主軸。而各部會與地方政府，

再依調適綱領擬定部門與地方調適計畫（國家發展委員會，2012b; 2012c）。其中

在災害調適策略，主要工作內涵為（國家發展委員會，2012a）： 

1. 推動氣候變遷災害風險調查與評估及高災害風險區與潛在危險地區的劃設； 

2. 加速國土監測資源與災害預警資訊系統之整合及平台的建立； 

3. 評估重大公共工程設施之脆弱度與防護能力，並強化災害防護計畫； 

4. 重視氣候變遷對重大建設與開發計畫之衝擊； 

5. 推動流域綜合治理，降低氣候風險； 

6. 強化極端天氣事件之衝擊因應能力，及危險地區資訊公開、宣導、預警、防

災避災教育與演習。 

  另為因應土地使用、減災與相關調適工作，政府於 2006 年頒布「水患治理

特別條例」及推動相關「流域整體規劃綜合治理綱要計畫」；2014 年則頒布「流

域綜合治理特別條例」，同年行政院亦核定：「修正流域綜合治理計畫（103-108

年）」。內政部（2013）年發布「全國區域計畫」。主要目的皆是將河川流域視為

「特定區域」，推動跨域與跨部門之綜合治理工作，以降低氣候變遷與災害風險。

然目前分析氣候變遷調適機制與災害風險管理的相關研究仍非常欠缺，而亟待相

關研究投入，使氣候變遷與災害調適機制非僅止於構想層次。尤其是為利於調適

規劃與相關政策推動，如何降低調適障礙，及強化政府部門及政府與居民間的風

險溝通，皆亟需進行系統性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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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簡要說明荷蘭鹿特丹、丹麥哥本哈根、奧地利薩爾茲堡、美國加州貝尼

西亞市、日本東京與國內對於韌性城市建構之不同模式。此等國、內外之韌性城

市案例，不但可顯示不同國家對於韌性城市之解讀，亦可顯示不同都市建置韌性

城市之程序與策略。但此等案例之重要共同點，在於普遍認為降低脆弱度為建置

韌性城市之首要工作。特別是對於暴露在高度災害潛勢威脅之地區，需有具體且

嚴格管制開發之策略，不同地區亦須依其天然環境與社經條件，提出不同之調適

策略。故對於如何將氣候變遷與極端災害事件，有效整合與納入都市發展、土地

使用規劃與都市設計策略，皆是城市發展政策擬定之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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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韌性評估系統建構 

 本章主要分成兩個小節，透過上一章之國內外文獻回顧，可做為韌性指標建

構與選取之依據。本章主要目的，在於彙整不同文獻觀點，及考慮韌性評估知可

操作性，說明韌性評估指標涵義，及建構韌性評估指標體系。而本研究所擬定之

韌性評估指標，乃應用多準則評估方法，透過專家學者焦點座談會方式，取得韌

性評估指標選取共識。以下第一節，將介紹韌性評估架構的建構過程，及各項指

標意涵之說明；第二節將介紹從專家學者座談會當中所確定之韌性指標，及指標

與韌性關係之假設方向，以確立本研究之韌性評估系統。 

第一節 韌性評估架構與指標 

壹、評估架構建置原則 

天然災害之「韌性」與「調適力」或「脆弱度」之關係非常密切，但對於韌

性的定義沒有一定的共識。例如在全球氣候變遷的角度之下，Adger (2006)指出

韌性是包含在調適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Gallopin (2006) 則指出，調適力包含在

韌性之下，而韌性則包含於脆弱度的結構之下，故脆弱度為最廣義的指標。然在

天然災害的相關研究中，Manyena(2006) 認為脆弱度包含韌性，另外韌性也被視

為處理災害事件或復原能力的結果(事後回應)，而 Tierney and Bruneau (2007)以

全球環境變遷的觀點，認為調適力為韌性的一部分，韌性包含全部；但 Cutter et 

al. (2008)則認為，脆弱度與韌性不完全相同之概念，卻又有所交集。然本研究主

要在於建置天然災害韌性評估機制，且為利於建構都市韌性評估指標體系。本研

究採取目前較為各國廣泛認同之韌性定義，而以 UNISDR (The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Strategy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2002) 對於韌性之定義：「一個

潛在暴露在災害的系統或社區，採取抗災或改變之調適策略，以獲得一個可接受

狀態與運作模式的能力」，作為建置韌性評估體系與指標選取之依據。 

國內對於韌性指標之建構尚屬於起步階段，故本研究在評估架構與指標選取

方面，除奠基在 UNISDR (2002)對於韌性之定義，參考韌性相關文獻之外，亦融

入脆弱度及調適力等相關概念，因為這三者之間本來就是相輔相成、密不可分的。

本研究參考楊靜怡(2009)，評估體系之建立中指標選取的三項基準: 

1. 符合韌性意涵：指標系統需反映天然災害(包含颱洪及地震災害)之回復因子，

故指標的選取，應契合韌性定義，以建置適當評估體系。 

2. 指標代表性：選取的指標需足以反映研究地區的天然環境背景、社會經濟與

地理特性。不同研究領域之指標選取，雖多以其研究特性，發展出不同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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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但建置通用性指標，可考慮研究區域的環境、社經發展條件，以有利

於評估系統的推廣。 

3. 資料蒐集可行性：考量各地區統計資料調查項目的完整性，及取得資料的便

利性，同時為避免指標因行政轄區蒐集問題而誤差過大，所以難以蒐集資料

的指標，將便會適度調整或捨棄。 

  體系指標面向方面，諸多學者也不同的分類方式，如 Syed and Jayant (2012)

對巴勒斯坦地震發生之可能區域的社區韌性架構裡面，將其分成社會、經濟、建

成環境及制度等四個面向，建構其韌性指標。而 Cutter 在不同的研究當中，也分

別提出類似的架構構面，如 Cutter et al.(2008)在地方社區天然災害韌性的研究當

中，將韌性分成生態、社會、經濟、制度、公共設施及社區能力等六個面向；其

另一項以災害、災難和緊急管理為觀點之社區及地區韌性研究當中將韌性分成社

會、建成環境和公共設施、自然系統和暴露及災害調適計畫；而在 2010 年，Cutter 

et al. (2010) 將韌性分成社會、經濟、制度、公共設施及社區能力等五個面向，

並以美國東南部為實證地區，評估城市不同地區之韌性。 

  本研究主要參考 Resiliance Alliance (2007)提及影響系統韌性的重要組成要

素，及上述不同學者之觀點，將韌性分成:「社會與經濟」、「制度與體系」和「實

質環境」三個面向。社會與經濟指地區外在社會人文的狀態，由此可得知一地區

在受到天然災害之衝擊下，其災害復原的速度；從制度與體系可得知一地區之防

救災能力及資源之分配，在天然災害來臨時，可降低災害所造成的損失及風險，

且增加抵抗災害的能力；實質環境可以視為地區遭受到天然災害時，地區之先天

條件、對抗外來衝擊的能力，其評估體系概念及架構如下圖 3-1 所示。而目前應

用類似概念，提出較完整之韌性評估架構，可參見圖 3-2。 

 

 
圖 3-1 韌性評估指標體系涵蓋之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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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韌性評估初步指標體系 

資料來源：Resiliance Alliance (2007); 楊靜怡 (2009) 

目標 評估構面 評估項目 評估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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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評估架構組成構面 

一、社會經濟 

將社會經濟層面有系統納入韌性評估，主源於 Timmerman (1981) 與 Adger 

(2000)。Adger (2000) 認為社會經濟因素，是影響系統、地區或社會能否穩定從

災害侵擾回復的關鍵。Gallopín (2006) 亦特別強調韌性評估，須能反映系統或空

間對災害的反應能力。系統或地區的社會經濟特性，無疑將影響韌性或回復力。

故在實際評估工作，Adger et al. (2005)、Beckman (2006)、Buckle (2006)、Resilience 

Alliance (2007) 與 Cutter et al. (2008)皆建議，須將社會經濟層面納入韌性評估。 

    本構面考慮之項目為人口、產業產值與所得。其中人口衡量指標，包含人口

密度、老年人（65 歲以上）、身心障礙、低收入戶、原住民、幼年人口（5 歲以

下）與高中學歷以上（教育程度）人口數。這些指標除高中學歷以上人口數，與

韌性為正相關外，其他皆假設與韌性呈負相關。產業產值指標，包含農林漁牧業、

工業、服務業產值與失業率。其中農林漁牧業產值較高地區，相較於其他產業，

災後可能須花費更多時間、人力復原，且較為弱勢而難獲得外來資源，故假設其

與失業率皆對韌性具負面影響，其他指標對於韌性則皆假設具有正面效應。所得

之衡量指標為年可支配所得與儲蓄率，兩者皆假設對於韌性有正面影響。下表

3-1 即為社會與經濟個評估項目的說明: 

 
表 3-1 社會經濟評估項目說明 

評估項目 說明 參考文獻 

人口 許多韌性相關文章中皆有提到人口

組成對於韌性之影響，其中多著重於

弱勢人口的部分，例如老年人口、幼

年人口和弱勢族群等。當面臨災害

時，這些人口具有較高的脆弱度及低

韌性等特性。 

Resilience Alliance (2007)；

劉婧等人 (2006); Adger et 

al., (2004; 2005); Beckman 

(2006)；Buckle, 2006；Cutter 

et al. (2008a; 2008b; 2010)  

產業 不同產業對於災害韌性之影響不盡

相同，例如農業可能因為產值較低，

且不受到重視，而導致其韌性較工商

業低。 

Resilience Alliance (2007)；

劉婧等人 (2006)；Beckman 

(2006)；Cutter et al. (2008b)

所得 若兩地區相比，貧窮地區會較富裕地

區擁有較低的韌性，原因在於富裕地

區之居民較有額外的金錢可以用來

重建，貧窮地區之居民則無。 

Resilience Alliance (2007)；

劉婧等人(2006);  

Beckman (2006)；Cutter et al. 

(2008a; 2008b;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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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制度與體系評估項目說明 

評估項目 說明 參考文獻 

土地使用 不同土地使用會影響韌性，例如高強度

土地使用，當災害來臨時可能會造成大

量損失，增加回復時間。而不同土地使

用種類亦會造成韌性不同，例如農業用

地具有良好的抗災能力，韌性較高。 

Resilience Alliance 

(2007)；劉婧等人 (2006); 

Cutter et al. (2008a)；洪鴻

智(2007); Hung and Wang 

(2011); Hung et al. (2013) 

建物分布 建物分布狀況，會影響地震與相關災害

衝擊程度，及災時與災後應變與復原能

力。其可衡量之方式，涵蓋建物數量、

屋齡、結構強度等。一般而言，建物數

量與屋齡愈高（多），具有較低之韌性；

反之，建物結構較強者，則與韌性關係

預期為正。 

Hung and Chen (2007); 

何明錦等人 (2009); 

Hung et al. (2013) 

基礎設施 都市之基礎設施（交通運輸、排水系

統、電信系統、下水道系統）與維生系

統（水、電、瓦斯），對於維持都市運

作非常重要。在災時與災後，皆可提供

緊急救助與提升災後恢復功能，故與韌

性關係預期為正。 

Bruneau et al. (2003) 

防救災設

施 

當災害來臨前，有充分的防災計畫及避

難設施等，會減低傷亡的發生，故有較

好之韌性。 

劉婧等人(2006)；洪雅雯

(2004)；江宜錦(2007)；

Buckle (2006)；洪鴻智

(2007); Hung and Wang 

(2011) 

政治參與 政治參與度可代表地區居民對於公眾

事務之熱心程度，若參與率高，則在自

然災害發生之後，居民將積極幫助復原

工作、縮短復原時間。另外地方政黨也

可能影響資源分配，而影響復原速度。

Beckman(2006)；Tanner et 

al. (2009); 洪鴻智(2007); 

Hung and Wang (2011) 

 

應變調適

能力 

若一地區之居民擁有較高災害風險認

知，則在災害來臨時，可避免損失發

生，有較好之韌性。另外長期處於特定

災害風險來源下，透過經驗學習而衍生

出應對機制，亦可提升韌性。 

Tanner et al. (2009); Paton 

et al. (2001); Cutter et al. 

(2008a; 2008b; 2010); 

Schelfaut et al. (2011); 洪

鴻智(2007); Hung and 

Wang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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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度與體系 

  此構面考慮之衡量韌性指標，指可能影響地震與颱洪災害共存能力的制度、

設施資源與調適力因素。此構面乃在生態學提出韌性定義後，對於韌性的嶄新體

認。尤其是 Carpenter et al. (2001) 與 Resilience Alliance (2007)，皆認為韌性的量

測需涵蓋系統穩定、自我組織與調適力。Folke et al. (2002) 亦在對瑞典政府的環

境議題諮議書中，提出居民學習與災害調適能力，是建構與面對環境變遷之社會

韌性關鍵因素。Klein et al. (2003) 更主張透過調適力評估韌性，方能提高韌性在

災害防救政策的應用性。 

    此構面考慮項目為：土地使用、政治參與、防救災設施與應變調適能力。其

中土地使用指標包含：住、工、商、農、重要設施與山坡地違規使用面積。從都

會發展型態，開發強度愈高之土地使用型態，居民須投入更多資源與時間成本，

降低災害損失或恢復災後生活機能，故這些指標除農業用地與韌性關係假設為正

外，其他住、工、商用地皆假設為負 (Cutter et al., 2008a)；洪鴻智，2007; Hung and 

Wang, 2011; Hung et al., 2013)。另建物分布狀態，亦會影響地震或其他天然災害

之衝擊程度，及災時應變與災後恢復之能力，故建物分布密度愈高或數量愈高之

地區，韌性即愈低（Hung and Chen, 2007); 何明錦等人，2009; Hung et al., 2013）。 

在政治參與層面，則引用 Beckman (2006)、洪鴻智（2007）與 Tanner et al. (2009)

之建議，納入地方選舉投票率與地方首長政黨，且假設投票率愈高、首長政黨愈

傾向上級政黨者，具有愈高韌性。在災害防救設施方面，考慮醫療、消防、警察

與避難應變場所數量（何明錦、洪鴻智，2007），這些設施愈充分，愈有公共資

源與空間，彈性處理或恢復颱洪災害相關衝擊，故具有較高韌性。另在應變調適

能力，則考慮居民風險知覺、對於調適行為功效評估與尋求支援能力 (Grothmann 

and Patt, 2005; Hung and Wang, 2011)，且假設這些指標與韌性關係為正。制度與

體系評估項目之相關說明，可參見表 3-2。 

三、實質環境 

  此部分涵蓋的評估項目，包含：暴露與自然地理環境。其中暴露衡量的指標

為年平均雨量與土石流潛勢溪流分布範圍；自然地理環境則涵蓋：距河川距離與

平均海拔。此部分考慮之指標，主要在於顯示實質環境與韌性之關係。從本研究

提出的韌性概念，乃認為實質環境與暴露條件，皆會影響災害韌性（Pimm, 1984; 

Adger, 2000; Beckman, 2006; Cutter et al., 2008）。從都會實質環境特性而言，可假

設距河川距離、平均海拔與韌性之關係為正；年平均雨量、土石流潛勢與韌性關

係則為負。表 3-3 為實質環境評估項目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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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實質環境評估項目說明及參考文獻 

評估項目 說明 文獻參考 

暴露 若暴露於一特定災害風險之機率較

高，表示其受災害風險也較高，進而影

響到韌性之高低。 

Beckman (2006)；江宜錦

（2007）；Cutter et al. 

(2008b) 

地理條件 該地區之天然地形條件，會影響到受災

害風險之機率，進而影響到韌性之高

低。 

Beckman (2006)；UNEP 

(2004)；Cutter et al. 

(200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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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韌性指標選取 

壹、城市韌性建置程序 

本研究主要目的之一，在於建置地區導向之韌性評估體系，以應用於都市或

地區之韌性評估與調適策略研擬。然探討災害韌性，較困難的課題在於其常需要

長時間觀察，方能系統性的歸納特定地區或社會群體的韌性。故欲綜合性或從制

度層面，建置特定地區或組織的韌性，即須克服時間與可操作性的限制（Engle, 

2011）。因而在研究方法中，透過案例分析，是進行災害韌性評估較可行的研究

起點，亦是可累積研究成果，進一步描述特定地區、群體或組織災害回復機制的

重要研究方法（Walker et al., 2006; Adger et al., 2007）。 

本研究採取之方法，將透過臺北市的整合性韌性評估，瞭解都市韌性特性及

其空間分布。因而將整合地區導向模式與回溯分析法（mainstream approach; MA），

建立評估架構，進行整合性韌性評估，及探討都市層級之天然災害韌性分布特質，

以作為研擬調適策略之基礎。 

關於 MA 法，目前並無具共識的定義。此分析方法主要源於 1990 年代末期，

探討開發中國家在追求經濟發展過程，引發的環境破壞、社會不公與公共衛生問

題（Oates et al., 2011）。但近來 MA 研究，則引入氣候變遷對於地區發展衝擊之

分析。特別強調在追求地區發展過程，如何將災害調適與減災策略納入地區發展

決策的綜合性分析（Halsnæs and Trærup, 2009; Oates et al., 2011）。換言之，氣候

變遷、極端氣候或災害事件風險對於地區或社區發展的影響，會融入跨部門的所

有開發政策、規劃與活動，而非單一部門工作（Klein et al., 2007）。故 MA 主要

分析項目，首先在於瞭解地區、社區或組織對於災害或氣候變遷的調整（proofing）

策略，及瞭解如何透過對開發行為干預，使氣候相關災害風險降低或達到可接受

程度。另一分析重心，則在於如何透過調適力建構，增加個人、家戶、社區對氣

候變遷與極端氣候的回應與回復能力（Olhoff and Schaer, 2010）。 

以下即以 MA 為基礎，納入 DROP 模型分析架構，透過圖 3-3 都市災害韌

性運作模式（The Operational Process of Urban Disaster Resilience; OPUDR），說明

研究進行的基本邏輯架構。OPUDR 屬於初步的都市災害韌性評估模式，其可從

左方第一部份之災前條件（A 部分）開始，此部分指地區既有之實質環境與社會

經濟條件，其會與地區可能面對之潛在災害事件與氣候變遷（與極端天氣條件）

狀況產生互動，而影響災害衝擊程度。此部分包含社區面對的天然災害特性（包

含災害類型、頻率、強度、持續時間、影響區位與範圍等），及氣候變遷可能形

成的相關影響（例如，地震、極端雨量、增溫、海平面上升等）。這些災害與氣

候變遷現象，可視為外來可能影響源，其會與社區的既有環境條件發生互動，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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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不同層面衝擊，亦會塑造不同類型的社區或地區韌性特質。 

構成地區災前條件之要素，包含社區實質環境與天然條件、社會經濟條件、

建成環境（例如，土地使用與開發、基礎設施等），與社區內家戶特性（例如人

口特性、弱勢、教育程度等）、行為及與社區互動關係。這些特性會構成社區整

體災害韌性，當發生災害事件或氣候變遷威脅，社區條件會與這些外來威脅產生

互動，而產生不同程度衝擊與影響。 

  第二部分（B 部分）為短期之災時應變，其中社區整體或個別家戶，對個別

災害事件的回應與應變機制（例如，地區預警機制、疏散避難計畫、庇護所設置、

災害訊息提供等），會決定災害對社區影響的即時（或短期）效應。當社區或家

戶有較佳的回應或應變機制，可助於降低災害損失與負面衝擊；反之，則將增加

災害損害與影響。而家戶災害回應與應變，則是社區條件（即家戶與社區整體環

境的互動關係）與家戶特性的函數。 

    第三部分（C 部分）為中、長期之災後恢復、調適與學習能力，良好的調適

力與學習能力，有助於提升社區對於災害衝擊的容受力與韌性，以降低災害損害

與衝擊。當地區或都市有較佳的調適機制（例如，妥善的土地使用策略、災害保

險策略等），可提升地區災害的容受力與災害受創門檻，及降低災害衝擊。另外

更高的調適力，亦代表地區可從對抗災害的經驗與災害觀察增加社會學習力5，

而可增加社區集體韌性，及增加社區從災害衝擊恢復生活機能與進行重建的能力

（Klein et al., 2003; Adger et al., 2005）。特別是可改善都市原有條件的不足，及增

強面對災害衝擊的應變能力，而可降低災害損害與氣候變遷風險。 

 

 

 

 

 
圖 3-3 都市災害韌性運作模式 

                                                 
5. 依 Adger et al. (2005) 所定義，所謂社會學習力，指「提升地方社會集體行為的凝聚機制，以

及調適行為多元化的能力」。 

災後恢復、

調適與學習

C 

災時應變 

B 

災前條件 

A 

時間 

災害損失狀態 

災害事



面對天然災害之韌性都市建構策略與評估 

52 
 

貳、評估指標篩選 

  本研究除透過文獻回顧法篩選面對天然災害之韌性指標外，亦透過焦點團體

法（focus group method），做為選取韌性指標之依據。該方法起源於 20 世紀 1940

年代社會學家 R. Merton，開始使用方法對政府發放戰爭宣傳品的效果，透過專

家間的互動關係對問題進行更深入的探討，相互補充與糾正，以達深度及廣度。

焦點團體法可助於將質化評估方式，有效的轉化為可量化的指標，而廣泛應用於

社會科學之研究（Hung and Chen, 2013）。 

  為有效篩選韌性評估指標，本研究乃藉由焦點團體座談方式，邀請跨領域之

專家學者，針對本研究初步提出之韌性評估指標體系，提供建議，以更有效率決

定評估指標，作為後續評估韌性之基礎。研究過程預期舉辦兩場次之焦點團體座

談，在第一次座談，主要以學者為主，邀請之學者領域涵蓋：災害管理、城鄉規

劃、土地開發等領域（焦點團體座談會之紀錄，詳見附錄二）。透過 MA 與焦點

團體會議、圖 3-3 之都市韌性運作模式，及考量資料取得之可行性，將圖 3-2 之

韌性評估初步指標體系，轉化為下述之指標系統。 

  本研究之評估體系共劃分為社會與經濟、制度與體系及實質環境三個構面，

以及人口、產業、所得、土地使用、政治參與、防救災設施、應變調適能力、暴

露和地理條件等九個評估項目。然為更清楚整合圖 3-3 之韌性運作模式，及因應

焦點團體座談與會者之建議，乃將表3-1~表3-3之指標內容，進一步篩選與重整，

建置如表 3-4 之韌性評估體系。表 3-4 內，可針對每個評估項目底下之評估指標

涵義、計算方式、預期與韌性之關係及資料來源進行說明。 

  在案例分析中，韌性評估乃依所有韌性指標，依序評估不同指標之空間分布

狀態，再將個別指標整合，評估災前條件、災時應變及災後恢復、調適與學習三

個構面之韌性特性；最後，則評估整體指標之總和韌性分布。而為利於比較韌性

分析之結果，及因各指標衡量單位不盡相同，須透過下式(3-1)正規化，使評估值

落於[0, 1]之區間： 

  
max,j

j
j o

o
x                              (3-1) 

xj為指標 j 之正規化值，oj為指標 j 觀測值，oj,max 為指標 j 觀測值最大值。地區 i

之第 k 項構面 CRIik值與全區之韌性指數 CRIi估計方法如下： 

   


m

j ikjik x
1

CRI                                               (3-2) 

     


n

k iki 1
CRICRI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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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由於本研究不特別區隔不同指標間之相對重要性，故(3-2)與(3-3)式，不考

慮不同指標之權重。直接以正規化後之指數值，透過各指標與韌性之假設關係，

直接加總以估計各地區 i 之韌性總和指數。 

表 3-4 韌性評估指標說明與資料來源 

評估
構面 

評估
項目 

評估指標 衡量方式 資料來源 預期
關係 

參考文獻

災前
條件 

人口 人口密度 人口數/土地
面積

縣市政府民政處 － Beckman 
(2006); 
Buckle 
(2006); 
Resilience 
Alliance 
(2007); 
Cutter et al. 
(2008; 2014) 

老年人口 B, C 65 歲以上人口
數 

內政統計地理資
訊

－ 

身心障礙人口
B, C 

身心障礙人口
數 

縣市政府社會局 － 

低收入戶人口
B, C 

低收入戶人口
數 

縣市政府社會局 － 

幼年人口 B, C 5 歲以下人口
數 

內政統計地理資
訊

－ 

產業 工業 製造業總產值 工商普查資料 － 
服務業 服務業總產值 工商普查資料 － 

暴露 淹水潛勢 日雨量 600 毫
米淹水面積

經濟部水利署 － Beckman 
(2006); 
Resilience 
Alliance 
(2007); 
Cutter et al. 
(2008; 2014) 

土石流潛勢區 土石流潛勢溪
流面積

行政院農委會 － 

地震潛勢 TELES 模擬
PGA 值分布

國家災害防救科
技中心

－ 

土地
使用 

農業用地 耕地面積 工商普查資料 ＋ 
住宅用地 住宅用地面積 國土利用現況調

查
－ 

商業用地 商業用地面積 工商普查資料 － 
工業用地 工業用地面積 工商普查資料 － 
建物面積 建物樓地板面

積 
國家地震工程研
究中心

－ 

災時
應變 

應變
能力 

醫療設施 醫院與診所總
數 

縣市衛生局 ＋ 

消防與警察 消防與警察人
員數

縣市警察與消防
局

＋ 

避難處所 學校與公園總
數 

國土利用現況調
查

＋ 

所得 儲蓄額 總儲蓄額／總
戶數

中華民國統計資
訊網

＋ 

可支配所得 A 可支配所得／
總戶數

中華民國統計資
訊網 

＋ 

災後
恢
復、
調適
與學
習 

調適
能力 

公有土地 公有土地面積 縣市地政局 ＋ Resilience 
Alliance 
(2007); 
Tanner et al. 
(2009); Hung 
and Chen 
(2013) 

公共設施用地 公共設施用地
面積

國土利用現況調
查

＋ 

就業率 就業人口／勞
動人口

行政院人力資源
調查

＋ 

學習
能力 

教育程度 高中教育以上
人口數 

內政統計地理資
訊 

＋ 

註： A: 影響災前條件；B: 影響災時應變；C: 影響災後恢復、調適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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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案例分析－臺北市 

第一節  臺北市發展概況 

壹、地理位置、地形、氣候 

臺北市位於臺灣本島北部之臺北盆地，地理位置東起南港區舊庄里，西至北

投區關渡里，南為文山區指南里，北為北投區湖田里。臺北市四周均與新北市交

界，如下圖 4-1 所示。 

臺北市及近郊係屬典型盆地，地勢東南多丘陵，東北多高山，西北較平坦，

西臨淡水河，整體而言，地勢由北向南傾斜，海拔高度介於 20 公尺至 1,100 餘

公尺之間。臺北市部分地區，因具有地形坡度陡峭、地質脆弱惡化、土壤淺薄，

之敏感性自然環境，容易受颱風、強降雨之氣候因素及人為過度開發之影響，而

常造成災害。且因山區之逕流均流入市區匯集後再出海，市中心之都市高度發展

地區，對上游集水區內山坡地崩塌度及溪流之安定性變化，亦極為敏感。 
 

 

 
 

圖 4-1 臺北市地理位置圖 

資料來源：To vote TAIPEI,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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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經濟社會迅速發展，人口急遽增加，中心地區之土地利用已漸趨飽

和。然臺北都會邊緣，尤其與平地接攘之山坡地谷口處，亦多已高度開發利用。

惟由於地質不良，地層破碎，不但減少森林覆蓋面積，降低水土保持功能，更形

成環境敏感地區；且因土地開發破壞原有山坡地天然排水系統，造成水土環境不

平衡，原有天然排水之自然山溝谷口，許多已失去緩衝水土災害之功能，導致臺

北市山坡地潛在災害問題愈趨嚴重。 

臺北市位於北緯 25 度，地屬亞熱帶，氣候溫熱潮溼。依臺北氣象站統計資

料，平地之歷年平均溫度約為攝氏 22.7 度，歷年平均相對濕度約為 78﹪，年平

均雨量約為 2,333 毫米；而代表山地的竹子湖氣象站統計資料，歷年平均溫度約

為攝氏 18.0 度，歷年平均相對濕度約為 83%，歷年平均雨量約 4,619 毫米。 

近年降雨資料分析，降雨集中於幾次侵臺颱風 (侵襲臺北市之颱風每年平均

約 3.6 次) 與西南氣流所引發之豪大雨。平地以 5 至 9 月相對降雨量較大；山區

因地勢較高及東北季風影響，降雨分布較為平均。以民國 103 年為例，平地 (表

4-1) 平均雨量達 2,147 毫米，年平均溫度為攝氏 23.5 度，平均濕度為 71.9%；山

區 (參見表 4-2) 平均降雨量達 3206.7 毫米，年平均溫度為攝氏 18.8 度，平均濕

度為 83%；氣候特色為夏季炎熱多陣雨，冬季冷而多細雨。 
 

表 4-1 臺北(平地)103 年氣象站氣候資料統計表 

項目 溫度 降雨量 濕度 

月份 平均 最高 最低 毫米 % 

1 16.8 26.8 10.3 21.8 62 

2 16.5 27.5 7.8 198.0 71 

3 18.9 32.3 11.8 147.0 72 

4 22.5 33.3 16.7 98.1 77 

5 25.2 35.6 15.1 634.7 81 

6 28.0 36.3 23.1 384.4 76 

7 30.5 37.8 24.4 222.1 68 

8 30.2 37.7 24.7 84.0 68 

9 29.7 37.8 23.7 198.9 71 

10 24.7 33.7 17.5 25.5 71 

11 22.3 31.6 16.8 46.0 75 

12 16.5 24.9 11.0 86.8 70 

資料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201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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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竹子湖(山區)103 年氣象站氣候資料統計表 

項目 溫度 降雨量 濕度 

月份 平均 最高 最低 毫米 % 

1 12.0 22.4 4.2 107.5 76 

2 12.3 23.6 3.3 331.2 86 

3 14.3 26.6 6.1 166.0 84 

4 18.0 27.0 11.5 111.5 83 

5 21.2 28.9 10.8 771.2 88 

6 23.7 30.3 18.9 316.7 87 

7 25.4 31.6 21.7 228.0 82 

8 25.1 31.8 20.7 87.4 83 

9 24.7 31.0 19.8 232.0 80 

10 19.5 28.7 13.3 255.5 80 

11 17.5 26.5 12.2 362.0 83 

12 11.3 21.0 4.5 237.7 82 

資料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2015b 

貳、面積與人口 

  臺北市總面積約 271.80 平方公里，共有 12 個行政區，其中以士林、北投、

內湖、文山及南港等 5 個近郊市區面積較大，合計約占全市總面積 75%；尤以士

林占全市面積 23%最大，其次北投占 21%，內湖、文山則各占 12%居第 3 位。 

 截至民國 103 年 12 月底止，在臺北市設籍之戶數、人口數計有 103 萬 7,402

戶，270 萬 2315 人，平均每戶 2.60 人。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 9,942 人，男、

女性比例為 92.11，其中 0 至 14 歲人口占 14.16%，15 至 24 歲人口占 11.16%，

25 至 64 歲人口占 60.58%，65 歲以上人口占 14.1%。各行政區中，人口密度以

大安、大同、松山、萬華、中正、信義及中山等 7 個位於市中心之區較高，除中

山區外，每平方公里均在 2 萬人以上，其中大安區每平方公里 2 萬 7,610 人最為

稠密，而近郊 4 個區有文山、南港、士林、北投每平方公里均未達 9 千人；男、

女性比例均為女多於男，尤以中山、大安、松山區性比例 87.65、88.08 及 89.54

為甚；0 至 14 歲人口比率以中正、松山、大安區較高，15 至 24 歲人口比率以內

湖、文山、南港區較高，25 至 64 歲人口比率以中山、南港、內湖區較高，65

歲以上人口比率則以大安、萬華、松山區較高。以下分別彙整於表 4-3 及表 4-4。

103 年之舊制身心障礙人口總計有 80,044 人，新制身心障礙人口約有 40,853 人。 

 教育程度方面，臺北市高中職畢(肄)業以上之人口有 192.8 萬人，佔總人口

的 83%，多數市民擁有良好教育水準。其中又以大安區、內湖區及士林區人數最

多，而中正區、萬華區及南港區人數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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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臺北市各行政區土地、人口概況 (103 年 12 月底) 

區別 土地面積 

(平方公里) 

戶籍登記 

戶數(戶) 

戶籍登記 

人口數(人) 

戶籍登記人

口密度(人/

平方公里) 

戶籍登記 

戶量(人/戶)

總計 271.7997 1037402 2702315 9942 2.60 

松山區 9.2878 80073 210473 22661 2.63 

信義區 11.2077 89181 229657 20491 2.58 

大安區 11.3614 120178 313693 27610 2.61 

中山區 13.6821 98324 230496 16847 2.34 

中正區 7.6071 65087 163388 21478 2.51 

大同區 5.6815 51164 130973 23053 2.56 

萬華區 8.8522 78157 194715 21996 2.49 

文山區 31.509 103299 273921 8693 2.65 

南港區 21.8424 45863 121257 5551 2.64 

內湖區 31.5787 105416 285767 9049 2.71 

士林區 62.3682 105568 290455 4657 2.75 

北投區 56.8216 95092 257520 4532 2.71 

資料來源：臺北市統計資料庫查詢系統，2015 

 

表 4-4 臺北市各行政區人口結構概況 (103 年 12 月底) 

區別 性別比

% (男/

女) 

戶籍登記人口年齡結構 

0-14 歲 15-24 歲 25-64 歲 65 歲以上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總計 92.11 382795 14.16 301739 11.16 1637254 60.58 380527 14.08

松山區 89.54 32232 15.31 22604 10.73 123238 58.55 32399 15.39

信義區 92.22 29633 12.90 24657 10.73 140413 61.14 34954 15.22

大安區 88.08 47848 15.25 33153 10.56 180281 57.47 52411 16.70

中山區 87.65 29539 12.81 23636 10.25 143833 62.40 33488 14.52

中正區 91.70 27058 16.56 17541 10.73 94176 57.63 24613 15.06

大同區 95.57 17989 13.73 14000 10.68 79945 61.03 19039 14.53

萬華區 97.66 22945 11.78 20264 10.40 120102 61.68 31404 16.12

文山區 92.92 40444 14.76 32947 12.02 165515 60.42 35015 12.78

南港區 95.44 16847 13.89 14031 11.57 75437 62.21 14942 12.32

內湖區 91.99 42772 14.96 36567 12.79 178860 62.58 27568 9.64

士林區 93.71 38813 13.36 32917 11.33 177785 61.20 40940 14.09

北投區 93.62 36675 14.24 29422 11.42 157669 61.22 33754 13.10

資料來源：臺北市統計資料庫查詢系統，2015 

  臺北市的都市計畫區與行政轄區相同，面積約為 271.8 平方公里，截至民國

102 年底，可供都市發展地區面積計 12,995 公頃，土地使用分區包含：住宅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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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區、工業區、行政區、文教區、公共設施用地及其他分區，占全市面積之

47.8%。其餘非都市發展地區面積共計約 12,995 公頃，分別為農業區、風景區、

保護區、河川區及國家公園等，占全市面積之 52.19%（如圖 4-2）。 

  商業區主要位於舊市區如中山區、大同區、萬華區，另分佈於主要道路兩側

及地區性、鄰里性商業區。近年來東區急速發展，包含：敦化南北路、忠孝東路

三、四段、及信義計畫區，皆已凌駕舊市區商業區，成為高級辦公大樓主要分布

地區。工業區用地，則主要分布於都市東部區域之基隆河兩側地帶，目前已朝科

技工業園區進行發展。 

  為營造臺北市成為永續生態城市，避免環境敏感地區過度開發。臺北市針對

具有涵養水源、保育山林以及保護自然資源及優美風景之區域，多劃設為保護區，

主要分布於臺北市北、東、南三側之山坡地，面積計約有 6,903 公頃。另為防止

洪氾及促進水岸地帶利用，而劃定河川區（包含河川用地），河川區主要分布於

雙溪、淡水河、基隆河及文山景美溪一帶，面積約有 1,796 公頃。風景區主要有

三，為圓山、景美仙跡岩、木柵指南宮風景區，面積 186公頃佔臺北市面積 0.68%。 

  公共設施用地，除可作為都市生活品質指標外，亦為臺北市防（救）災之重

要通道及據點，其用地包括：道路、公園綠地、廣場、學校、停車場、體育場等

面積計有 7132.75 公頃，佔全市面積之 26.24％。此外，為強化防災基礎設施之

提供，臺北市目前河岸堤防為堤防約有 65,488 公尺，防洪牆約 51,268 公尺，總

計堤防長度達 116,756 公尺，護岸 64,668 公尺。臺北市現已設置 63 座永久抽水

站，且為改善未開發地區，例如關渡、社子島等地的淹水問題，另外設置 21 座

臨時抽水站，總計共 84 座抽水站，395 抽水機組。另為使市區已發展地區在 5

年一次暴雨頻率下，不致發生淹水現象，依臺北市雨水下水道系統規劃，計畫興

建雨水下水道總長 540 公里(臺北市政府，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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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臺北市都市計畫示意圖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2015 

參、產業概況 

臺北市之產業發展，自臺灣光復後呈現快速發展，公司及商業登記家數佔臺

灣地區工商單位總數近 15.5﹪，為臺灣經濟活動之中心。全市產業結構以二、三

級產業為主，尤以三級產業的人口最多，從民國 60 年到 102 年各級產業就業人

口之變化，反映出產業結構的調整，二級產業就業人口及比例皆自 70 年以後逐

年減少，而三級產業就業人口數及比例，則逐年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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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民國 102 年 6 月底為止，第三級產業就業人口占總就業人口之 79.5﹪；二

級產業就業人口則占全體就業人口之 20.4﹪；從事一級產業的農、林、漁、牧業

者極少，只佔全體就業人口的 0.1﹪，顯示臺北市產業特性是以工商、金融及服

務業為主要經濟型態。截至 102 年 12 月底為止，全市商業及公司登記數約為 22

萬家，相較於民國 60 年的 5 萬家，42 年來臺北市增加 4 倍以上的營利事業。 

臺北市的工業以都市型、輕工業及技術密集之產業為主，主要集中於南港及

內湖地區，目前合法登記工廠至 102 年 12 月底計有 1,208 家，臺北市鼓勵之通

訊、電子、資訊、電腦及機械等高科技產業之工廠家數共計 357 家，佔臺北市工

廠設立總家數 29.55﹪，且都集中於臺北市之內湖及南港區。此與目前臺北市之

重點建設，在營造高科技產業聚落，發展「內湖科技園區」、「南港軟體工業園區」

－成為臺北市科技產業軸帶之目標有關 (臺北市政府，2015)。 

肆、地區災害特性 

一、颱洪災害 

1. 歷史颱風及超大豪雨事件之淹水事件 

大臺北地區為一盆地地形，外圍山區環繞，坡度陡峭，大小河川皆由平原區

匯集於淡水河，每逢颱風及豪雨，常因降雨集中，使洪流快速湧向盆地區，流速

及流量皆因地勢陡峭而驟增，導致河川水位劇增，造成淹水災情（臺北市淹水潛

勢圖，可參見圖 4-3）。彙整歷史颱風事件紀錄，可助於瞭解災害特性，以減少民

眾生命及財產損失。 

(1) 溫妮颱風 

1997 年 8 月 18 日溫妮颱風造成臺北地區豪雨，連續 24 小時最大降雨量約

205 毫米，造成淹水地點如內湖區大湖公園、文山區老泉里、士林區社子地區一

帶，平均淹水深度約 70 公分，且淹水原因以地勢低漥、排水不良及排水口阻塞

為主。 

(2) 瑞伯及芭比絲颱風 

1998 年 10 月中、下旬，分別有瑞伯颱風及芭比絲颱風先後侵襲臺灣，造成

大臺北地區嚴重水患。其中 10 月 15 日之瑞伯颱風，五堵氣象站之連續 24 小時

最大降雨量達 492 公厘；同月 25 日及 26 日，芭比絲颱風外圍環流造成大臺北地

區再度豪雨成災，其中五堵氣象站之連續 24 小時最大降雨量達 319 公厘。大臺

北地區在短短二週內，遭遇兩個颱風帶來三次淹水，而主要積水地區以中山區明

水路附近、大同區迪化污水站附近及內湖區高速公路與康寧路交會口一帶。積水

深度約 30 至 100 公分，主要原因為短延時強降雨增加地表逕流量而排水不及與

雜物阻塞管路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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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象神颱風 

2000年 10月 31日至 11月 1日象神颱風，降雨主要集中於基隆河上游山區，

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火燒寮雨量站紀錄，整場颱風事件總降雨量計 787 毫米，

而尖峰降雨強度為 59 毫米/時(石碇站高達 76 毫米/時)，造成基隆河水位高漲(景

美溪亦同)，導致部分地區雨水下水道系統排放困難，更有部分地區因溪水匯入

主河道困難，形成回水高漲致使溢堤發生。此情形以南港、內湖、文山等地區最

為嚴重，平均淹水深度約達 150 公分，最深者幾達 400 公分以上，且歷時約 2

小時，部分山坡地亦有土石流情形發生。 

(4) 納莉颱風 

2001 年 9 月 15 日之納莉颱風，由臺北市工務局設置之雨量站中，出現較大

之雨量者，分別為湖田站 821 毫米、三星站 811.5 毫米、至善站 829 毫米；另中

央氣象局設置之雨量站中，測得較大雨量者，分別為竹子湖站 1,002 毫米；石碇

站 757 毫米、火燒寮站 755 毫米。依各雨量站監測所得之降雨資料推估，各河川

流域之累積雨量為大漢溪流域約 500 毫米、新店溪流域約 725 毫米、基隆河流域

約 755 毫米。因颱風來襲期間，在臺北市降下豪大雨量，單日累積雨量高達 500

毫米，瞬間最大時雨量更有高達每小時 148.5 毫米，已遠超過下水道系統之設計

容量 (現行為 5 年重現期短延時暴雨，其容納之降雨強度為 78.8 毫米/小時)。 

由於納莉帶來之強降雨，導致大範圍區域抽排水不及，形成市區內部分地區

積水現象。如萬華區西門町一帶、中正區臺北火車站至博愛特區一帶，此地區之

淹水深度約為60公分且歷時約 2小時，另中山區大直抽水站附近地區最為嚴重，

其淹水深度達 200 公分以上且歷時超過 15 小時；再者此降雨尖峰時刻，適逢淡

水河大潮，導致基隆河、景美溪之龐大水量匯入淡水河系困難，不僅河川外水高

漲使抽水站抽水效率降低，更導致大量洪水溢堤，導致臺北市慘烈災情。淹水狀

況尤以內湖、南港、信義、松山等行政區最為嚴重，深度達 100 公分以上且歷時

亦達 2 小時，並造成捷運系統的重創。 

(5) 艾利颱風 

2004 年 8 月 23 日之艾利颱風，造成淡水河流域強烈降雨，8 月 25 日凌晨 1

點 10 分左右，同安抽水站捷運工程施工範圍排水箱涵處，發生大量外水倒灌之

狀況，造成三重市區同安路、中正南路、重新路、正義南路、環河路、三和路一

帶嚴重淹水。 

(6) 2004 年 9 月超大豪雨事件 

2004 年 9 月 10-11 日，大範圍熱帶低壓伴隨旺盛西南氣流籠罩全臺灣，在此

潮濕且不穩定的環境，乃中尺度對流系統發展的溫床。不同於颱風的降雨，中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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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對流系統所造成的降雨具有短延時和小區域的降雨集中特性，易造成漥地淹水，

大部分發生在午後或夜晚，常在都會區造成傷害。除降雨劇烈集中及暴雨系統移

動緩慢兩個原因外，都會區的低滲透率、飽和的土壤、陡峭的坡地，皆是容易造

成暴洪的重要因子。 

臺北市 911 超大豪雨事件，即因受到強烈西南氣流影響，於當日晚上 9 時起

豪雨不斷，入夜後基隆河水位持續暴漲，造成中山、信義、內湖及南港區部分地

區嚴重淹水。其中中山區新生大排，因短時間匯集沿線各抽水站抽排量而排水不

及，造成民權東路行天宮附近汪洋一片；內湖則因捷運施工排水箱涵滲水，造成

康寧路三段靠高速公路一帶大量淹水，信義區也因降雨明顯超出原排水系統容量，

造成永吉路、松隆路一帶嚴重淹水。 

(7) 2007 年士林北投淹水事件 

2007 年 6 月 5 日因受滯留鋒面影響，在士林北投地區降下豪雨造成積水。

社子島之陽明高中雨量站，於 5 日晚間量測到的累積雨量為 231.5 毫米，最大降

雨為每小時 96.5 毫米；社子雨量亦達 89 毫米，兩處降雨量均超過市區排水負荷

之 78.8 毫米。此次豪雨主要積水地點在北投區中央南路 2 段 91 至 93 號，最深

淹水深度為 1 公尺，主要淹水地區為：大業路 65 巷、公館路 130 巷、文林北路

23 巷、洲美快速道路大業路口等平均積水約 50 公分。而在社子島部分，則是在

延平北路 7、8、9 段等於尖峰降雨時，造成平均淹水約 60 公分。 

(8) 2012 年 6 月超大豪雨事件 

2012 年 6 月 11 日受西南氣流及滯留鋒面接近影響，文山區文山雨量站，於

6 月 11 日至 6 月 12 日測得之累積雨量為 401.5 毫米、信義區之信義雨量站量測

之累積雨量為377毫米。本次超大豪雨事件以文山、信義區積淹水狀況最為嚴重，

經水利處分析積淹水成因為瞬間雨勢過大、地勢低漥、排水系統不良，及人為操

作不當影響等 (臺北市政府，2015)。 

2. 市區易發生積水地點之參考表 

  透過臺北市歷次積水地點處理經驗與調查分析，臺北市工務局水利工程處公

布 4 處易發生積水地點，並將易發生積水原因及處理方式，整理如表 4-5 所示。 

 

表 4-5 台北市區易發生積水地點及原因參考表 

項次 行政區 積水地點 積水原因 改善對策 

1 北投區 洲美及關渡 

平原地區 

都市計畫未定

案，無法據以

佈設完整之防

洪排水系統。

洲美及關渡地區因都市計畫

未定案，永久性排水系統無

法施築，目前均以施設臨時

抽水站及改善既有水路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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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因應。97 年運用「北投中

央南路 2 段 91 巷口等 22 處

抽水機組設置工程」於怡和

巷設置一處抽水井，排除積

水，以改善怡和巷聚落地區

排水問題，並完成大度路北

側明溝段整治；98-99 年度

持續編列「北投橫路溝渠道

改善工程」，以疏通至下八

仙臨時抽水站之引水路(已

於 100.03.24 完工)。另列

97-99 年度連續預算辦理「洲

美(一)臨時抽水站擴建工

程」(99.03.08 完工)，以加大

該站抽水能量，並因應立賢

路雨水箱涵排水需求；列

99-101 年度辦理「北投水磨

坑溪及舊貴子坑溪河堤整治

工程」以維關渡平原原有溪

溝之通暢。(水磨坑溪段於

100.05.31 完工；舊貴子坑溪

段於 100.07.31 完工)。配合

北投士林科技園區開發，以

改善洲美街一帶排水需求，

編列 98-102 年度預算辦理

「洲美抽水站新建工程」預

計於 104 年底完工。 

2 士林區 士林社子島 都市計畫未定

案，無法據以

佈設完整之防

洪排水系統。

社子島地區前因都市計畫未

定案，永久性排水系統無法

施築，均以施設臨時抽水站

及改善既有水路之方式因

應。98-99 年度預算辦理「社

子島增三抽水站擴建工程」

(99.06.12 完工)，99 年度持

續辦理「延平北路 8 段 157

巷排水改善工程-社子島增

四站抽水機組更新」(已於

100.08.31 完工)，以紓解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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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現象。俟現行通過之都市

計畫填土完工後，將徹底解

決此問題。 

3 文山區 興德路、福興

路一帶 

本區因興隆幹

線容量不足，

且局部地區地

勢低窪，易造

成積水。 

本處近年來已進行相關改善

工程，包括已於100年5月9

日完成興德路明渠滯洪，亦

已於102年7月21日完成福興

路口設置小型抽水站。另於

颱風豪雨期間針對積水風險

較高地點，布設外租機械因

應，同時亦由本處抽水機動

隊待命支援。 

針對興隆幹線系統整體改善

規劃將以「排水分流」、「滯

洪池新建」及「幹線系統出

口排水量增加」等方式進

行，目前已編列 103-105 年

度預算辦理「文山區興隆排

水系統新建及改善工程」、

編列 103-104 年度預算辦理

「景美抽水站機組增設工

程」及編列 104-106 年度預

算辦理「文山區滯洪池新建

及周邊排水改善工程」。 

資料來源：台北市工務局水利工程工處，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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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臺北市淹水潛勢圖 

資料來源：國家災害防救科技研究中心，2014 、本研究繪製 

 

二、坡地災害 

本市三面環山，為一盆地形都市，地勢東南多丘陵，東北多高山，西北較平

坦，西臨淡水河，整體而言，地勢由北向南傾斜，海拔高度介於 20 公尺至 1,100

餘公尺之間。1995 年依「水土保持法」，公告臺北市市法定山坡地範圍，面積約

為 14,915 公頃，佔全市總面積 55%。每年夏季期間颱風、豪雨頻繁，部分地區

受地形坡度陡峭、地質脆弱惡化及土壤淺薄之自然環境影響，及因人為過度開發



第四章 案例分析－臺北市 

67 
 

利用，導致山坡地土壤流失嚴重，易釀成災害。 

土石流是一種突然暴發，含有大量泥砂、石塊的土石流動現象。土石流含有

大量固體物質，常為突然暴發，且持續時間短。根據農委會水保局之公布，臺北

市共有 50 條土石流潛勢溪流，包括：北投區 17 條、士林區 7 條、中山區 1 條、

內湖區 12 條、南港區 5 條、信義區 5 條及文山區 3 條，相關位置如表 4-6 及圖

4-4 所示。 
表 4-6 臺北市 104 年現有 50 條土石流潛勢溪流相關資料 

行政區 村里 位置或明顯地標 
北投區(17) 湖田里 小油坑西側陽金公路大屯橋東西向山溝 

湖田里 頂湖北側巴拉卡公路南北向山溝 
湖田里 陽金公路馬槽橋 
泉源里 風溪橋 
泉源里 映竹橋(登山路 149-17 號) 
泉源里 靈山大慈寺 
泉源里 登山路詹氏宗祠 
大屯里 復興高中 
秀山里 道生基督書院（中和街錫安巷） 
秀山里 旭東幼稚園（中和街 446 巷 56 號） 
大屯里 貴子坑水土保持教學園區右側水磨坑溪 
秀山里 貴子坑水土保持教學園區左側貴子坑溪 
秀山里 貴子坑水土保持教學園區左側貴子坑溪支流 
稻香里 政戰學校 
桃源里 中央北路 40 巷內及桃源國小後 
永和里 石牌路 2 段 343 巷之行義公園 
林泉里 善光寺 

士林區(7) 福林里 泰北中學、松園營區 
臨溪里 雙溪消防分隊 
臨溪里 至善國中 
新安里 竹林橋 
溪山里 雙溪淨水廠 
溪山里 聖人橋 
溪山里 天溪二橋 

中山區(1) 大直里 實踐大學附近 
信義區(5) 泰和里 第一示範公墓 

泰和里 家畜檢驗所 
六合里 聖天宮 
松隆里 瑤池宮 
松隆里 瑤池宮 

文山區(3) 老泉里 景美隧道 
指南里 石坡坑橋 
政大里 萬壽橋 

南港區(5) 仁福里 南港 2 號公園 
仁福里 南港 2 號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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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如里 中華科技大學 
舊莊里 更寮古道 
舊莊里 栳寮步道 

內湖區(12) 大湖里 大湖山莊 
大湖里 內湖第六公墓 
大湖里 內湖第六公墓 
大湖里 內湖第六公墓 
碧山里 碧霞宮 
碧山里 金龍禪寺 
金瑞里 護國延平宮 
金瑞里 護國延平宮 
港華里 麗山高中 
港華里 麗草新村 
西安里 德明科技大學 
西安里 西湖社區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委會水保局，2015 

 

 
圖 4-4 臺北市土石流潛勢溪流分布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委會水保局，2015、本研究繪製 

三、地震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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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斷層 

斷層是地質的弱帶，斷層一般並非一個面，而是呈現寬度不一之斷層帶。斷

層活動時，常伴隨發生強烈地震，在強烈之震動下，將可能引起極大的災害。臺

北盆地附近規模較大的斷層帶有 (參見圖 4-5)： 

1. 金山斷層：金山斷層又名新莊斷層，為逆移斷層，呈東北走向。斷層起於北

海岸金山並向西南延伸，途經大屯火山群、臺北盆地至山子腳西北方塔寮坑，

總長約 34 公里。 

2. 山腳斷層：山腳斷層為正移斷層，呈北北東走向，可以分為 2 段：南段自台

北縣樹林向北延伸至台北市北投區，長約 13 公里；北段由北投向北延伸至台

北縣金山，長約 21 公里，總長約 34 公里。中央地質調查所指出，山腳斷層

可能再延伸至外海，目前證據顯示此斷層為一活動性頗高之斷層。 

（二）地震 

臺灣位於歐亞大陸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交會處，歐亞大陸板塊以每年大約 7、

8 公分的速度向菲律賓海板塊移動。其碰撞之接觸位置，在花蓮至臺東地區。此

兩板塊除碰撞作用外，在臺灣東北部及南部分別有向北與向東的板塊隱沒作用。

由於此兩板塊的碰撞與隱沒，使臺灣地區的地層承受龐大之大地應力，而使地層

容易變形進而斷裂錯動產生斷層引發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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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台灣斷層分布圖 

資料來源：經濟部地質調查所，2015 

 

 

1. 臺北地區地震災害特性 

臺北都會區係以地形平坦的臺北盆地為中心，向四周逐漸擴散成丘陵區、火

山群及台地，盆地間為晚更新世至現代的沖積層所填充。這些未固結的沉積物所

構成的平坦地面，即為臺北都會區發展的重心所在。由於臺北都會區本身地形及

地質條件特性，使地震時造成的地面振動特性，例如振動程度、持續時間和振動

頻率等，皆具有局部放大效應，即所謂「盆地效應」，使地面振動加劇，造成特

定建築物的破壞。 

臺北都會區的人口密度、經濟建設、建築設計型態及使用方式等，往往是左

右震災程度的重要因子。例如，1986 年 5 月與 11 月的兩次花蓮地震，臺北市附

近地區雖然距離震央達百公里以上，但災害卻比花蓮地區大得多，受害建築數百

棟，如中和市華陽市場內有許多房屋倒塌。1999 年 9 月 21 日之集集大地震，亦

在臺北地區造成許多建物之破壞。臺北盆地造成之地震波放大效應，可視為一項

重要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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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歷史上的地震 

根據歷史文獻記載資料，顯示在 1604 年到 1897 年之間，共 124 個地震事件

記載，其中有 33 個地震能判定出震央位置與規模大小，在這 290 多年間，地震

造成的災害總計死亡人數超過 3,200 人，受傷人數超過 2,500 人，房屋全倒超過

52,000 戶，半倒超過 9,600 戶。這 400 年來歷史，震央發生於臺北地區或臺北附

近區域的歷史性地震則有 8 次(表 4-7)，其應可作為日後臺北都會區震災模擬，

及應變條件設定之基礎。然而，許多地震震央雖遠離臺北市，亦會對臺北市造成

嚴重災害，例如 921 及 331 兩個地震。921 地震造成臺北市人員死亡 61 人，受

傷人數 309 人，房屋倒塌 3 件，火災 3 件，331 地震造成人員死亡 5 人，受傷人

數 27 人，房屋下陷 1 件，故對地震災害對臺北市之威脅，亦不容小覷。 
 

表 4-7 台灣 400 年來災害性地震歷史事件 

發震時間 震央地區 地震

規模

備註 

地理位置 北緯 東經 

明永曆 14 年(1659

年)10 月  

臺北附近    餘震百餘日 

清咸豐 3 年(1853

年)夏  

大屯山附近    大屯山鳴三日 

清光緒 6 年(1880

年)6 月 14 日  

臺北地區     

清光緒 7 年(1881

年)10 月 17 日 

臺北附近    慈生宮傾倒 

清光緒 19 年(1893

年)9 月 8 日 

臺北附近    震壞若干房屋 

清光緒 19 年(1893

年)10 月 7 日 

臺北地區    沒有災害 

 

1909 年 臺北附近 25 121.5 7.3 震央深度80公里，9人死

亡122棟房屋損壞 

1916 年 8 月 28 日 濁水溪上 

流 

24 121 6.8 南投地震系列，埋沒14

戶 

1920 年 6 月 5 日 花蓮東方 

近海 

24 122 8.3 震央深度20公里，5人死

亡、273棟房屋損壞 

1927 年 8 月 25 日 臺南新營 

附近 

23.3 120.3 6.5 震央深度20公里，11人

死亡214棟房屋損壞 

1935 年 4 月 21 日 新竹縣關 

刀山附近 (關

刀山地震) 

24.4 120.8 7.1 震央深度5公里，3276

人死亡17907棟房屋損

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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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 12月 17日 嘉義市東南10

公里中埔附近 

(中埔地震) 

23.4 120.5 7.1 震央深度12公里，358

人死亡4520棟房屋損壞

1946 年 12 月 5 日 臺南新化 

附近 

23.1 120.3 6.1 震央深度5公里，74人死

亡1954棟房屋損壞 

1951年 11月 25日 臺東北方 

30km 

23.2 121.4 7.3 震央深度35公里，17人

死亡1016棟房屋損壞 

1964 年 1 月 18 日 臺南東北東43

公里 (白河地

震) 

24.4 120.8 6.3 嘉南烈震，有地裂、噴

砂，震央深度18公里造

造成106人死亡10924棟

房屋損壞 

1972 年 4 月 24 日 花蓮瑞穗東北

東4公里 

23.5 121.4 6.9 震央深度15公里，5人死

亡，50棟房屋損壞 

1999 年 9 月 21 日 日月潭西方9公

里 (集集大地

震) 

23.9 120.8 7.3 20世紀臺灣島內規模最

大地震，車籠埔斷層活

動，錯動長達80公里。

南投、臺中災情慘重。

震央深度8公里，造成

2415人死亡，51711棟房

屋損壞 

2002 年 3 月 31 日 花蓮秀林地震

站東方44.3公里

24..2 122.1 6.8 花蓮秀林地震站東方

44.3公里 

2004年 10月 23日 臺北地區 25.02 121.58 4.1 震源深度 8.8 公里 

2006 年 4 月 1 日 臺東地區 22.88 121.08 6.2 震源深度7.2公里（臺北

市最大震度2） 

2006年 12月 26日 屏東恆春地站

西方33.1公里 

21.97 120.42 7.0 震源深度50.2公里（臺

北市最大震度2） 

2009 年 11 月 5 日 南投名間地震

站南偏東方10.1

公里 

23.79 120.72 6.2 震源深度24.1公里（臺

北市最大震度3） 

2009年 12月 19日 花蓮市地震站

南偏東方21.4公

里 

23.79 121.66 6.9 震源深度43.8公里（臺

北市最大震度4） 

2010 年 3 月 4 日 高雄甲仙地震

站東南方17.1公

里 

22.97 120.71 6.4 震源深度22.6公里（臺

北市震度2） 

2013 年 6 月 2 日 南投縣政府東

方29.3公里(南

23.86 120.97 6.5 震源深度14.5公里（臺

北市震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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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縣魚池鄉) 

2015 年 3 月 23 日 花蓮縣政府南

方29.8公里(位

於臺灣東部海

域) 

23.73 121.67 6.2 震源深度38.4公里(臺北

市震度2) 

2015 年 4 月 20 花蓮縣政府東

方83.6公里(位

於臺灣東部海

域) 

24.02 122.44 6.4 震源深度30.6公里(臺北

市震度3) 

資料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2015a 

 

3. 臺北都會區地震可能引起的災害 

地震帶來的大規模破壞，非常具有毀滅性。一般常見的直接性破壞，包含：

有山崩、崖崩、地裂、地面錯動引起的橋梁斷裂、建築物倒塌；間接性的危害，

則包含地震引發的火災、化學物質或毒物儲存地遭破壞等外洩事件、搶救災行動

的阻斷等。地震在臺灣造成的直接及間接危害，主要的影響因子包含五類： 

(1) 地表振動 

因為地球本身能量釋放，造成地層位移錯動而產生地震，地震產生的能量藉

由地震波（實體波（bodywave）、表面波（surfacewave））透過介質振動的方式傳

遞，由於地表振動的關係，所以建築物可能受到損害或完全摧毀，透過適當的建

築物耐震性評估、設計或補強，可預防損害與降低破壞機率。 

(2) 斷層錯動 

為地層錯動而形成的斷裂帶，當建築物、交通路網及任何橫跨或座落在活動

斷層上的建物與地形，都容易被斷層錯動而遭到破壞。 

(3) 火災（二次災害） 

火災通常是地震後而產生的二次災害，但其危害程度不亞於地面震動而造成

的破壞。地表振動導致一般火器(火爐、瓦斯爐等)遭到損毀，瓦斯管線、電線鬆

斷以致於引起火災，而維生及救援的水管亦可能遭影響而切斷，形成無水可救的

情況。 

(4) 地形變動 

地形變動包括山崩與地滑等地質現象，在地形較為陡峭或地質條件較為鬆 

散的區域，地震引起的振動會導致表土滑動、懸崖崩落及引發其他塊體急速向下

滑落。 

(5) 土壤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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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地質條件處於地下水位偏高飽和鬆散砂質土壤下時，當受到短暫反覆作

用力後，且孔隙水無法立即排出時，則會使孔隙水壓快速上升而導致有效應力下

降，當此有效應力趨近於零時，土壤失去抗剪能力，而呈現液態泥狀，且有時會

在地表裂隙處產生噴砂情形。通常容易發生液化的地點，出現在離震央數公里至

數十公里範圍內，包括：1. 河灘及海灘地；2. 離河岸不遠的砂質沖積層基地；

3. 砂質舊河道堆積；4. 湖邊或其它水邊的填土新生地等。土質疏鬆又地下水飽

和之地表土層，不但對地振動有放大效應，亦可能導致土壤液化現象，當液化發

生時地上結構物發生不均勻下陷，常會造成建築物、道路、地下管線及橋梁橋墩

的破壞，而造成巨大損失（臺北市政府，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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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韌性評估結果分析 

壹、實證地區 

本研究之實證地區為臺北市，其包含 12 個行政區(圖 4-6 所示)及 449 個里(如

表 4-8 所示)。由於臺北市各行政區之村里，會隨著年度的不同而有所變動（如

合併或新增），而造成指標資料蒐集之困難。故本研究採用民國 101 年之臺北市

村里數為基礎，將資料匯入與進行分析，評估臺北市之韌性分布。 

 

表 4-8 臺北市各行政區及村里 

松山區 三民里、中正里、中崙里、中華里、介壽里、民有里、民福里、吉仁里、

吉祥里、安平里、自強里、東光里、東昌里、東勢里、東榮里、松基里、

美仁里、莊敬里、富泰里、富錦里、復建里、復盛里、復勢里、復源里、

敦化里、慈祐里、新東里、新益里、新聚里、福成里、精忠里、龍田里、

鵬程里 

信義區 三張里、三犁里、大仁里、大道里、中行里、中坡里、中興里、五全里、

五常里、六合里、六藝里、四育里、四維里、正和里、永吉里、永春里、

安康里、西村里、松友里、松光里、松隆里、長春里、泰和里、國業里、

富台里、惠安里、敦厚里、景勤里、景新里、景聯里、雅祥里、新仁里、

嘉興里、廣居里、黎平里、黎安里、黎忠里、黎順里、興隆里、興雅里、

雙和里、仁福里 

大安區 大學里、仁慈里、仁愛里、古風里、古莊里、正聲里、民炤里、民輝里、

永康里、光明里、光武里、光信里、全安里、住安里、車層里、和安里、

昌隆里、法治里、臥龍里、芳和里、虎嘯里、建安里、建倫里、通化里、

通安里、敦安里、敦煌里、華聲里、新龍里、義安里、義村里、群英里、

群賢里、誠安里、福住里、德安里、黎元里、黎孝里、黎和里、學府里、

錦安里、錦泰里、錦華里、龍生里、龍安里、龍坡里、龍門里、龍泉里、

龍陣里、龍淵里、龍雲里、龍圖里、臨江里 

中山區 力行里、下埤里、大佳里、大直里、中山里、中央里、中吉里、中庄里、

中原里、北安里、正得里、民安里、永安里、成功里、朱崙里、朱園里、

朱馥里、江山里、江寧里、行仁里、行孝里、行政里、松江里、金泰里、

恆安里、埤頭里、康樂里、復華里、晴光里、集英里、圓山里、新生里、

新庄里、新喜里、新福里、聚盛里、聚葉里、劍潭里、興亞里、龍洲里、

正義里、正守里 

中正區 三愛里、文北里、文盛里、文祥里、水源里、永功里、永昌里、光復里、

幸市里、幸福里、忠勤里、東門里、林興里、板溪里、河堤里、南門里、

南福里、建國里、梅花里、頂東里、富水里、廈安里、愛國里、新營里、

網溪里、黎明里、螢圃里、螢雪里、龍光里、龍福里、龍興里 

大同區 大有里、民權里、永樂里、玉泉里、光能里、老師里、至聖里、延平里、

保安里、南芳里、建功里、建明里、建泰里、星明里、重慶里、國順里、

國慶里、揚雅里、斯文里、景星里、朝陽里、隆和里、蓬萊里、鄰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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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連里 

萬華區 仁德里、日祥里、日善里、全德里、西門里、孝德里、和平里、和德里、

忠貞里、忠德里、青山里、保德里、柳鄉里、凌霄里、頂碩里、富民里、

富福里、華中里、華江里、菜園里、新安里、新和里、新忠里、新起里、

萬壽里、壽德里、榮德里、福星里、福音里、綠堤里、銘德里、糖部里、

興德里、錦德里、雙園里、騰雲里 

文山區 木柵里、木新里、老泉里、明義里、明興里、指南里、博嘉里、 

景仁里、景行里、景東里、景美里、景華里、景慶里、華興里、 

順興里、萬年里、萬有里、萬和里、萬芳里、萬盛里、萬祥里、萬隆里、

萬興里、試院里、樟林里、樟新里、樟腳里、興光里、興安里、興旺里、

興昌里、興家里、興泰里、興得里、興業里、興福里、興豐里、忠順里、

萬美里 

南港區 九如里、三重里、中南里、中研里、玉成里、合成里、成福里、百福里、

西新里、東明里、東新里、南港里、新光里、新富里、萬福里、聯成里、

鴻福里、舊莊里 

內湖區 大湖里、五分里、內湖里、內溝里、石潭里、安泰里、安湖里、行善里、

西安里、西康里、西湖里、秀湖里、明湖里、東湖里、金湖里、金瑞里、

金龍里、康寧里、清白里、港都里、港富里、港華里、港墘里、湖元里、

湖興里、湖濱里、紫星里、紫陽里、紫雲里、週美里、瑞光里、瑞陽里、

葫洲里、碧山里、樂康里、麗山里、蘆洲里 

士林區 三玉里、仁勇里、公館里、天山里、天母里、天玉里、天和里、天祿里、

天壽里、天福里、平等里、永倫里、永福里、名山里、百齡里、岩山里、

忠誠里、承德里、明勝里、東山里、社子里、社園里、社新里、芝山里、

前港里、後港里、富光里、富洲里、菁山里、陽明里、新安里、溪山里、

義信里、聖山里、葫東里、葫蘆里、福中里、福安里、福志里、福佳里、

福林里、福華里、福順里、福德里、翠山里、德行里、德華里、臨溪里、

舊佳里、蘭雅里、蘭興里 

北投區 一德里、八仙里、大屯里、大同里、中心里、中央里、中和里、中庸里、

文化里、文林里、永和里、永明里、永欣里、石牌里、立農里、立賢里、

吉利里、吉慶里、秀山里、奇岩里、東華里、林泉里、長安里、建民里、

泉源里、洲美里、振華里、桃源里、清江里、尊賢里、智仁里、湖山里、

湖田里、開明里、溫泉里、裕民里、榮光里、榮華里、福興里、稻香里、

豐年里、關渡里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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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臺北市行政區圖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2015 

貳、各項目韌性評估分析 

本研究將韌性評估分成三大構面，以里做為韌性評估之基本單位，評估之內

容，乃以圖 3-3 與表 3-5 為基礎，包含：災前條件、災時應變及災後恢復。藉由

此三個時間向度，評估天然災害來臨時，臺北市各村里不同階段相對之韌性高低

與空間分布特性。在各評估構面下，可進一步將評估內容，分成評估項目及評估

指標兩個層級。亦即，利用收集到的資料進行計算，將各評估指標之數值正規化

後，去除不同指標單位的影響，以利於相互比較與加總 (黃書禮，2002)；最後，

將呈負向影響之正規化指標進行轉換，將呈現負相關之評估值轉換為負值，以利

後續之解釋。 

以下將呈現不同構面之指標之韌性評估與分析結果，其總共包含 3 項構面、

18 項指標。而韌性評估結果，將進一步結合地理資訊系統（GIS），展示韌性空

間分布特質。最後評估結果之圖面展示，顏色越深代表韌性越低，其正規化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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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愈小；顏色愈淺則代表韌性越高，其正規化數值亦越大。 

一、災前條件-人口密度 

 當天然災害來臨時，一地區之人口密度愈高，受到衝擊的人數愈多，呈現之

災害敏感性愈高，韌性則愈低。從圖 4-7，可看出大安區、松山區、信義區等市

中心人口密度較高，韌性則相對較低；而相對地，郊區的士林區、北投區、南港

區及文山區人口密度較低，韌性則相對提升。其中人口密度最高的是大安區新龍

里，而最低的則是士林區菁山里。 

 

 

圖 4-7 臺北市村里人口密度韌性分布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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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災前條件-弱勢人口 

 弱勢人口包含：老年人口(65 歲以上)、身心障礙人口、低收入戶及幼年人口

(5 歲以下)，當災害來臨時，這些人口對於災害的應變能力較差，往往易成為受

害者。故弱勢人口愈多，韌性則愈低。從圖 4-8 之評估結果可發現，市中心之中

山區、松山區、中正區、大同區南部、萬華區北部及內湖區韌性較低；而士林區、

南港區、北投區東北部及文山區等地區之韌性較高。弱勢人口數最多的是中正區

黎明里，弱勢人數最少的則為大安區正聲里。 
 

 

圖 4-8 臺北市村里弱勢人口韌性分布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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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災前條件－二、三級產業 

 二、三級產業包含製造業及服務業，衡量其產值。若產值愈高，因敏感性提

升，故在遭受天然災害衝擊時，受到的損失亦愈大，故韌性愈低；反之，其產值

愈低，受到的損失亦愈低，因而可提升其韌性。其評估可參見圖 4-9，由圖示可

得知，中正區、中山區、松山區等地區之韌性較低，而萬華區、士林區及文山區

等地區，則韌性較高，由此亦可以看出臺北市之工商業的分布情形。其顯示中正

區龍福里產值最高（韌性最低），士林區公館里產值最低（韌性最高）。 

 

圖 4-9 臺北市村里二、三級產業韌性分布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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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災前條件-淹水潛勢 

 當一地區暴露於某特定災害之機率愈高，其韌性則愈低。圖 4-10 是根據臺

北市日降雨量 600 毫米之淹水潛勢地區，進行評估及繪製。由該圖可看出，低窪

地區及沿著基隆河與淡水河岸之村里，淹水的可能性較高，而降低其韌性（主要

行政區包含：內湖、松山、中山、大同、萬華、文山區西北部等區）；反之地勢

愈高、距離河川愈遠的村里，淹水的可能性愈低，韌性則愈高。例如，文山區南

部、北投區及士林區位處山區的村里，則為較不易淹水之地區，因而其韌性相對

較高。 

 

 

圖 4-10 臺北市村里淹水潛勢韌性分布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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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災前條件-土石流潛勢區 

 根據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公布之土石流潛勢溪流可得知，臺北市共有

50 條土石流潛勢溪流，並根據其影響範圍，進行土石流潛勢區之評估。由圖 4-11

可得知，臺北市受到土石流影響的範圍並不大，主要集中在北投區、士林區、內

湖區、南港區、信義區及文山區的山區部分，較會受到影響。其中尤以信義區泰

和里的土石流潛勢溪流分布較為密集，故韌性較低，其他行政區則受到之威脅相

對較為輕微。 
 

 

圖 4-11 臺北市村里土石流潛勢韌性分布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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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災前條件－地震潛勢 

  本研究之地震潛勢，是依據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模擬之地震最大水平地表

加速度（PGA）值，計算地震災害潛勢，再套疊各村里界線圖，以估計各地區可

能之災害韌性。由於地震潛勢會受到地質及地形等複雜因素之影響，故透過地震

潛勢評估，可概略顯示不同地區之地質特性。最後，評估結果之分布，可如圖

4-12 所示。圖中顯示，在臺北市南側，如文山區木柵里、木新里、指南里、博嘉

里等、東南側，及西北側，如北投區永明里、石牌里、立農里、立賢里等之地震

潛勢較低，韌性較高；然北側，如士林區、北投區、中山區、信義區，則地震潛

勢較高、韌性相對較低。 

 

 

圖 4-12 臺北市村里地震潛勢韌性分布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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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災前條件－農業用地 

 農業用地為較低度使用之土地使用分區，若遭遇天然災害時，農業用地可吸

收或減緩災害所帶來的衝擊（相關之假設與說明，請參見第三章），故一地區之

農業用地愈多，韌性越高。由於受限於資料取得之困難，農業用地的資料是以區

為單位。透過圖 4-13 之農業用地分布，可看出北投區及士林區之農地面較大，

故韌性較高；而大同區、萬華區、中正區、大安區及松山區農業用地最少，而降

低其韌性。 
 

 

圖 4-13 臺北市農業用地韌性分布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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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災前條件－住、商、工土地使用 

 住宅、商業及工業為較高度使用之使用分區，可視為都市化程度之重要指標。

當一地區之住、商、工土地使用面積越高，則在天然災害來臨時，因災害敏感性

提高，而所受到的損害亦可能較高，故可能降低其韌性及提升其脆弱度。從圖

4-14 可看出臺北市大部分土地，皆呈高度都市化現象，造成多數地區韌性較低。

其中除北投區湖田里和士林區溪山里及菁山里之住工商面積較低，韌性較高外，

其他地區因高度都市發展，可能因而提升其脆弱度。 
 

 

圖 4-14 臺北市村里住、商、工土地使用韌性分布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面對天然災害之韌性都市建構策略與評估 

86 
 

九、災前條件-建物面積 

 建築物面積指的是該地區之建築物總樓地板面。一般而言，建物面積可能會

影響地震來襲時，可能受損之規模。故建築面積愈大，敏感度會提升，而隱含災

害脆弱度的提升。故建物面積愈大，表示該地區之土地使用強度越大，當災害來

臨時，所受到的衝擊亦會提升，故建物面積愈大，代表韌性愈低；反之則愈高。

從圖 4-15 可顯示，臺北市中心都市化程度較高，建物面積亦相對較高，故韌性

較低；而郊區部分，都市化程度較低，例如北投區及士林區等則脆弱度較低，韌

性亦相對較高。 

 

 

圖 4-15 臺北市村里建物面積韌性分布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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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災前條件綜合評估 

 綜合上述 9 項災前條件之韌性評估，將其加總後疊圖，進一步得出在災前條

件構面中，臺北市各個村里的韌性分布。災前條件代表一地區，在遭遇天然災害

時，該地區之先天條件，其包含：人口密度、弱勢人口、二三級產業產值、淹水

潛勢、土石流潛勢區、地震潛勢、農業用地、住商工用地及建物面積等 9 項指標

之綜合評估，評估結果如圖 4-16 所示。 

  透過表 4-9，可顯示較高與較低災前條件之韌性分布概況。從表中，可發現

臺北市各里中，以中正區黎明里(3.942)、松山區中正里(4.030)、中山區中央里

(4.038)、內湖區港墘里(4.192)、信義區西村里(4.251)、中山區復華里(4.355)、中

山區中吉里(4.356)、松山區民有里(4.451)、中山區集英里(4.460)、中山區松江里

(4.465)在災前條件之韌性最低。原因可能在於這些地區的都市化程度較高、人口

密集和工商業發達有關。其因災害敏感性提升、脆弱度提高，當災害來臨時可能

遭受到較大損失。而北投區湖田里(7.945)、士林區溪山里(7.902)、文山區指南里

(7.788)、北投區吉慶里(7.632)、北投區永明里(7.584)、北投區尊賢里(7.548)、北

投區桃源里(7.544)、北投區吉利里(7.519)、北投區東華里(7.514)、士林區菁山里

(7.512)之災前條件韌性最高，可能原因在於這些村里之人口較為稀少，且都市化

程度較低，雖可能受到土石流等天然災害之威脅，但較少生命財產暴露於災害之

威脅，故所受到的預期損害亦較低。 

 

表 4-9 災前條件韌性指數排名 

災前條件韌性指數前十名 災前條件韌性指數後十名 

鄉鎮 村里 指數 排名 鄉鎮 村里 指數 排名 

北投區 湖田里 7.945 1 中正區 黎民里 3.942 1 

士林區 溪山里 7.902 2 松山區 中上里 4.030 2 

文山區 指南里 7.788 3 中山區 中央里 4.038 3 

北投區 吉慶里 7.632 4 內湖區 港墘里 4.192 4 

北投區 永明里 7.584 5 信義區 西村里 4.251 5 

北投區 尊賢里 7.548 6 中山區 復華里 4.355 6 

北投區 桃源里 7.544 7 中山區 中吉里 4.356 7 

北投區 吉利里 7.519 8 松山區 民有里 4.451 8 

北投區 東華里 7.514 9 中山區 集英里 4.460 9 

士林區 菁山里 7.512 10 中山區 松江里 4.465 10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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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6 臺北市村里災前條件綜合韌性分布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十一、災時應變-醫療設施 

 當災害來臨時，可能產生許多傷亡產生，此時醫療設施即相當重要。透過醫

療設施之分布，可衡量地區災害應變能力。然因資料取得的困難，及醫療設施具

有一定的服務範圍。故本研究乃以行政區為資料彙整單位，醫療設施以病床數為

評估依據，數量愈多，代表韌性愈高；反之則愈低，評估結果可彙整於圖 4-17。

由評估結果，可得知北投區擁有較充裕的醫療設施，其次為中正區與大同區，故

韌性較高；而萬華區、南港區、信義區及文山區醫療設施相對不足，韌性則相對

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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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7 臺北市村里醫療設施韌性分布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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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災時應變-消防與警察 

 當災害發生時，第一時間的救援可以降低傷亡發生，故消防人員及警察人員

的數量越多，則韌性就愈高。然由於資料蒐集上的困難，且消防與警察有一定的

服務範圍，故本指標是仍以行政區為單位進行資料彙整。韌性評估結果，可顯示

於圖 4-18。圖中顯示中正區的消防與警察人數最多，韌性亦最高；而南港區消防

與警察人數最少，韌性則相對較低。 
 

 

圖 4-18 臺北市村里消防與警察韌性分布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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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災時應變－避難處所 

 當災害來臨時，前往適當的避難處所，可降低傷亡，例如地震來襲時，前往

空曠的公園或是開放空間，可避免建築物倒塌所造成之傷亡，故避難處所愈多，

可提高其韌性，反之則降低韌性。另避難處所亦可彈性作為其他災害物資與醫療

臨時處所，而有利於災害緊急應變之調適與救災工作推動。故其數量與災害脆弱

度成反比，但與災害韌性呈正比。但亦因資料蒐集困難，故本指標仍採用行政區

為分析之基準。從圖 4-19，可發現士林區及北投區，因行政區土地較寬廣且都市

化程度較低，避難場所較多，故韌性較高；而松山區、大同區、中正區及萬華區

之市中心地區，由於行政區面積較小且發展密集，故避難場所較少，韌性亦相對

較低。 
 

 

圖 4-19 臺北市村里避難場所韌性分布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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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災時應變－儲蓄額 

 當災害發生時，若擁有較多儲蓄額，就可購買防災避難設備，而有更多因應

策略選取之彈性，以降低損害發生；同時，在災後亦能夠有更充裕的資源進行重

建。故儲蓄額愈高，災害韌性即愈高。惟此指標項目，亦因資料蒐集之困難，故

以行政區為單位進行分析。韌性評估結果可彙整於圖 4-20，透過該圖可發現中正

區及大安區的儲蓄額較高，韌性因而相對較高；而士林區、大同區、中山區及文

山區則儲蓄額較低，韌性則相對較低。 
 

 

圖 4-20 臺北市各村里儲蓄額韌性分布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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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災時應變－可支配所得 

  當災害發生時，若擁有較多可支配所得，即可購買不同防災避難設備，或可

較有彈性進行避難與救災，以降低損害發生；而在災後亦能夠有更充裕資源進行

重建。故可支配所得愈高，韌性就愈高。然此部分亦因資料蒐集之困難，故本指

標以行政區為單位進行分析。評估結果可從圖 4-21 看出，大安區擁有較高可支

配所得，故韌性較高；而大同區及萬華區，則相對擁有較少可支配所得，可能因

而提升脆弱度，及降低其韌性。 
 

 

圖 4-21 臺北市各村里可支配所得韌性分布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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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災時應變綜合韌性評估 

 綜合上述 5 項關於災時應變之指標，將其加總後，套疊行政區域圖，而可得

出臺北市各村里災時應變之韌性指數與空間分布。其中包含之指標為：醫療設施、

消防與警察、避難處所、儲蓄額及可支配所得等 5 項指標。災時應變代表當災害

來臨時，其面對災害之處理、應變與防救災能力。然此構面之評估，由於資料蒐

集的困難、限制及服務範圍等因素之影響，韌性評估多以行政區為基本分析單位，

評估結果可如圖 4-22 所示。透過該圖顯示，中正區之災時應變韌性指數得分最

高，其原因可能在於該地區擁有較充沛基盤設施，及具有較高所得水準之居民，

故韌性較高；而南港、萬華與大同區之災時應變韌性指數得分最低，主要原因可

能在於其醫療及防救災人力資源分配較為不足，且居民之平均所得與儲蓄率較低，

乃導致其韌性較低。 

 

 
圖 4-22 臺北市村里災時應變韌性分布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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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災後恢復、調適與學習－公有土地 

 當災害來襲後，可能會有大面積建築物或設施倒塌、破壞或不堪使用等情形。

故此時需要大量之公有土地，提供暫時性安置、避難、災害救助、物資分配、醫

療站設置或重建之用。故公有土地面積愈大，愈具有彈性資源，可協助推動災後

恢復相關工作，韌性亦可因而提升。然此指標，因本研究資料蒐集的困難，故以

行政區為單位進行分析，評估結果可顯示於圖 4-23。從圖 4-23 可看出，士林及

北投區擁有較多面積之公有土地，故韌性可提升；相對地，大同區及萬華區擁有

的公有土地面積最少，其他市中心地區之公有土地面積亦相對較少，韌性因而相

對較低。 
 

 

圖 4-23 臺北市村里公有土地韌性分布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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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災後恢復、調適與學習－公共設施用地 

 當災害發生後，可能會有大量的建築物倒塌或不堪使用，此時公共設施用地

可以提供暫時的安置、避難，或協助災後恢復、災後重建相關事宜，例如:學校、

公園等。故公共設施用地愈多，可提升災後重建效率與工作推動彈性，因而可提

升地區災害韌性。此部分之韌性評估結果，可從圖 4-24 發現，臺北市大部分村

里，多相當缺乏公共設施用地，僅有在北投區湖田里、士林區及文山區之部分里，

具有相對較多之公共設施用地，因而可提升其韌性。 

 

 

圖 4-24 臺北市村里公共設施韌性分布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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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災後恢復、調適與學習－就業率 

 一地區之就業率與災後恢復息息相關，就業人口較多之地區，擁有較良好的

經濟實力，當災害來臨後，有較充裕之資源進行重建，且可增加災後復原速度與

程度。另就業人口一般擁有較好的體力及社會經驗，故就業率愈高，韌性亦愈高。

就業率之韌性評估結果，可彙整於圖 4-25。從圖中，可看出在臺北市中心之村里，

就業率普遍較高，原因可能在於這些地區擁有較多工作機會，所以韌性亦相對提

升；而在較偏遠的行政區則就業率較低，韌性亦相對偏低。 
 

 

圖 4-25 臺北市村里就業率韌性分布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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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災後恢復、調適與學習－教育程度 

 教育程度指一地區擁有高中(職)畢(肄)以上人口的比例，良好的教育相對擁

有較多關於災害防救與災後恢復之知識，能夠從每次災害當中吸取經驗，進而減

少損害發生。故一般而言，教育程度越高，脆弱度較低，韌性愈高。然此指標因

資料蒐集之困難，故資料蒐集乃以行政區為基準，韌性評估結果，可示之於圖

4-26。從圖中，可顯示大安區擁有較多高中(職)以上教育程度居民，故韌性相對

較高；而大同區及南港區則擁有較少高中(職)以上教育程度之居民，因而降低其

韌性。 

 

 

圖 4-26 臺北市村里教育程度韌性分布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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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災後恢復、調適與學習綜合韌性評估 

 透過上述關於災後恢復、調適與學習之 4 項評估指標加總，可將各項目韌性

評估結果加以疊圖後（參見圖 4-27），得出臺北市各村里災後恢復、調適與學習

之韌性綜合指數及韌性評估結果之空間分布，其內容包括：公有土地、公共設施

用地、就業率及教育程度等 4 項指標。災後恢復、調適與學習代表當一地區在遭

遇天然災害後，復原重建、調適與學習的能力，良好的災後恢復、調適與學習，

可使該地區在面對下一次天然災害時，降低損失災害及增加其災害韌性。 

  表 4-10 可顯示較高與較低災後恢復、調適與學習韌性之村里分布概況。從

表 4-10 中，可顯示臺北市各村里中，以北投區湖田里(2.520)、士林區溪山里(2.064)、

北投區湖山里(1.951)、士林區菁山里(1.877)、士林區福林里(1.769)、士林區陽明

里(1.755)、士林區福安里(1.721)、北投區一德里(1.717)、文山區萬興里(1.701)、

北投區八仙里(1.689)，在此層面的韌性表現較高。其主要原因，可能在於這些村

里擁有較多公有土地及公共設施用地，有助於災害重建、安置與調適，故韌性較

高；而相對地，大同區景星里(0.048)、大同區國順里 (0.049)、大同區重慶里

(0.052)、大同區鄰江里(0.061)、、大同區隆和里(0.061)、大同區揚雅里(0.066)、

大同區南芳里(0.067)、大同區斯文里(0.068)、大同區雙連里(0.069)、大同區延平

里(0.069)，及萬華區、南中正區與南港區，在災後恢復、調適與學習的韌性表現，

則相對較低。其主要原因，可能在於這些里土地面積較小，公有土地及公共設施

用地較為不足，且擁有較少高中(職)以上教育程度，致使災害韌性相對偏低。 

 

表 4-10 災後恢復、調適與學習韌性指數排名表 

災後恢復韌性指數前十名 災害恢復韌性指數後十名 

鄉鎮 村里 指數 排名 鄉鎮 村里 指數 排名 

北投區 湖田里 2.520 1 大同區 景星里 0.048 1 

士林區 溪山里 2.064 2 大同區 國順里 0.049 2 

北投區 湖山里 1.951 3 大同區 重慶里 0.052 3 

士林區 菁山里 1.877 4 大同區 臨江里 0.061 4 

士林區 福林里 1.769 5 大同區 隆和里 0.061 5 

士林區 陽明里 1.755 6 大同區 揚雅里 0.066 6 

士林區 福安里 1.721 7 大同區 南方里 0.067 7 

北投區 一德里 1.717 8 大同區 斯文里 0.068 8 

文山區 萬興里 1.701 9 大同區 雙連里 0.069 9 

北投區 八仙里 1.689 10 大同區 延平里 0.069 10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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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7 臺北市村里災後恢復、調適與學習韌性分布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參、總合韌性評估分析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評估臺北市各村里之總合韌性分布，其可透過災前條

件、災時應變及災後恢復、調適與學習等三個構面，進行不同時期的總合動態韌

性評估。此在本研究中，共考慮 18 項不同韌性指標。此 18 項指標整合，可應用

GIS 進行資料彙整與進行評估結果之疊圖，最終可將總合韌性評估指標，示之於

圖 4-28。評估結果呈現韌性愈高者，隱含當一地區面臨天然災害時，更有能力抵

禦其所帶來的衝擊，且能夠更有效將受災地區回復到日常生活可運作之狀態，而

可降低災害風險與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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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臺北市村里總合韌性排名表 

韌性指數前十名 韌性指數後十名 

鄉鎮 村里 指數 排名 鄉鎮 村里 指數 排名 

北投區 湖田里 13.150 1 大同區 民權里 6.145 1 

士林區 溪山里 11.970 2 大同區 雙連里 6.149 2 

北投區 吉慶里 11.841 3 松山區 中正里 6.171 3 

北投區 永明里 11.804 4 大同區 揚雅里 6.180 4 

北投區 桃源里 11.761 5 大同區 斯文里 6.195 5 

北投區 尊賢里 11.755 6 大同區 朝陽里 6.257 6 

北投區 東華里 11.738 7 大同區 星明里 6.267 7 

北投區 吉利里 11.728 8 大同區 蓬萊里 6.287 8 

北投區 湖山里 11.717 9 大同區 延平里 6.295 9 

北投區 福興里 11.677 10 大同區 國慶里 6.336 10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表 

   

  透過表 4-11，可顯示臺北市各村里總合韌性評估結果中，最高與最低總合韌

性評估之村里分布。其中以北投區湖田里(13.150)、士林區溪山里(11.970)、北投

區吉慶里(11.841)、北投區永明里(11.804)、北投區桃源里(11.761)、北投區尊賢

里(11.755)、北投區東華里(11.738)、北投區吉利里(11.728)、北投區湖山里(11.717)、

北投區福興里(11.677)之災害韌性最高。如以災前條件之角度觀之，這些里人口

密度較低、工商產值較低、都市化程度相對較低。如從災時應變的角度來看，這

些地區人力及醫療資源充足，災後恢復的部分，又擁有大面積的公有土地和公共

設施用地可以用來重建安置，故總體而言，其韌性較高。 

  另大同區民權里(6.145)、大同區雙連里(6.149)、松山區中正里(6.171)、大同

區揚雅里(6.180)、大同區斯文里(6.195)、大同區朝陽里(6.257)、大同區星明里

(6.267)、大同區蓬萊里(6.287)、大同區延平里(6.295)、大同區國慶里(6.336)，則

韌性相對最低。此可從災前條件角度觀察，可發現這些里的人口密度高、工商業

較發達且都市化程度高；而災時應變部分，這些里的人力與醫療資源分配較為不

足，且居民平均所得相對較低。而在災後恢復、調適與學習部分，則由於地狹人

稠，且居民獲得高中(職)以上教育程度者較少。綜合上述三個構面，導致此等地

區之總合災害韌性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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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8 臺北市村里總和韌性評估指標分布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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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地區韌性類型分析 

    根據第三章所建立的韌性評估指標體系，及本章第二節臺北市災害韌性評估

結果，本節乃利用群落分析(clustering analysis)，分就災前、災時、災後及整體韌

性特質，將臺北市韌性評估的結果進行分類。希望能更有系統歸納韌性之空間分

布型態，並助於找出不同影響因素間之關係。 

    本研究利用韌性評估指標的正規化數值，以 K-Means 群落分析方法，依地

區都市韌性特質，將所有韌性指標納入分析。分別依照災前條件、災時應變和災

後恢復、調適與學習的韌性狀態，將所有里分為三群，依序為良好、普通、較差，

圖面上分別以綠色、黃色和紅色表示。透過災害時序的各群集分析結果，有利於

瞭解各地區在不同災害時序間的韌性條件。而依據分群結果，亦進一步做為地區

擬定災害調適策略的依據。 

壹、災前條件 

    災前條件的韌性指標，乃由人口密度、弱勢人口、二、三級產業、災害潛勢、

土地利用面積和建物面積所組成。透過群落分析，其分群結果可示之於圖 4-29，

而三個群組之變異數分析 (ANOVA) 結果，則可參見表 4-12。由圖 4-29 之分類

結果觀之，災前條件較佳之第 1 群，里數計有 41 個，其平均韌性指數為 7.26，

多集中在北投、士林、文山和南港區一帶，為台北市之邊界地區；反觀災前韌性

數值較差之區域，則為第 3 群：內湖、松山、中山和中正區，平均韌性指數值為

4.56，多屬臺北市市中心地區，人口密度較高、建物較多，其中有 32 個里屬於

該類別。 

  其中第 3 群之村里，隱含有較高之災害暴露與脆弱度，可能在災害來臨時，

具有較高之風險。其大部分皆位於市中心，故如何降低此等地區之脆弱度，甚至

如何降低暴露在洪水、地震之災害威脅，將是調適策略擬定之核心議題。 

 
表 4-12 災前條件群集 ANOVA 分析表 

災前條件 

集群名稱 第 1 群：良好 第 2 群：普通 第 3 群：較差 

個數 41 376 32 

平均數(標準差) 7.258(0.286) 5.818(0.524) 4.561(0.274) 

最大值 7.945 6.902 4.895 

最小值 6.906 4.904 3.942 

F 值 277.304*** 

***: p < 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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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9 災前條件群集分類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貳、災時應變 

    災時應變共包含：醫療設施、消防與警察配置、避難處所、儲蓄額與可支配

所得 5 項指標構成災時應變之韌性程度。透過群集分析結果(參見圖 4-30，及表

4-13 之 ANOVA 之分析結果)，可發現災時應變條件較佳之區域分布於第 1 群：

北投區、中正區和大安區，計有 126 個里，災時應變群組平均之韌性指數值為

2.986。條件較差之區域，則為第 3 群：主位於南港區、文山區、大同區和萬華

區，其平均韌性指數值為 0.932，共約有 119 個里。造成此群組各里之災時應變

韌性指數較低之主要因素，乃政府所投入資源較為不足及居民經濟條件較差有關。

另外，第 2 群之里，則包含：士林區、內湖區、松山區、中山區、信義區則屬於

一般條件之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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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0 災時應變群集分類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第 3 群之村里，災時應變條件較不良，隱含其防救災基礎設施與可支配所得

較低，而影響防救災與緊急應變之彈性與資源取得條件。此群組之里，主要分布

在老舊、傳統與都市邊緣地區，如何因應其應變條件之不足，強化基礎設施與改

善弱勢生活條件與脆弱度，為災害調適策略擬定之重大挑戰。 

 

表 4-13 災時應變群集 ANOVA 分析表 

災時應變 

集群名稱 第 1 群：良好 第 2 群：普通 第 3 群：較差 

個數 126 204 119 

平均數(標準差) 2.986(0.216) 1.696(0.294) 0.932(0.24) 

最大值 3.189 2.032 1.233 

最小值 2.685 1.316 0.932 

F 值 1977.368*** 

***: p < 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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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災後恢復、調適與學習 

  構成災後恢復、調適與學習的韌性指標，包含：公有土地、公共設施用地、

就業率和教育程度。其中第 1 群災後韌性評估較佳之區域（參見圖 4-31，及表

4-14 之 ANOVA 分析），主要集中在北投區和士林區之 4 個里，平均韌性指數值

達 2.103。其中第 3 群為災後恢復、調適與學習韌性條件較差者，計有 117 個里，

主分布於南港、松山、大同、萬華和中正區，大部分為臺北市市中心之舊市區，

都市發展密度較高，公共設施較不足，而影響其災後恢復的成效。而其他里則屬

於第 2 群，在災後恢復、調適與學習韌性評估結果，相關評估值屬於中等。而在

第 3 群中，由於人口密集且公共設施（與公有土地）較為缺乏，可能造成未來大

規模災害發生後，產生災後重建、安置與復原的彈性降低，及支援防救災之公共

土地資源不足之問題。 

 

 
圖 4-31 災後恢復、調適與學習群集分類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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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災後恢復、調適與學習群集 ANOVA 分析表 

災後恢復、調適與學習 

集群名稱 第 1 群：良好 第 2 群：普通 第 3 群：較差 

個數 4 328 117 

平均數(標準差) 2.103(0.288) 1.152(0.331) 0.314(0.143) 

最大值 2.52 1.769 0.598 

最小值 1.877 0.606 0.048 

F 值 381.790*** 

***: p < 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表 

肆、總和韌性評估分類結果 

    透過前三個構面之災前條件、災時應變及災後恢復、調適與學習韌性評估，

雖可分別呈現臺北市三個構面韌性空間分布特性，然仍無法清楚瞭解臺北市韌性

分布之總和狀態。故此部分可將三個構面，及所有韌性評估指標之評估值加總（亦

即前述之 CRI 值），可得到臺北市都市總和韌性指數，指數值愈大表示都市韌性

愈佳；反之，則愈低。以下本研究更進一步透過群集分析，歸納臺北市各里之韌

性類型特性與空間分布，後續再針對各地區特性，提出相關調適策略和建議。 

    臺北市都市韌性之分類結果，可彙整於表 4-15 之各類別韌性地區之 ANOVA

分析與圖 4-33。從圖 4-33 中，發現可依臺北市之韌性地區分布特徵，分為：第

1 群：山坡地地區；第 2 群：一般地區，與第 3 群：老舊都市地區等 3 群。透過

圖 4-33，顯示第 1 群，多分布於北投區與士林區之山坡地地區，其平均韌性指數

值達 12.560，屬韌性較高地區。另第 3 群之老舊都市地區，則主要分布在南港、

信義、松山、中山、大同和萬華區，其屬於臺北市發展強度較高之區域，人口和

建物密度極高，其平均韌性指數值為 7.052，屬韌性條件較低落之地區，此類型

之地區為臺北市未來制定都市防災策略，與提升調適力之重點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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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2 都市韌性分類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表 4-15 都市總和韌性群集 ANOVA 分析表 

總和韌性 

集群名稱 第 1 群：山坡地地區 第 2 群：一般地區 第 3 群：老舊都市

地區 

個數 2 267 180 

平均數(標準差) 12.560(0.835) 9.711(0.894) 7.052(0.474) 

最大值 13.151 11.841 7.914 

最小值 11.97 7.938 5.292 

F 值 695.657*** 

***: p < 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表 



第五章 調適策略 

109 
 

第五章  調適策略 

第一節  調適策略擬定原則 

    在氣候變遷威脅與災害頻傳下，如何與災害與風險共處，推動災害風險管理，

以降低害損失，乃非常重要之工作。特別是在城市與地區層次，不但亟需一套良

好調適策略，且須有明確之調適策略設計、執行與行動計畫，以有效達成韌性都

市建置之目標。本節將整合前四章之內容及分析結果，擬定台北市之災害調適策

略與應用方向，以協助臺北市韌性都市之建置。 

    根據第四章臺北市韌性特性群落分析獲得之分類結果，本節乃進一步依此群

落分類結果，分依三個群落：山坡地地區、一般地區與老舊都市地區，說明可符

合該地區韌性特質之調適策略擬定原則。 

 

 
圖 5-1 韌性分區之土石流潛勢與韌性類型疊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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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山坡地地區調適策略 

    臺北市山坡地地區為群落分析中，第 1 類韌性指數較高之區域，本研究將第

1 類區域命名為山坡地地區，主要為整體特性之因素，因此有些地區內有山坡地

地區者，可能會分配於其他類別中。但由於其地形和地質特性，仍需防範地震、

土石流與坡地災害的威脅。此可從圖 5-1 之台北市土石流潛勢圖，發現主要土石

流仍分佈於山坡地地區。故山坡地地區之調適策略，可著重在如何保育生態、嚴

格限制敏感地開發，及擬定配套之整備與緊急應變計畫，其策略可說明如下： 

一、避免與限制山坡地敏感地區開發 

  林地具有涵養水土功能，故應積極推動林地保育及提升綠覆率，避免山坡地

開發或超限利用。行政院農委會於 2010 年，公佈「山坡地超限利用處理計畫」，

可做為執行之參考。尤其需透過更完整之坡地災害風險評估，評估高坡地災害風

險地區，避免與管制高風險與環境敏感山坡地地區之開發，防止水土流失，降低

對生態環境、國土保持、水土涵養及居民生命、財產之危害。 

    農委會「土石流潛在危險地區資料庫」，與地調所公布之「地質敏感區」（部

分地區可能屬於二級環境敏感區）、山坡地地質敏感區等，皆可作為環境敏感地

區或高災害風險地區認定之參考基準。尤其是臺北市對於山坡地地區，除可依水

土保持法規定劃設保護區外，亦應積極禁止或限制環境敏感地開發行為。    

二、對已開發地區之管制與管理 

    對已有開發行為之山坡地環境敏感地區，應進行管制與實施嚴格之建築管理、

監控，限制高衝擊性之土地使用組別，及控制新增之土地開發行為。特別是針對

土石流災害高危險地區，政府應擬定完善的管制與土地開發管理計畫，除須逐步

建立當地居民的防災意識，輔以完整之災害整備與應變計劃外，尚需改善已開發

地區之建物與聚落脆弱度，及對新開發行為之限制與管制。例如，從前述奧地利

薩爾茲堡的經驗中，其提出之氣候變遷與洪災調適模式，即是對於高災害風險地

區新開發行為，實施嚴格管制或禁止開發；而對於已開發地區，則凍結其新開發

行為，並逐步將既有開發行為引出至其他災害風險較低地區。 

貳、一般地區調適策略 

    一般地區其面對災害的韌性指數，在韌性評估中，雖屬中間值，然當有大規

模水災或地震來臨，依舊會受到嚴重威脅，故需有良好的調適策略，以因應氣候

變遷與災害風險。 

一、河川流域治理與集水區保育 

  擁有良好的集水區保育與河川流域管理，能減少土石流失，在暴雨、颱風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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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亦可減少土石流、山崩與洪水暴發機率。由於臺北市位於淡水河系之下游，

其洪災與水資源，皆受到上游與淡水河流域管理與保育程度之影響。因而亟需推

動集水區保育，及執行更全面性之流域綜合治理工作(非目前水利工程導向之流

域綜合治水方案)，以降低災害風險與提升生態、水資源保育工作。 

二、落實災害風險溝通與決策參與 

    都市居民對於災害風險訊息、災害防救計畫與調適策略，應從日常生活落實。

此可透過災害資訊公開、防災教育、基本的防災觀念建置，及定期防災演練，讓

民眾更瞭解災害風險內涵與因應對策。除此之外，良好的災害風險溝通與決策參

與，可更有效瞭解居民之災害風險認知、防災需求、災害之因應與行為特質，及

可更有效瞭解調適策略執行之障礙，與推動調適策略之方法。此對於提升災害調

適計畫執行效率，具有重要價值。 

三、強化防洪與滯洪機制 

    過去臺北市曾發生多次淹水經驗，部分原因可能在於排水設施不良及降雨量

超乎預期。此部分問題之改善，除可強化既有排水體系外，最重要者在於需更加

強都市地區之滯洪、涵水與蓄水機能，以降低淹水機率。此部分之調適策略，除

部分可透過工程手段解決外，如何強化綠覆率、增加可透水層，如何透過公共設

施設計，及公有土地、公園、保護區、農田、濕地之天然滯洪系統規劃；甚至進

一步透過「留地於河」及與災害風險共存之概念，降低洪災損失與風險，乃調適

策略設計之重要思考方向，亦是未來調適政策推動之龐大挑戰。 

四、增強建物耐震力 

    地震災害往往無法預期，且容易帶來大規模傷亡與經濟損失。故臺北市地區

應增強建物之耐震能力，以減少地震災害所帶來之風險。特別是推動建物耐震脆

弱度、弱勢族群分布之深度評估，以瞭解其特性、空間分布特性，乃調適政策擬

定前的當務之急。因透過建物與弱勢族群脆弱度評估，有助於高地震脆弱度地區

之研判，及可進一步作為後續都市更新、建物結構補強、弱勢族群之災害整備與

緊急應變計畫推動之基礎。此項工作，在前述日本東京都 2014 年之新地區防災

計畫中，即為未來災害調適與韌性都市建置之核心工作。 

參、老舊都市地區之調適策略 

    老舊都市地區為臺北市韌性指數較低之區域，故在天然災害來臨時，其面臨

的威脅與風險可能最為嚴重，而需特別防範。圖 5-2 顯示臺北市淹水潛勢，其與

臺北市老舊都市地區高度重疊。因此如何降低洪災之影響與風險，乃非常重要之

議題。另老舊市區，亦面臨與日本東京都市中心同樣之建物結構脆弱、弱勢族群、

公共設施條件不佳、所得較低、資源取得能力較低等棘手課題，故針對臺北市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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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都市地區之調適政策擬定原則如下： 

一、嚴格落實土地使用管制 

    違規之土地使用模式，會增加都市脆弱度與降低災害韌性，因此應嚴格落實

土地使用管制與建築管理，減少違規土地使用，使土地使用符合地區規劃，方能

確保地區發展與公共設施能符合地區容受力，以降低災害之影響與風險。另外，

因臺北市老舊地區多位於市中心區，其建築密度與發展強度較高，此可能提升地

震、洪災之暴露程度與敏感度。故如何有效掌握高災害潛勢地區，及避免過度開

發與降低開發強度，乃未來都市發展之重要課題與挑戰。 

二、提升老舊建物之耐災功能 

    老舊都市地區其建物歷史較久，亦可能存在較低安全之建物結構，可能無法

承受日益增強的災害強度。尤其老舊社區之建物脆弱度，亟需透過老舊建物整建、

補強、維護與更新，提升其耐災強度，及降低其脆弱度與提升災害韌性與調適力，

以減少災害帶來的損失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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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臺北市韌性分區之淹水潛勢與韌性類型疊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三、加強民眾之防災意識與風險溝通 

    居住在老舊都市地區之居民，具有許多需特別照顧弱勢族群，可能較缺乏防

災資源、公共設施支援，及對災害意識較為薄弱。故亟需有更充分之災害資訊提

供、災害風險溝通及災害整備與應變計畫，以降低居民災害脆弱度，及提升災害

韌性與調適力；甚至能可進一步提升其防災意識與因應能力，以降低災害損失。 

四、建立防災互助網絡 

    由於臺北市為高度經濟發展、金融與人口聚集中心，且許多都市老舊地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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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經濟發展的核心區域，故其暴露在氣候變遷、地震、洪災等威脅之程度亦相對

較高。因此不論居住於此，或在該區域工作之民眾，皆亟需提升其災害韌性與降

低其災害風險。故如何提升人與人、人與組織、組織與組織間之防災互助網絡，

增加防救災資源之共享，與提升利害相關者於調適決策過程之參與，提升災害韌

性與調適力，乃未來調適策略擬定之重要方向。 

五、將都市韌性評估與調適策略納入都市計畫通盤檢討 

    韌性都市建置，須有效將調適策略納入既有都市計畫與都市發展政策體系，

方能有效將提升災害韌性與調適力，降低脆弱度與災害風險，及真正落實於都市

發展與國土政策。然從事此工作，亟需重新思考目前開發導向之都市發展策略，

確實掌握高災害風險、低韌性與高脆弱度地區分布，及針對各地災害風險特性，

將調適策略納入都市規劃程序、內涵與步驟，以一步步達成韌性城市建置之長期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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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地區類型與調適策略 

  本節主要目的，乃以前一節之調適策略擬定原則為基礎，及整合第四章臺北

市韌性特性之群落分析結果，透過不同韌性特性地區，提出可能之調適政策擬定

方向，作為更細部調適策略與行動計畫設計之參考。 

壹、山坡地地區 

    前章之臺北市韌性特性之群落分析結果，其中屬於第一類地區的行政區，主

要包含:北投區與士林區，多位於臺北市地勢較高之山坡地區域，故本研究將其

歸類為山坡地地區。而根據本研究第四章之分析結果，該類地區屬於臺北市韌性

指數較高之地區。一般而言，此類型地區雖具有較良好之韌性條件，但仍可能會

面臨地震、坡地災害、土石流災害及水災之威脅與影響，以下即進一步說明北投

區和士林區面臨之災害威脅，及提出相關調適政策擬定原則。 

一、老舊邊坡敏感地區 

    根據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山坡地防災系統網，公布之 9 個列管邊坡敏感區，士

林區共列入 3 處（參見表 5-1）。表列之邊坡敏感區，政府須隨時監控其降雨量，

當降雨量達黃色、紅色警戒時，即時進行居民的疏散作業，以免造成傷亡。 

    表 5-2 為北投區、士林區山坡地老舊聚落聚集之地區，在大雨來臨時，其面

臨邊坡滑落之威脅，故需要特別提出相關之整備與緊急應變計畫。老舊邊坡敏感

地區是災害易發生的地方，應主動減少災害所帶來的威脅，災害調適策略如下： 

1. 擬定大雨來臨時的疏散與緊急應變計畫； 

2. 嚴格限制周邊土地再開發利用； 

3. 進行山坡地老舊聚落之建物整修，加強其耐災能力與降低脆弱度； 

4. 加強邊坡周邊之水土保持； 

5. 與居民做好良好的災害風險溝通。 

二、土石流高災害潛勢地區 

  北投及士林區為台北市地勢較高之區域，且為河川、溪流之上游，而許多地

區被列為土石流潛勢溪流警示區。特別在颱風、大規模降雨發生時，地區可能會

面臨土石流災害之威脅。透過表 5-3 所示，可顯示北投與士林區，列為第一類土

石流潛勢地區之地區分布，此等地區皆隱含高度之土石流潛勢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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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第一類地區邊坡敏感地列表 

行政區 村里 
列管邊坡敏感

區位 

黃色警戒雨量

值(mm/24hr)

紅色警戒雨量

值(mm/24hr)
參考雨量站 

保全

戶數 

保全

人數

士林區 

溪山里 

萬山煤礦/至善

路 3 段 336 巷

66 號附近 

400 500 士林溪山里 1 3 

福林里 
中山北路5段4

巷 26 號一帶 
400 500 中山劍潭山 2 2 

翠山里 
中社路二段 35

巷 28 號一帶 
400 500 士林明德樂園 9 30 

資料來源：台北市工務局山坡地防災管理系統網 

 

表 5-2 第一類地區老舊聚落一覽表 

行政區 村里 位置 

北投區 秀山里  

林泉里  

 

士林區 

臨溪里 臨溪路 74 巷山坡地老舊聚落 

臨溪路 100 巷山坡地老舊聚落 

福林里 中山北路 5 段復興電台後方山坡地老舊

地區 

資料來源：台北市政府，2015；本研究整理 

 

表 5-3 第一類地區土石流潛勢地區 

行政區 村里 位置 

 

北投區 

大屯里  

秀山里  

稻香里  

 

士林區 

新安里 猴峒溪（至善路）：故宮博物館右側山溝 

溪山里 內雙溪支流：自來水公司雙溪水庫排水口下

游左側山溝 

猴峒溪（莊頂路）：故宮博物館右側山溝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關於土石流潛勢地區之災害調適策略，目前較可行之調適策略，主要仍以土

地使用管制、建築管理與相關工程手段為主，其可包含以下政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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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士林區易淹水地區 

積水地點 積水原因 

雙溪街、中山北路、至誠路附近 

河川水位高至 3.00 公尺時，重力排水

因關閘而無法排除，須賴福林抽水站排

水，因抽水容量不足易生水患。 

社子島 
都市計畫未定案，無法據以佈設完整之

防洪排水系統。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表 5-5 北投區水災威脅地區 

行政區 村里 位置 

 

北投區 

 

八仙里 

大度路怡和巷附近地區 

大業路 527 巷 161 弄附近地區 

承德路 7 段 401 巷 173 號附近地區 

承德路 7 段 401 巷 989 弄附近地區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1. 做好地區之水土保持； 

2. 劃設土石流影響範圍地區； 

3. 限制地區高災害敏感地區與周邊土地之開發； 

4. 強化災害整備與緊急應變計畫。 

三、易淹水及受水災威脅地區 

    於北投區和士林區地區防救災計畫中，分別指出士林區雙溪街、中山北路、

至誠路附近，及社子島地區為易淹水區域（參見表 5-4）。另在北投區，則為八仙

里內部分區域，受水災威脅較為嚴重（參見表 5-5）。其主要原因，多為排水設施

設計不良、地形等因素所導致。故該地區應佈設完整排水系統，並妥善擬定防水

患之地區改善計畫，提升工程技術，減少災害之影響。除此之外，如何透過土地

使用管制與都市設計，改善此等地區之滯洪條件、開發強度、疏散避難與公共設

施條件，特別是如何將此等政策納入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以降低災害風險，乃後

續調適策略擬定，可再強化之處。 

  另對於位於士林區、北投區之洪水平原地區，應思考納入「還地於河」策略。

此可參考荷蘭鹿特丹之經驗，尤其是思考如何將該區域之保護區、農業區與溼地，

透過整體流域治理規劃、土地使用管制與滯洪設計，型塑天然滯洪區，降低工程

滯洪手段。惟相關之配套與補償手段之引入，需再進一步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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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一般地區 

    在群落分析中，歸類為第二類地區的行政區，屬於一般性地區。一般而言，

此類型地區之韌性條件，乃介於第一類和第三類地區間，其都市韌性指數屬於中

間值。然有些行政區內，仍位於丘陵地及邊坡，其共同面臨最大的災害問題，是

水患與地震。在山坡地之處，在地震或強降雨易導致山崩；地勢低窪地區，則可

能造成水災。以內湖區為例，內湖區北部地區多為700公尺以下之山區及丘陵地，

岩層結構多為脆弱的沉積岩，南部則為湖泊行水與滯洪區，地下水豐富。另因內

湖區地形，屬於北山南水，聚落夾處於山水之間，加上住宅與都市發展區興建，

散佈在湖泊行水與滯洪區，洪水不易宣洩，極易形成山崩、落石、淹水等災害。

故每遇颱風、暴雨，肇致山坡土石滑落、低窪地區水災頻仍。在第二類一般地區

的調適政策擬定方面，主要分為三方面說明。 

一、邊坡敏感及土石流潛勢地區 

    透過表 5-6 及 5-7，可顯示第二類地區邊坡敏感及土石流潛勢地區。從表中

可發現，內湖區與文山區被列為較危險之區域。而針對此類型聚落，可納入考慮

之調適策略政策方向為： 

表 5-6 第二類地區邊坡敏感地 

行政區 村里 
列管邊坡敏感區位名稱 

(位置) 

 

文山區 

政大里 萬壽路 75 巷 47 號後側已整治區東北側邊坡

景東里 景興路 263 巷(仙跡岩步道旁)邊坡 

政大里 新光路 74 巷 11 號一帶 

內湖區 西安里 內湖路一段 91 巷 92 弄 

資料來源：台北市工務局山坡地防災管理系統網 

 

表 5-7 第二類地區土石流潛勢地區 

行政區 村里 位置 

 

文山區 

老泉里 老泉街 26 巷 20-2 號野溪 

指南里 指南路三段 38 巷 5 號指南國小右後方野溪

政大里 政大二街 210 巷小坑溪上游 

 

內湖區 

港華里 環山路二段 50 巷 14 弄內 

金瑞里 內湖路三段 420 號 

碧山里 內湖路三段 256 巷 2 號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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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 第二類地區易淹水地區列表 

行政區 村里 位置 

 

文山區 

景慶里 景文街 146 巷 22 號堤外一帶 

興旺里 福興路 1 號至 61 號一帶 

興光里 興得市場一帶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表 5-9 第二類地區老舊聚落 

行政區 村里 位置 

文山區 景東里 景興路仙跡岩下方紫範宮一帶聚落 

博嘉里 木柵路五段象頭埔聚落 

內湖區 西康里 內湖路一段 47 巷西側及內湖路一段 39

巷東側聚落 

大安區 梨和里 和平東路 3 段 606 巷及和平東路 3 段 532

至 602 號聚落 

和平東路 3 段 632 巷附近聚落 

和平東路 3 段 606 巷附近聚落 

和平東路 3 段 512 巷及 530 巷附近聚落 

學府里 基隆路 3 段 155 巷 176 弄東側聚落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1. 限制敏感地周邊之土地開發； 

2. 嚴格取締違規之土地使用； 

3. 建立良好的防洪與滯洪機制，特別是需透過綠覆率增加、土地使用管制、建

築管理，及都市設計與公共設施設計； 

4. 做好邊坡防護工作與水土保持，降低土石沖刷之機會。 

二、易淹水地區 

    第二類地區可能較常面臨淹水的問題，從表 5-8 可顯示文山區較易淹水之區

域。地勢較低窪及靠河堤旁之區域，需有以下之調適策略因應： 

1. 分析上游集水區之特性，納入河川流域綜合治理體系，落實整體區域治理之

調適、保育工作； 

2. 強化排水設施，檢視排水之容納能力，並強化滯洪設計； 

3. 對於易淹水之區域 (如表 5-8)，可再強化災害整備與應變工作，以降低災害對

於生命財產之衝擊； 

4. 政府對於易淹水之區域，應可透過都市設計、公共設施設計、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建築管理手法，使災害影響與風險減至最低 



面對天然災害之韌性都市建構策略與評估 

120 
 

三、老舊聚落 

    老舊聚落常為地震、洪災之高脆弱地區，易受災害影響，而產生許多傷亡與

損失（其分布可參見表 5-9）。故在災前做好良好預防，將有助於減少災害帶來的

衝擊。老舊聚落首要徹底瞭解，造成該地區高脆弱度或低韌性之重要因素。特別

是需評估該地區之建物結構與狀況、檢查居住環境、排水、防火與防救災相關設

施，以減少災害帶來之損失與傷亡。以日本東京都之經驗，可發現對於老舊地區，

應該進行地基和建物耐災程度之健檢，檢視居住環境品質，及瞭解特別脆弱居民

之特性與分布，方能及早因應，及改善最危險地方。最後，居住在老舊聚落的居

民，政府可定期舉辦相關防災講座、推動災害風險溝通、進行防救災演練，及推

動社區防災相關工作。使居民擁有良好的災害防救觀念，以利於從事自我強化防

災整備與應變，方能在大規模災害來臨時，降低災害衝擊與損失。 

參、老舊都市地區 

    在第四章群落分析中，歸納為第三類之地區多為老舊都市地區。此類型地區

為都市韌性較低落之都市發展類型。此類型地區之基本環境條件，相較於其他地

區，隱含較高之災害風險。故在災害調適政策之擬定，需依其發展特質，特別改

善地區環境與降低脆弱度。此類型地區主要包含：南港區、信義區、松山區、中

正區和萬華區等行政區域。這些地區多為臺北市較早開發之區域，建物較為老舊、

公共設施缺乏或環境條件普遍不佳，亦多為弱勢族群分布之區域。 

    其中南港區因三面環山、地勢低窪，且部分地區受地形坡度陡峭、地質脆弱

及土壤淺薄之自然環境影響；又因人為過度開發利用，使山坡地土壤流失嚴重，

易於造成災害。信義區則有 10 處土石易崩塌地區，九處低窪易淹水地區，加上

屬於地震頻繁地區，信義區所面臨的天然災害可謂複雜且多元。信義區雖為國際

商業與金融聚集行政區，且高樓林立；但在信義區內，仍有多處老舊社區、建物

及弱勢族群分布，而為容易被忽略之高災害脆弱與低韌性地區。故其面臨災害之

災害風險，隱藏更大之潛在災害成本，而值得多加關注。 

    松山區在 921 集集地震和 331 地震發生時，東星大樓與饒河街 199 至 205

號（松園大廈）分別有災情傳出。此外，由於松山區為臺北市較早期發展之區域，

老舊與歷史建物較多。其中歷史建物雖有其保存的價值，但遇到天然災害時，亦

須考慮到建物安全及耐災能力。另在中正和萬華區的部分，相較於其他行政區，

其相關的災害整備較不充足、防災基盤設施亦較不完善、資源取得能力亦較為有

限。另由於中正區與萬華區，屬於臺北市早期的市中心，人口密度極高，亦是災

害脆弱度較高、韌性較低的一環。故建議該等區域，應儘速擬定相關災害調適政

策，甚至劃設為高地震災害風險地區，才能在災害發生時有最即時、妥善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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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根據此類型老舊都市地區的特點，以下將針對老舊地區、歷史建物和防災

意識較低的地區提出災害調適政策擬定方向。 

一、舊都市中心 

    在都市發展過程中，都市與新開發快速發展，當全球災害強度增強，老舊地

區的建築耐震強度和居民安危，著實需要特別注意。透過表 5-10，可顯示在地區

防救災計畫中，所列之南港與信義區老舊地區聚落分布。這些地區在災害來臨時，

可能因建物結構強度不足、公共設施條件不佳與弱勢族群分布，而亟需受到特別

關注。尤其針對老舊建物，以下可提出幾項調適政策擬定之方向: 

1. 在不妨礙居住正義的前提下，進行建物補強與更新，以提升其耐震與耐災能

力； 

2. 針對老舊區域進行防災型都更的協調作業，站在保障居民居住安全角度進行

災害風險溝通與規劃； 

3. 凝聚周邊居民意識，在災害來臨時，方能夠整合社區資源，同心協力對抗災

害； 

4. 進行老舊聚落的居民調查，清楚掌握每個居住者的背景，方能在災害來臨時

將損傷減至最低； 

5. 平時即定期進行老舊房屋健檢，並詳細列出居民該注意的事項，以防患未然。 

表 5-10 第三類老舊地區之老舊聚落列表 

行政區 村里 位置 

南港區 中南里 中南街 134 巷及 168 巷 

舊莊里 舊莊街二段 156 號後側、160 號附近及 306 巷 1 號 

百福里 成福路底北興宮附近 

信義區  和平東路 3 段 435 巷 29 弄 

臥龍街 427 巷及 395 巷 23 弄 

臥龍街 427 巷 5 弄南側至 6、7 弄 

臥龍街 431 巷南側福德祠下方至 10 之 4 號 

吳興街 600 巷 

信義路 5 段 150 巷 342 弄 

聯勤技術學校左側兩溪谷溝 

虎林街 272 巷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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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老舊地區歷史建物 

行政區 名稱 位置 現況與特色 

松山區 松山慈祐宮 八德路 4 段 761 號 肇建於清乾隆 18年，至今已 250

餘年，華南式宮殿造型構築。 

法光寺 光復北路 60 巷 20 號 建立於民國 50 年，積極辦理佛

學講座公益慈善事業，嘉惠鄰

里。 

霞海城隍廟 八德路 4 段 439 號 民國 20 年前肇建，廟齡已逾百

年，為松山本鎮居民信仰中心。

昭明廟 虎林街 3 號 民國 10 年建立，香火鼎盛。民

國 91 年改名「台北府城隍廟」。

松山福德宮 饒河街 92 號 民國前 46 年肇建，廟齡已逾百

年，為松山饒河街商家信仰中

心。 

錫口教堂 饒河街 105 號 馬偕牧師 1875 年在台灣設立第

10 教會。民國 21 年改名「松山

教會」。 

饒河街觀光夜

市 

饒河街 民國 76 年規劃為觀光夜市   

萬華區 

艋舺地藏庵 西昌街 245 號  

新富市場  三水街 70 號 市場內仍留存當年的木造攤位

及編號名牌，辦公處並留有當年

的保險箱，亦具保存價值。 

龍山寺 廣州街 211 號  

西本願寺（鐘

樓、樹心會館） 

中華路 1 段 日治時期之西本願寺為當時臺

北乃至臺灣最大之日式佛寺，與

東本願寺、臨濟護國禪寺、曹洞

宗佛寺等共同為當時重要佛寺

之建築代表，戰後本基地曾為軍

方與警備總部使用，長久以來又

有包括大陳島民、聯勤被服廠及

中南部北上之移民居住，具有歷

史及宗教學術之意義。 

學海書院 

（今高氏宗祠） 

環河南路 2 段 93 號  

艋舺青山宮 貴陽街二段 218 號  

艋舺清水巖祖

師廟 

康定路 8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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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門紅樓 成都路 10 號 紅樓為近年才使用的名稱，原來

的名稱是「市場八角堂」，與台

北市文化基金會合作，以振興西

門商圈之繁華與文化觀光產業

發展，文化創意與藝文展演活動

之推展等營運目標。 

剝皮寮歷史建

築群 

北鄰老松國小南校

舍、西接康定路、南

面廣州街、東至昆明

街所圍成之街廓 

剝皮寮老街（今康定路 173 巷）

仍保有清代時期規劃樣貌，可謂

為臺北老市街具代表性之實例。

信義區 

四四南村 松勤街 50 號 四四南村保留眷村文化的歷史

特質，見證臺灣戰後的社會發

展。 

臺北機廠 市民大道 48 號 「臺北機廠」日據時期原稱為

「臺北鐵道工場」，於 1935 (昭和

10)年正式啟用，為臺灣火車維修

發展的重要場域。 

松山菸廠 光復南路 133 號 建築價值:規模宏大，係三十年代

現代主義建築，具有日本「脫離

派」建築風格，其中轉角弧形磁

磚裝飾及對稱式中庭格局為其

特色；另建築結構完整，現狀保

存良好，並能保持原有風貌。 

南港區 

南港煙囪 南港路二段 51 號 南港煙囪創建年代約於西元

1959 年，位於南港輪胎股份有限

公司南港廠內鍋爐室，可見證臺

北黑鄉與南港地區的發展 

南港瓶蓋工廠 南港路 2 段 13 號  

中正區 

台北公會堂 延平南路 98 號 光復後「公會堂」更名為「中山

堂」並由臺北市政府接收管理，

民國 88 年改隸文化局，由臺北

市立國樂團進駐，成為臺北市兼

具有教育、藝文及休閒之多功能

場所。 

欽差行臺 南海路 53 號  

原臺灣教育會

館 

南海路 54 號 臺北市的近代歷史建築中，本教

育會館具有 1930 年代風格的時

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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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藏巖 汀州路 3 段 230 巷 23

號 

寶藏巖創建於清康熙年間，為臺

北最古老的佛寺之一。 

曹洞宗大本山

臺灣別院鐘樓 

仁愛路、林森南路口  

臺北郵局 忠孝西路 1 段 114 號  

臺灣總督府電

話交換局 

博愛路 168 號  

慈雲寺 漢口街二段 119、

121、123 號 

 

濟南基督長老

教會 

中山南路 3 號  

台北水道水源

地 

思源街 1 號 為全國首座自來水博物館 

紀州庵  同安街 115 號及

109 巷 4 弄 6 號 

紀州庵見證日治時期臺北市南

區螢橋新店溪水岸休閒娛樂建

築之歷史，表現城市發展史上特

殊之地景風貌。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歷史建物與古蹟 

    老舊地區由於地區開發早，不但容易有許多老舊建築，亦容易成為地方歷史

文化與居民信仰中心。早期社會中，廟宇是凝聚居民意識重要地方；許多街屋、

聚落亦為商業或居民活動中心。隨著時代變遷，過去這些街屋、聚落或廟宇成為

現代都市的歷史、文化建物與古蹟，需要特別保護，以留存其文化與建築特色。

但由於這些廟宇歷史久遠，經過歲月摧殘後，不論在外觀或內部構造上，可能有

些毀損，亦可能其結構亦非常脆弱，故如何讓這些重要歷史建築物，能抵抗災害，

以更完整保存，成為非常艱鉅之挑戰。 

    透過表 5-11 可列出第三類地區（主要為松山區），重要之歷史建物與街區，

針對該類建物，可擬定之調適政策方向，可示之如下： 

1. 須限制與管制建物周邊之開發，以保留該建物之文化與美學特色； 

2. 評估歷史建物或街區之建物脆弱度，以定期維護歷史建物之建築結構，減少

災害帶來的毀損； 

3. 透過都市設計與建物管理，強化歷史建物維護。 

三、都市更新地區 

    臺北市多數行政區，皆有規劃完整的地區災害防救計畫，而在老舊都市地區

的中正區和萬華區，因其建物老舊、結構、社會經濟與公共設施條件皆較為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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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亟需提升其脆弱度，及降低其災害韌性。當這些地區，面臨災害威脅時，可能

屬於風險較高地區，故應積極降低該潛在災害衝擊。以下可針對此等地區特性，

建議以下調適政策之擬訂方向: 

1. 細部評估地區災害脆弱性，針對地區脆弱性，擬定弱勢族群之災害韌性提升

計畫； 

2. 改善地區公共設施條件，包含防救災設施、避難、疏散、醫療、社會福利、

物資、維生系統等基礎設施之供給與品質； 

3. 補強建物結構條件，提升建物與設施之耐災與災害防救能力； 

4. 透過都市再生或都市更新方法，改善地區環境、建物結構、公共設施條件、

地區產業、文化與景觀。 

  實際上，不同類型地區之調適政策擬定，應依地方特性而個別設計，而不存

在所謂萬靈丹；每個地區皆須依其韌性條件，擬定不同類型之氣候變遷與災害調

適計畫。以臺北市發展現況觀之，在既有都市發展地區中，最重要之調適策略擬

定模式，應將氣候變遷與災害調適策略，逐步納入現有計畫體系。例如，藉由丹

麥哥本哈根、日本東京都之模式與經驗，深度評估都市發展脆弱度、韌性與風險

分布特質，將氣候變遷與災害調適，妥善納入都市計畫與市政計畫。當然，對於

新開發地區，則可參考荷蘭鹿特丹模式，透過嶄新之旗艦或都市發展計畫，更妥

善納入調適與災害風險管理導向之策略，以建置韌性都市，及面對氣候變遷與極

端災害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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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由於氣候變遷與極端天氣的威脅日益嚴重，政府透過不同法規擬定與計畫推

動，希望有效推動城鄉氣候變遷與災害之風險、脆弱度與韌性評估，提出有效之

調適策略，以降低災害風險與損害。故本計畫主要目的，在於設計都市韌性評估

方法，及建置城市韌性評估體系、評估項目與評估程序，再依不同城鄉發展與韌

性特質，提出可行之災害調適策略組合。以下即依各主要研究目的與工作項目，

說明相關研究成果與結論。 

壹、相關文獻與經驗回顧 

    本研究乃透過文獻回顧與國內外相關案例蒐集，瞭解韌性都市概念，韌性都

市評估架構、評估方法與影響韌性之重要因素。主要完成之文獻回顧與彙整之內

容，包含：1.災害韌性概念與定義；2.災害韌性、脆弱度與調適力關係；3.韌性

評估架構與評估方法，與 4. 災害韌性評估與調適案例分析。此等 4 個層面之文

獻回顧，有不但有助於研究工作推動，對於後續相關研究與應用推廣，亦具有參

考價值。 

貳、建構韌性都市評估體系與指標 

  本研究主要透過文獻回顧與焦點團體法，建置天然災害韌性評估體系與篩選

韌性指標。就理想上，本研究初步建置之韌性評估體系共劃分為社會與經濟、制

度與體系及實質環境三個構面，其包含：人口、產業、所得、土地使用、政治參

與、防救災設施、應變調適能力、暴露和地理條件等 9 個評估項目。然透過焦點

團體會議之建議，藉由本研究建置之「都市災害韌性運作模式（OPUDR）」，及

資料之可取得性，再將指標整併為：災前條件、災時應變及災後恢復、調適與學

習三個構面，再更細分為人口、產業、所得、土地使用、應變能力、調適能力與

學習能力等 7 個評估項目。最後，即透過此指標體系，評估臺北市之災害韌性。 

參、案例分析：臺北市韌性評估 

  透過上述建置之韌性評估體系與選取之指標，藉由臺北市之案例分析，檢視

本文所建置之韌性評估體系與指標，應用於實際案例之可行性，及是否有助於災

害調適策略之研擬。在臺北市之評估結果，單純從災前條件：人口密度、弱勢人

口、二、三級產業產值、淹水潛勢、土石流潛勢區、地震潛勢、農業用地、住商



面對天然災害之韌性都市建構策略與評估 

128 
 

工用地及建物面積等 9 個面向進行綜合評估，可發現韌性較低之地區，主要分布

在中正區、中山區、松山區、大安區、信義區與內湖區之部分地區。 

  在災時應變之綜合性韌性評估，其涵蓋之指標為：醫療設施、消防與警察、

避難處所、儲蓄額及可支配所得等 5 項指標。評估結果可發現南港、萬華與大同

區之災時應變韌性較低，原因可能在於其醫療及防救災人力資源分配較為不足，

且居民之平均所得與儲蓄率較低，而降低其災害韌性。而在災後恢復、調適與學

習之綜合韌性評估，其指標內容包括：公有土地、公共設施用地、就業率及教育

程度等四項指標。評估結果顯示，大同區、萬華區、南中正區與南港區，呈現較

低之災後恢復、調適與學習韌性。如將全部指標納入考慮，則全部之總和韌性評

估結果，可發現北投區與士林區之部分地區，總和韌性最高。而大同區、萬華區、

中山區、松山區，及部分之信義區與南港區之總和韌性最低。 

  另透過 K-Means 群落分析法，本研究將臺北市之韌性評估結果分為三群：

分別為：良好、普通、較差等 3 個群落。其中災前條件分群結果顯示，韌性條件

較佳之群落，主要集中在：北投、士林、文山和南港區一帶；而韌性較低之地區，

則集中在內湖、松山、中山和中正區。在災時應變韌性評估之分群結果，則顯示

較佳韌性之地區，主要分布在北投區、中正與大安區；較低韌性之地區，則分布

在：南港區、文山區、大同區和萬華區。災後恢復、調適與學習的韌性評估結果

之分群，顯示韌性較佳之村里，主要分布在北投區和士林區，韌性較低之群落，

則主要坐落在南港、松山、大同、萬華和中正區。最後，臺北市總和韌性評估結

果之群落分布，可分為：山坡地地區、一般地區與老舊都市地區等 3 個群落。其

中較佳韌性之群落，為山坡地地區之群落，主要分布在北投區與士林區之山坡地

地區；較低韌性之群落，則主要位於老舊都市地區，而分布在南港、信義、松山、

中山、大同與萬華區。 

肆、韌性都市調適策略 

  針對臺北市總和韌性評估結果，韌性較低地區集中在市中心地區，尤其大同

區、萬華區之老舊市區，多為韌性最低地區。該等地區韌性較低主要原因，在於

這些地區人口密度高、工商業較發達且都市化程度高、醫療資源分配較為不足、

所得與教育程度相對較低。故降低此等地區之災害脆弱度、提升基礎設施、醫療

資源，即有助於提升此等地區之韌性。 

  本研究針對臺北市之韌性特性群落分析結果，分別對山坡地地區、一般地區

與老舊都市地區，提出氣候變遷與災害調適策略政策擬定方向。在調適策略擬定

過程，除須瞭解地區韌性特性與分布外，亦須納入災害潛勢與地區脆弱度特性，

選擇合適之調適策略。故調適策略之擬定，須依地區災害風險與韌性特性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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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能提出適合地方發展特性之調適策略。相關之調適策略，除傳統之工程手段外，

應以降低氣候變遷衝擊與災害風險為主要出發點，以降低脆弱度，提升韌性與調

適力，做為策略設計之核心。 

  本研究調適策略擬定之建議，偏重在調適策略政策方向與策略工具之建議，

而非細部調適規劃與行動計畫之擬定。然國內調適策略之擬定，仍偏重在概念闡

述。對於細部調適計畫之設計與推動，仍缺乏實質計畫與行動支援。此部分或許

可以臺北市為示範區，藉由本研究之建議之調適策略工具，結合城市發展或都市

計畫，執行細部設計與規劃，以落實相關調適策略，降低災害風險與損失。 



面對天然災害之韌性都市建構策略與評估 

130 
 

第二節 建議 

  本研究雖建置地區（或城市）導向之韌性評估架構與指標體系，以臺北市為

例，進行城市韌性評估，及藉由韌性評估結果提出相關調適策略。然因時間與研

究限制，相關研究仍未盡完整，而仍有一些非常值得推動之工作，可提供後續計

畫或研究參考。以下即進一步說明之： 

壹、建議一：韌性指標資料庫建置與選取：立即可行建議 

主辦機關：縣市政府城鄉發展或都市發展局（處） 

協辦機關：縣市政府相關局（處）、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內政部、經濟部、

農委會 

  由於城市韌性攸關氣候變遷與都市災害風險，不同地區為提出有效的氣候變

遷與災害調適策略，需有更完整之韌性指標與相關資料庫，或不同資料格式（除

以行政區為基礎之資料格式外，亦可納入網格性資料）以利於災害風險與韌性評

估工作之推動。然完整韌性指標資料庫建置，並非短期可完成或一蹴可及，亦須

花費龐大成本。 

  建議短期內，可針對政策需要、災害環境與城鄉發展特性，及以現有資料庫

為基礎，選擇優先建置之韌性資料庫系統；長期上，再透過不同階段累積，逐步

建置更完整之資料庫。尤其關於災害潛勢、土地使用、建物分布與結構特性、人

口組成與分布（包含夜間、日間人口分布與結構）、防救災設施、交通運輸與相

關基盤設施等資料庫，對於災害韌性、脆弱度與風險評估，皆非常重要，而亟需

建置相關資料平台，以輔助調適計畫與城鄉規劃相關工作之推動。然短期內，對

於特定資料缺乏之課題，亦可引用不同統計方法、模糊理論或相關方法，以降低

資料缺乏造成之評估誤差或評估困難，對評估結果之影響。 

  關於城市韌性評估體系建置與指標選取，並不存在所謂的最佳模式。在本計

畫乃盡可能列出臺灣可使用之韌性城市評估指標，然實際評估時，仍須視政策需

要與評估地區特性，選取合適之指標。另因城市韌性之構成要素間，常具有密切

互動關係，故欲選取相互獨立之指標並不容易。故在進行多準則韌性城市評估時，

需密切思考此課題，儘量避免指標之重疊性或儘量簡化指標項目，以使操作內容

更簡化，提升操作可行性，及降低指標重疊之影響。 

貳、建議二：韌性評估工作之推廣：立即可行建議 

主辦機關：縣市政府城鄉發展或都市發展局（處） 

協辦機關：縣市政府相關局（處）、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內政部、經濟部、

農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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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本研究蒐集知各國城市之氣候變遷與災害調適政策案例中，可發現災害風

險、韌性或脆弱度評估，皆扮演非常重要之角色。特別是氣候變遷與災害調適策

略擬定，如缺乏適當之韌性、脆弱度或風險評估之支援，則非常難精確針對各地

區之災害風險、韌性與脆弱度特質，提出可行且有效之具體調適策略。多數政策

仍會偏重在概念或綱要層次，或會過度偏重工程手段，而難針對地區土地開發、

人口、社會經濟、基盤設施條件特性，提出有效降低風險與災害調適規劃策略。

故後續工作，亟需各地方政府更積極投入韌性之評估，以配合既有都市計畫或相

關調適策略，推動具體之風險降低與災害防救工作。 

參、建議三：推動國際韌性城市交流：立即可行建議 

主辦機關：縣市政府城鄉發展或都市發展局（處） 

協辦機關：縣市政府相關局（處）、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內政部、經濟部、

農委會 

  許多國際組織皆致力推動韌性城市及合作網絡建置，以整合更多資源，有效

推動相關調適工作，降低城市災害風險、發展、公共設施不足等問題，及促進永

續發展與提升生活品質。例如，2013 年由洛克斐勒基金（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支助之「100 韌性都市（100 Resilience City; 100RC）」聯盟。該聯盟

乃整合公、私部門、學術單位與 NGOs (或 NPOs)，希望提供不同資源與夥伴組

織，協助參與聯盟之都市，面對天然災害及都市發展的不同層面課題（如人口老

化、高度失業、基礎設施、糧食與水資源匱乏等問題）（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2015）。國內都市為提升國際接軌能力，分享國際都市在韌性城市建置與災害調

適之經驗與資源，甚至進一步促使國內引入，能滿足國內城市特質，及更符合國

際趨勢之災害調適策略工具，應更積極加入類似 100RC 之組織，以更提升國內

災害調適工作推動之效能。 

肆、建議四：深化區域韌性評估：中長期建議 

主辦機關：內政部 

協辦機關：經濟部、農委會、環保署 

  近年國際上，不管是 IPCC 第五版評估報告、兵庫行動綱領，或最近通過接

續兵庫行動綱領之「仙台災害風險降低綱領2015－2030（the Sendai Framework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2015–2030）」，皆非常強調地區韌性都市之評估與調適策

略之擬定（UN, 2015; Hung et al., 2016）。尤其是針對跨城市、跨地區之區域韌性

與調適策略研擬，更是各國面對氣候變遷、極端天氣事件與大規模災害之重要核

心工作。韌性區域之建置，非常強調海岸地區、河川流域、河口三角洲；國家公

園或跨地區之不同功能分區韌性評估，及對應之相關調適策略建置。例如，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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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所列之歐盟國家案例，如奧地利、荷蘭等國家，甚至如亞洲之日本，皆極

力推動河川流域綜合治理、河口三角洲、跨城市之區域韌性評估，及災害風險降

低與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然而過去國內，非常欠缺類似之區域導向災害調適策略

規劃。尤其是關於此類型之災害調適規劃，如何更有效推動韌性評估、擬定調適

策略體系及與現有都市、區域計畫有效整合，仍亟待相關單位持續及積極推動。 

伍、建議五：細部調適策略擬定：中長期建議 

主辦機關：縣市政府城鄉發展或都市發展局（處） 

協辦機關：縣市政府相關局（處）、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內政部、經濟部、

農委會 

  本研究因時間與研究限制，故所提出之調適策略建議，仍較偏向策略方向建

議，而較缺乏針對各地區城鄉發展特性與資源條件，提供更細部之策略工具與推

動程序設計。例如，在城鄉發展過程，藉由災害風險評估，可初步界定高風險地

區，及瞭解不同地區之韌性與脆弱度空間分布特性；再針對評估結果，結合土地

開發策略、土地使用分區管制、都市設計、景觀設計與多目標公共設施規劃設計，

擬定細部災害調適計畫，以推動實質之調適行動。透過此等調適計畫，可結合各

城市既有之都市計畫或相關發展計畫，即可進一步將氣候變遷、風險降低與災害

調適計畫融合城市發展計畫，以降低氣候變遷衝擊與災害風險。例如，臺北市目

前在推動社子島地區之都市發展計畫，即可以該地區為示範區，有效引入相關之

氣候變遷與災害調適策略，整合都市發展策略與都市計畫，以建置韌性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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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日本的相關資料與案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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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適策略」操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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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計畫或策略加以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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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性與理想性之指標為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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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之韌性都市評估。 

(4) 感謝委員建議，本報告第五

章，已強化此部分之分析。

(5) 已納入參考與分析，請參見

第四章之分析內容。 

2. 張教授學聖 (1) 本計畫對於文獻回顧豐富與

完整，對於相關專業觀念釐清

與界定清楚，頗具價值。 

(2) 評估構面與評估項目中，在

「災前條件」中是否納入耐災

能力基礎設施？如水災之防

災設計基準，此部分可能影響

不同地區耐災力。 

(3) 評估結果乃是應用於調適策

略、不同災害間回復力之途

徑，用以檢視評估架構與方

法。 

(4) 研究之空間單元存在著獨立

性及空間相依性關係，如具可

(1) 感謝肯定。 

(2) 確實工程設施與相關設計

基準，會影響抗災能力。但

此部分之資料，並不容易獲

得，亦難精確衡量，故研究

中，將之納為後續研究可進

一步考慮之重要指標。 

(3) 確實透過實際案例應用，有

利於尋求較可行之評估模

式、指標體系與方法。此部

分強化說明於第四章與第

五章。 

(4) 感謝委員之建議，此部分已

納入第五章調適策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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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近支援等特性，建議可納入

參考。 

(5) 成果在策略面分析，對於社會

支持系統面向，可能影響調適

策略決定，建議可納入研究或

後續建議。 

中（透過群落分析），提出

相關建議。當然，如欲更完

整探討區域之相依性，可再

引入空間統計分析，及輔以

實際調查，但此已超出本年

度計畫範圍，而在第六章，

將之納入後續研究建議。 

(5) 此部分已納入第五章調適

策略討論及第六章後續研

究建議。 

3. 廖副組長耀東 (1) 面對不同的災害(如水災、地

震、地質災害)所對應不同的地

區之基本條件差異，其對災害

之回復力與條能力也大不相

同。建議本研究先要釐清所要

建構的策略及評估，究竟是針

對類型之天然災害或針對單

一類型災害(如水災)為主？抑

或是某幾項複合型災害為

主？ 

(2) 韌性評估指標建置部分，建議

考量目前可有效運用的評估

指標有限，究竟要用來評估那

一種災害之韌性，或是要針對

不同災害分別建構不同的評

估指標，再就複合型災害或全

災型災害加以整合，建構或複

合型之評估指標。 

(1) 本研究之出發點，仍以多元

災害或全災型（all-hazards）

角度為主。然為利於後續推

廣與操作，乃偏重在臺灣都

市較常見之颱洪與地震災

害，作為分析核心。 

(2) 確實，關於韌性評估指標之

建置，主要仍以建置全災型

或多元災害之評估體系，為

主要目標。但同上所述，為

利於推廣及資料蒐集，亦以

颱洪與地震災害，作為韌性

評估指標建置核心。 

4. 林教授文苑 (1) 韌性的議題不乏各領域學術

理論，但實際操作有其困難與

挑戰，本研究具指標性意義。

(2) 許多韌性相關討論多偏向兩

極－國家或大區域層級(如聯

合國國際減災署(UNISDR)之

資料)、社區層級(如 Cutter et 

al.的「地區災害韌性(DRPM)」

偏向於社區)，如何適用於城市

層級需稍加討論。 

(1) 感謝肯定。 

(2) 感謝委員建議，確實 DRPM

於城市韌性評估之相關應

用，需有更多之討論。此部

分已於期末報告，補充說明

於第二章第二節。 

(3) 由於不同國家、不同城市與

地區對於「韌性城市」之定

義，甚至對於調適策略之界

定，皆因其氣候政策目的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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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24 韌性城市建置是極佳之案

例討論(荷蘭、丹麥、奧地利、

美國)，但其形式、內容、目的

有所差異，建議彙整一張比較

表，藉以列述本研究所形塑之

「韌性城市」內涵為何？ 

(4) 研究方法中的多變量統計是

哪一種統計方法？多準則評

估如何應用？是否使用權重

等。 

(5) P.59 表 3-5 的評估構面以災

前、災中、災後階段作為指標

之分類，指標本身的量測適合

性可以再思考。另外要將三類

指標整合，是否有重複量測的

問題。 

 

地區環境差異，而有極大之

不同。故如能透過比較表，

確實有助於比較分析，及區

隔其差異。但此工作卻有其

困難性，主要原因在於缺乏

比較基準。故本研究乃在第

二章第三節之開端補充說

明，以利於讀者瞭解，該節

說明各國韌性城市案例之

出發點。 

(4) 此部分乃補充說明於第三

章與第四章。 

(5) 各項指標量測過程，確實會

產生可量測性，及指標屬性

之重複性等課題。此在評估

過程及指標選取，皆須慎重

考慮此等問題。在本研究

中，乃在指標選取儘量避免

重複性，及透過一些假設，

降低指標選取與量測誤差

造成之誤判。但在實際操作

過程，因資料取得限制及考

慮可操作性，仍難完全避免

此問題。故在第六章後續研

究建議，增加此課題之討

論，以提醒讀者本研究可能

之限制。 

5. 李前總經理俊

發 

(1) 評估指標數值資料(無法圖形

化部分)建議採用因子分析（或

逐步迴歸分析）、群落分析等

為多變量分析模式加以處理。

(2) 評估指標圖形資料部分建議

增加坡度(地形)、地質(山崩潛

勢、斷層、軟弱地質、地下水

位、順向坡等)項目。 

(3) 災時應變與災後恢復階段建

議增加政府角色之因素，即救

災、重建體系與對策。 

(1) 感謝委員建議，將在第四章

之評估，參酌使用不同多變

量方法（主要採取群落分析

法（clustering analysis）），進

行韌性評估。 

(2) 感謝委員建議，此部分乃已

於災害潛勢指標中綜合考

慮。 

(3) 此部分強化說明於第五

章，關於災害調適策略之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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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蘇總經理許輝 (1) 韌性評估不同的災害型式、規

模、都市等級，是否能綜合加

以量化？ 

(2) 韌性都市是否有必要將各種

災害建立在同一模型內？或

許可分別建立颱洪、地震之韌

性評估模型。基於相同之邏

輯，選擇不同評估指標，經由

持續研究累積建立出不同災

害型式與規模之韌性評估模

型。 

(3) 對辦理都市計畫案之規劃師

而言，僅就單一災害所做韌性

評估對規劃即有所助益，尚無

需各種災害之綜合評估。 

(1) 確實不同空間或都市層級

之災害韌性評估，具有不同

之評估核心、方法與指標，

故難以綜合量化。本研究韌

性評估，主要聚焦在都市

（地方）層級，並以臺北市

為例，進行韌性評估及提出

調適策略建議（請參見第三

章、第四章與第五章之說

明）。 

(2) 確實以單一災害模式建立

韌性評估體系會較為單

純，亦是標準模式。然近年

來國際上，乃以全災型或多

元災害為主要發展趨勢。故

本研究，乃兼採標準與國際

趨勢，而將韌性評估聚焦在

颱洪與地震災害。 

(3) 本計畫另一核心要務，即在

於建置城市等級之韌性評

估方法論。該方法論，可應

用於不同型態災害之韌性

評估（可能評估指標有些許

差異），故應可供城市規劃

工作之參考。 

7. 中華民國都市

計劃技師公會全國

聯合會 高技師宏

軒 

期待本研究儘早完成，成果可供

本會會員參考應用。公部門資源

投入不同地區需有論述支持，希

能達到丹麥哥本哈根案例般，將

調適策略落實於都市計畫。 

本計畫將依契約所訂，儘早完

成，以提供各界參考與應用。 

8. 臺北市政府都

市發展局 

韌性評估指標所列之「人口」係

屬日間或夜間人口？ 

就韌性評估架構而言，日、夜

間人口皆可。但為降低人口資

料蒐集之困難，乃以人口普查

資料或戶籍人口資料為主。 

9. 內政部營建署

城鄉發展分署 

(1) 文獻回顧所列歐洲案例，由於

臺灣與歐洲之環境條件有所

不同，建議就其適用性做適度

分析。 

(1) 確實不會有兩個國家環境

條件完全一致（儘管同在亞

洲亦不會相同），故不適合

直接抄襲別國經驗。因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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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評估指標之構面，第 42、43

頁引述參考文獻所列之指

標、第 50 頁則提出本計畫建

議之指標，兩者係如何轉換，

並未加以說明。例如第 43 頁

指標體系之「制度與體系」構

面納入「防救災設施」，但第

50 頁則轉為「應變能力」，建

議將轉換過程加以說明。 

計畫所提案例，只是希望列

出相關國家韌性城市評估

與調適策略擬定之運作模

式，以提供國內政策擬定之

參考。此部分乃分別於第二

章第三節開頭中說明。 

(2) 第 42-43 頁之評估指標系

統，乃引用既有文獻，提出

較具理想化指標模式。後續

則透過焦點團體會議與

MA，及應用圖 3-3 之都市韌

性運作程序，將圖 3-2 之指

標體系，轉化為表 3-5 之指

標項目與內容，此相關說明

請參見第三章第二節。 

10. 國家災害防救

科技中心 

(1) 整體意見：a. 指標選取層面

廣，但較看不出有針對「都市」

而設計；b. 整體而言，對於

韌性、脆弱度、調適力之異同

仍不是很明確，或許可應用圖

來表達，較為明確。例如，有

些研究認為脆弱度和韌性是

一體兩面，有些認為脆弱度較

廣，有些認為韌性較廣，只要

選定立場即可。 

(2) 報告書第 4 頁，主要目的，實

為主要工作項目。主要工作項

目(二)、(五)之區別？ 

(3) 第 6 頁文獻回顧項目，建議

（四）往前移至（二），定義

明確後，再檢視評估方法、案

例。 

(4) 第 11 頁、第 47 頁，確認用詞

一致，此二頁用到”回復力”

一詞，是否也是指 resilience？

或是指 recovery？建議統一

使用韌性一詞，因為 resilience

原意不是指力量。 

(1) 感謝委員提供之寶貴建

議。a. 關於本研究選取之指

標，確實並非專針對狹義的

「都市」而建置，而是著眼

在地方或都市層級之韌性

評估，其相關說明請參見第

三章第二節之說明；b. 實際

上，本研究之初衷，並非要

完整回顧或釐清脆弱度、韌

性與調適力之關係(已有許

多精彩文獻從事類似工

作)。本研究仍是以「韌性」

分析為主軸，兼論其與脆弱

度與回復力之可能關係。故

報告中仍以列出參考文獻

方式，使有興趣之讀者，能

參閱相關文獻，進一步釐清

脆弱度、韌性與調適力之關

係。 

(2) 確實報告書第 4 頁之研究目

的，為更具體表達其內容，

乃直接以工作內容示之。另

工作項目第(二)項，主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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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 19 頁，文中為 DPRM，圖

則為 CDRM (社區災害回復

力模型)，請補充說明。 

(6) 第 22 頁，圖 2-4，有看過類似

的圖，是否為研究團隊自己所

繪製？ 

(7) 第 29 頁，HQ100、HQ30 等較

高風險地區標示在何處？ 

(8) 第 34 至 38 頁，Benicia City

的目標被逐一列出，相較其他

案例所佔篇幅過大，是否有其

必要性？ 

(9) 第 47 頁，前面回顧許多方

法，最後為何選擇回溯分析法

(MA)？又，都市災害韌性運

作模式（OPUDR）和之前提

到 的 地 區 災 害 韌 性 模 型

（DRPM）其基本概念有何不

同?為何選 OPUDR ，而不是

就用 DRPM？ 

(10) 因為專有名詞之縮寫較多，

不容易記，建議報告前或附件

有個綜整清單。 

 

於歸納一般性之都市調適

策略（即第二章第三節之內

容）。工作項目第(五)項，則

依臺北市韌性評估結果，提

出之調適策略（請參見第四

章與第五章之分析內容）。 

(3) 已依建議調整。 

(4) 已依建議，除在一開始說明

“resilience”可能譯為回復力

或韌性外，其他皆統一為

「韌性」之用語。 

(5) 已統一修正為 DRPM。 

(6) 已刪除該圖。 

(7) 關於圖 2-9 之 HQ100、HQ30

地區，在圖中確實較缺乏具

體指明，在期末報告已較具

體說明(請參見第二章第三

節之敘述)。 

(8) 由於 Benicia City，相較於其

他案例，有更細緻與具體之

減排與調適措施，可供後續

調適策略擬定之參考。故留

有較大篇幅，以利於讀者與

應用者參閱。 

(9) 確實本研究回顧之方法雖

然不少，但主要目的，在於

歸納出本文採用整合性分

析法之原因。故本研究採用

MA 及 OPUDR 之主要原

因，即在於此兩個方法，可

涵蓋文獻回顧所提出之相

關方法論，而非常適用於本

研究分析之立論基礎與臺

北市案例，故本研究採用

OPUDR，而非 DRPM。 

(10) 確實過多縮寫不利於閱

讀，在期末報告，已儘量減

少縮寫之使用，以利於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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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閱。 

11. 蔡組長綽芳 (1) 基本上若將「韌性」解釋為回

復力，則從復原的理論觀點可

以得知，脆弱度向度與資源向

度 (資源的向度可以包含資

源的擁有、資源的輸送與可及

性，以及資源的應用等；而資

源形式可以是經濟面、政策面

與組織面) 是回復力兩大重

要變數，當脆弱度降低或資源

增加則韌性隨之增加。所以可

以說韌性(回復力)是脆弱度

與資源的交集關係。 

(2) 本案原本針對之災害類型為

「氣候變遷」，但考量臺灣地

區之災害特性再加入「震災」

的災害類型。 

(3) 日本訂有「災前復興都市計

畫」，以備災後迅速推動重建

復原工作，因此也可以算是韌

性的一部分。 

(1) 確實韌性與回復力具有密

切關係，只是其關係在既有

文獻，具有不同的解讀方

式。此在本研究第二章第一

節，已補充說明。 

(2) 已納入震災為考慮之災害

項目（請參見第一章第二節

研究內容與方法之說明）。 

(3) 在期末報告中，已新增日本

東京都之「氣候韌性城市

(Climate Resilient Cities)」建

置計畫，提供本研究之相關

應用者與讀者參考。 

業務單位意見 (1) 韌性都市指標究係個別都市

依其社經特性個別研訂，抑或

訂出各都市之共同指標？ 

(2) 如係大尺度計畫（如區域計

畫）之韌性評估指標應依其計

畫範圍特性分別研訂，或由所

轄各城鄉地區之韌性評估成

果綜合而成？ 

(3) 土地使用管制手段在各地方

之氣候變遷調適策略均佔有

相當比重，因其行政成本最

低。 

(1) 本研究目標，仍在於建置通

用性都市韌性評估指標體

性。雖然，各地區社經與天

然環境條件有差異，但只要

稍調整指標項目或指標衡

量方式，仍可適當反映各地

條件之差異，而可應用於不

同都市之災害韌性評估。 

(2) 大尺度之韌性城市評估，究

應透過「由上而下」或「由

下而上」之評估模式，仍須

視政策或評估目的而定。如

果只是提出政策綱領，則只

需大尺度概略評估即可，如

需探討地區韌性差異，則需

評估各地韌性差異，以點出

區域計畫之韌性強化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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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及提出適合不同地區

之調適策略。此相關說明，

請參見第六章第二節建議

之相關說明。 

(3) 確實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為

重要策略，此在第五章已強

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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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期末審查意見回應表 

審查委員  審查意見 協同主持人意見回覆 

1.詹教授士樑 1. 對計畫執行重點建議在報

告書內予以適當補充，以

利讀者理解題目與內容呈

現之差異。 

2. 指標系統在實務操作上受

資料所限，與理想之指標

系統有所落差，建議將理

想、完整之指標系統一併

提供，以利未來可取得資

料更豐富時，可以應用。

3. 個別指標之操作處理，建

議對細節補充說明。 

4. 結論與建議之處理，建議

可就使用部門之使用方式

加以提出，例如資源分配

或可供另行建構、補強

等。 

1. 已補充說明於第一章第一

節最後一段。 

2. 感謝委員建議，目前指標

處理方式，已依委員建

議，在第三章第一節，主

要列出理想性指標，而在

第三章第二節及第四章之

分析，則以可取得資料，

及較符合臺北市特性指

標，作為案例操作依據。 

3. 此部分已強化說明於第三

章第二節。 

4. 此部分已於第六章結論與

建議第一節強化說明。 

2.林教授文苑 1. 研究架構清楚，對於韌性

都市之建構能有獨特見解

並能做出貢獻。 

2. 建議就文獻之韌性城市案

例撰寫一小結，提出對研

究之啟發與該等韌性城市

之特性。 

3. 部分論述可再進一步說

明，例如第 81 頁「農業用

地越多，韌性越高」，以及

第 83 頁「建築面積愈大，

敏感度會提昇」等，於研

究中係如何得出此一結

論？ 

4. 於第 4 章最後或第 5 章

內，可針對分數較低之各

行政里依指標臚列成表，

再主要針對韌性較低之行

1. 感謝委員肯定。 

2. 關於韌性城市案例之小

結，已補充說明於第二章

第三節最後一段。 

3. 第 81 頁（修正版報告為第

82 頁）、第 83 頁（修正版

報告為第 84 頁）關於農

業用地、建築面積與韌性

關係，乃為本研究之假

設。會產生此等假設，主

要目的在於利於後續應

用多準則評估，將各指標

加總，以評估總和韌性所

需。故本計畫主要目的，

並非在於驗證韌性與不

同變數關係，反而是假設

不同指標（變數）與韌性

關係，再依之評估總和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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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里，討論其低韌性原因

為何？ 

5. 目前許多韌性研究係以社

區為基礎，或許於本研究

可提出未來如進一步討論

社區韌性時，應注意那些

較敏感之變項與可行之研

究面向？ 

性。不同指標（變數）與

韌性關係之假設依據，則

主要來自文獻回顧。此相

關內容，已強化說明於第

三章第一節。 

4. 感謝委員之建議，總和韌

性評估較低之里，已臚列

於第四章第二節最後一

部分，亦簡要說明造成其

韌性較低之主要原因。 

5. 本計畫第三章第二節，乃

提出可應用於地區型韌

性評估之重要指標。雖然

這些指標無法涵蓋所有

韌性面向，但為利於國內

推動韌性城市評估，可能

在資料取得方面，乃較為

可行亦為較重要之評估

指標。在韌性評估領域，

或許不能完全取決於資

料易獲性，而需依政策目

的選取最合適指標。故在

第六章結論與建議中，已

進一步針對指標篩選，提

出後續研究與應用建議。

3.李前總經理 

俊發 

1. 第 119 頁評估指標：以里

為單位，評估指標包括災

前（第 92 頁）、災中（第

52 頁）、災後（第 42 頁）

所示，共 18 項且皆無加

權。但囿於資料來源，其

中 8 項採以「行政區」進

行分析，故群落分析結果

（第 105 頁）明顯受資料

來源及分析方法所影響，

故建議日後可再使用更嚴

謹之統計分析方法，以降

低資料蒐集之限制。 

1. 非常感謝委員之建議，此

已納入第六章結論與建

議，針對未來評估指標選

擇與資料處理方式，提出

相關建議（請參見第六章

第二節之建議壹）。 

2. 感謝委員建議，已納入調

適策略建議。 

3. 感謝委員建議，已納入全

臺北市古蹟及歷史建築，

請參見第五章第二節。 

4. 圖 4-29 之圖例顏色已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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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調適策略：建議山坡地地

區應繼續嚴格把關，禁止

都市計畫保護區之變更

開發利用；老舊地區建議

推動防災型都市更新。 

3. 第 119 頁「歷史建物、古

蹟」建議以臺北市文化局

公告全市古蹟及歷史建

築為依據。 

4. 第 101 頁圖 4-29 之圖例

---顏色 

5. 第 107 頁圖 5-1 之圖名似

宜為都市韌性分類圖？ 

5. 圖 5-1 之圖名已修正。 

4.廖副組長耀東 1. 本案韌性評估指標之建

置有其假設條件，但依目

前之臺北市案例分析之綜

合韌性評估結果，韌性較

低地區為大同區、萬華

區，以及松山、中山、信

義與南港區部分地區，顯

示集中在人口、產業較密

集的市中心地區；而韌性

較高地區反而為北投區、

士林區。有無可能是因為

臺北市各行政區之相關評

估指標之程度接近，反而

突顯出人口、產業等評估

指標之權重，進而影響評

估結果。 

2. 建議後續可再就其他縣

（市）或直轄市進行韌性

評估指標之模擬，俾據以

檢視本研究建構之韌性評

估指標、項目之妥適性，

並可藉由評估其他縣（市）

或直轄市之韌性，從而回

饋本研究之相關內容。 

1. 確實韌性評估結果，會因

選擇之指標，及指標衡量

方式與資料尺度不同，而

有差異。本研究主要目的

在於建置韌性城市評估方

法論，而韌性評估結果，

乃奠基在本研究假設、選

取指標與可取得資料之條

件下，所評估之結果。後

續應用過程中，本研究建

議，仍需依政策目的與資

料可取得性，選取合適指

標，以進行韌性城市評

估。相關說明請參見第六

章結論與建議第二節，關

於建議一之後續操作相關

建議。 

2. 感謝委員之建議，關於後

續推廣之建議，已列入第

六章結論與建議中之第二

節建議二。希望本研究開

發之韌性評估方法，可應

於臺北市以外之其他都

市。 

5.臺北市政府都
1. 韌性評估指標所列之「人 1. 非常感謝委員之建議，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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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發展局賴源

聰先生： 

 

口」以日間活動人口較能

反映實際，以臺北市而言

戶籍人口約 270 萬人、計

畫人口約 340 萬人、日間

活動人口則達 650 萬人 

2. 對人口密集地區欲提昇其

韌性所需資源為何？ 

3. 評估案例以臺北市為例，

但北北基應屬同一個防災

共同圈，跨區進行區域合

作。 

實人口評估指標，如能考

慮日間人口會更為周延。

但適合使用何種指標衡量

方式，仍須視韌性評估與

調適政策目的而異。此部

分已補充說明於第六章結

論與建議第二節之建議

一。 

2. 臺北市人口較密集之市中

心，確實評估之韌性相對

較低，其欲提升韌性之主

要策略，可朝向脆弱度降

低，及強化調適力之方式

努力。此相關之說明，請

參見第四章第二節最後一

部分之說明，及同章第三

節之說明。 

3. 感謝委員之建議，此部分

已強化建議與說明於第六

章結論與建議第二節之建

議三。 

6.內政部營建署

城鄉發展分署

魏幫工程司靜

怡： 

「韌性都市」如欲推廣至各

縣市政府，本案報告書所用

評估分析方法較不易操作。

建議提出如何使用指標找出

脆弱度高（低回復力）地區

之作法，以利各縣市政府依

循。  

感謝委員之建議，確實本研

究之韌性評估較為複雜且考

慮因素較為多元。地方政府

如欲應用，可依政策目的，

選擇較少指標及較簡要方式

評估。此相關建議，已補充

說明於第六章結論與建議第

二節之建議一與建議二。 

7.張教授學聖（書

面意見） 

 

1. 本計畫文獻回顧豐富，對

於「靭性」城市的觀念與

策略面向，具有高的參考

價值。 

2. 就靭性都市指標體系之分

析，構面與指標皆具相當

完整性。然而個別指標標

準化後相加，以及三個構

面（災前、災時、災後）

1. 感謝委員之肯定。 

2. 感謝委員之建議，確實以

正規化後指數相加，可能

產生不同符號之指標相互

抵消之問題。故本研究之

作法，除評估相加後總和

韌性外，亦保留個別指標

之評估結果，以利於決策

者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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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總及排序（如第 96 頁）

是否合宜？請再斟酌。 

3. 本計畫已研擬調適策略研

擬原則，然而不同災害案

例、不同地區之災害回復

過程具有相當複雜性，對

調適策略評估亦需累積較

多案例之經驗，此部分建

議納入後續研究補充說

明。 

3. 感謝委員之建議，此部分

已納入第六章結論與建議

第二節之建議一與建議二

中強化說明。 

8.盧教授鏡臣：

（書面意見） 

1. 團隊在報告書中呈現很強

的理論性回顧，也彙整不

少國外案例，個人很讚

佩。 

2. 就相關建議及限制方面：

(1) 在分析的架構中，表 3.4 

(第 51 頁)分析的評估項

目基本上合宜，但在評

估指標及衡量方式，目

前結果讓「發展強度」

這面向較突出。 

(2) 部分資料因空間解析度

關係，僅有區級資料，

也使得成果呈現受到一

些限制。 

(3) 若從結果論來看，我會

預期像大安區及內湖等

較新興的重劃區村里，

會呈現出較強的韌性；

萬華、舊北投等老舊社

區則反之。但在指標的

選取上，讓發展密度較

低的地區被凸顯，而較

未凸顯韌性的特質。這

就好像大安區某里 1 萬

戶，每戶損失 1 萬，共

損失 1 億；看似很大，

但對大多數家戶來說是

1. 感謝委員之肯定。 

2. 相關回應如下： 

(1) 確實本研究建置之韌性

評估指標體系，較強調

都市開發強度，亦即較

強調脆弱度特質。 

(2) 確實有些資料因只有區

級資料，此可能影響韌

性評估結果之尺度，此

部分已在第六章結論與

建議中檢討，及於該章

第二節提出建議。 

(3) 非常認同因指標衡量方

式之不同，可能產生截

然不同之結果。故在第

六章結論與建議，於第

二節建議之建議一中，

已有一些針對如何選取

合適指標與指標衡量方

式之建議，以供後續應

用參考。 

(4) 確實同樣指標應用在不

同地區，可能會產生截

然不同之結果。此部分

已於第六章結論與建議

之第二節建議中，於建

議一與建議二中，建議

後續可應用本研究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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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承受的。但若北投某

里 1 千戶，每戶損失 5

萬，共損失 0.5 億，但受

的衝擊其實比大安區該

里大。 

(4) 因目前以台北市繪製，

顯示出的差異未必那麼

突出；若套到其他縣

市，這問題可能更凸顯。

(5) 未來若有後續研究，或

可就就這議題來討論；

另網格化或許是解決目

前 「密度」 議題的因

應策略，但這又受限於

資料處理。 

(6) 建議現階段或可先以研

究限制來陳述：這方法

在台北試用，但在跨縣

市各村里的比較上可能

宜就衡量方式再調校會

較好。 

3. 該報告產製許多個別的圖

層；在災害防救上，這些

個別圖層的意義有時反而

比綜合結果更大。因為這

些圖層可顯示某項特質及

可連結到特定因應方案，

有時反而更實務。 

4. 另有個人的小建議是，氣

候變遷調適和災害治理間

的關係，或許需有聯結的

過程。我的認知是這兩個

有很大重疊，但不相等（雖

然此觀點見仁見智）；但此

兩項在報告中係混用。若

研究者也認同這建議，把

兩者相互關係加以釐清會

更好。 

之方法論，推廣應用於

更多縣市與地區，透過

推廣應用成果，修正與

建置更適合臺灣之韌性

城市評估模式。 

(5) 感謝委員之建議，確實

使用網格化資料，可以

解決部分評估結果呈現

之問題。此部分之討

論，可參見第六章結論

與建議之第二節建議

中，關於韌性指標資料

庫建置與指標選取之建

議內容。 

 (6) 感謝委員建議，此部分

已加入第六章結論與建

議之第二節建議中，關

於韌性指標資料庫建置

與選取之建議內容。 

3. 確實保留各項指標評估韌

性之結果，有助於決策者

選擇合適之評估指標，以

供調適決策之參考。故第

四章第二節，乃保留所有

指標個別與總和評估結

果，以提供應用者參考。

4. 確實氣候變遷與災害調

適，具有一些差異。在本

研究，乃較偏重災害調

適，而視氣候變遷為影響

災害風險的重要中、長期

因素。此在原報告確未具

體釐清，在最後修訂版之

報告，已強化說明於第一

章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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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國家災害防救

科技中心莊副

組長明仁：（書

面意見） 

 

1. 期中意見，皆有針對性地

確實回覆或於報告內補

充。 

2. 調適策略建議能夠反應回

饋至韌性指標，例如「增

強建築物耐震能力」若能

落實，韌性指標將會如何

呈現？ 

1. 感謝委員肯定。 

2. 韌性指標主要目的，即在

衡量地區面對災害，可能

具有之災前整備、災時應

變與災後恢復之能力。但

建物結構強度指標，在臺

北市案例分析中，因資料

取得問題，而未納入考

慮，後續如能取得完整之

資料，則可納入評估指

標。惟本指標確為重要指

標，故在第三章第一節之

可考慮指標中，已納入可

行指標建議。 

10.臺灣建築中心

林副執行長杰

宏：（書面意

見） 

 

1. 本計畫對於韌性城市之基

本文獻檢索及彙整充實而

完整。 

2. 設定之評估指標連結各公

部門之既有資料庫進行評

分及計算亦有其操作之可

行性。 

3. 第 5 章調適策略將社區簡

化概略區分成山坡地地

區、一般地區與老舊地區

等 3 類，似乎失去第 4 章

依據表 3-4 韌性指標評估

所建構各面向韌性程度之

優點。 

4. 第 5 章調適策略建議以決

策樹之方式呈現，以方便

使用者運用及查找相對應

之對策。 

5. 依據 ICLEI（地方政府永

續發展理事會）之建議，

目前國際上所提韌性城市

評估指標主要以洛克斐勒

基 金 會 (Rockfeller 

Foundation)及 ISO-37120

1. 感謝委員之肯定。 

2. 感謝委員之肯定。 

3. 感謝委員之建議，為兼顧

不同韌性評估與分類方

式，引發之調適策略建

議，已在第四章第二節與

第五章，分別從不同個別

指標、總和指標與不同韌

性評估（或分類）角度，

提出調適策略建議。 

4. 感謝委員建議，確實以決

策樹模式，可較有系統呈

現調適策略架構。但第五

章主要目的，在提出不同

類型韌性地區之可行調適

策略工具（箱）。這些策略

工具間並非獨立，亦非互

斥，故較難採用決策樹模

式表達。 

5. 感謝委員建議，本研究已

使用洛克斐勒基金會之採

用之指標。尤其是其建置

之「100 韌性都市（100 

Resilience City; 100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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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建議本計畫可參

考。 

6. 韌性指標評估結果，建議

以玫瑰圖方式表示，以呈

現各城市之差異及優劣面

向。並可與國際上城市之

間相互評比及學習改進。

聯盟相關資訊深具參考價

值（請參見第六章結論與

建議第二節建議之建議

五）。 

6. 感謝委員建議，確實以玫

瑰圖方式表達，可呈現不

同地區，在不同指標表現

之優劣勢。但因本實證地

區包含臺北市 456 里，較

難使用玫瑰圖完整表達。

此在後續跨城市比較時，

或許更適合使用玫瑰圖進

行跨城市比較。 

11.主席： 

 

報告書內如有引用聯合國

IPCC 氣候變遷相關資料，請

更新至最新資料。 

感謝主席建議，已引用 IPCC

最新版 AR5 資料，更新第一

章第一節之相關資料。 

12. 蔡綽芳組長：

 

基本上，雖然韌性強調恢復

力的部分，但若從災害韌性

的觀點來討論，仍需提升整

個災害生命週期中減災、整

備、應變、重建各階段功能，

才有辦法達到韌性的目的，

因此也可以說韌性是災害生

命週期個階段的綜合體。而

它的手段則必須考量到脆弱

度、資源擁有與輸送(及可及

性)及障礙的治理。 

感謝組長之建議與評論，對

於韌性意義之界定、組成與

指標選定，已依組長認定之

韌性特質執行。相關內容請

參見第二章第一節，及第三

章之相關討論與說明。 

13.業務單位意見
建議就韌性評估指標可否依

不同應用需求加以區分指標

群組以利使用者參考運用。

感謝委員建議，本研究進行

韌性評估，乃分從個別指

標、總和指標與不同韌性分

類方式，進行評估與提出調

適策略工具。故決策者或應

用者，即可依其政策目的，

選擇可行之評估方式與調適

策略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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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第一次專家學者座談會會議紀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04 年六月十七日下午二時 

二、 地點：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簡報室 

三、 主席：蔡組長綽芳、洪教授鴻智 

四、 簡報內容：(略) 

五、 出席人員：白教授仁德、吳教授杰穎、洪教授啟東、賴研究員深江、

盧教授鏡臣、薩教授支平 (依姓氏筆畫順序) 

六、 會議記錄：（依發言順序） 

（一）洪啟東教授 (銘傳大學都市規劃與防災學系) 

1. 題目為面對天然災害的城市韌性建構，故指標建構應該回歸天然災害的部分，

例如韌性評估子架構與指標建立層面太廣泛。建議宜從災前整備的部分，對

於韌性城市的建構應找哪些指標，而面對到天然巨災之後，災後重建對於韌

性城市又該找哪些指標，才有辦法來談調適的策略。 

2. 案例的選取，建議選取台灣曾經受過巨災之區域(水災、地震、坡災)，例如

聖地牙哥等等地區，真的有辦法對應到台灣地區，其基本上都只是按照都市

設計或減災的方法，未必有辦法回應道題目所提及的天然災害。 

3. 指標選取，建議應有財政奧援、志工團體、社會住宅、可釋放的公有土地等

等。怎麼樣回復到過去是重點，而非如脆弱度指標一樣，應做出區別。 

4. PPGIS 的部分，是否有必要? 

5. 韌性評估方法與架構為社會心理、社會生態及整合性層面，而指標選取目前

偏向政治、制度，如何來做一個結合，是值得思考的部分。 

 

 

（二）白仁德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 

1. 指標的建立，如民眾風險認知和溝通(社會心理)，可以用教育的指標來看(例

如基礎教育體系有沒有將防災的概念納進去)；還有防災社區，例如被動員次

數(較客觀的數據)、NGO、NPO，適當的加入；還有動員的能力(尋找間接的

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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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範圍基本上都按照行政的分區，建議可以按站災害潛勢例如:流域、土石流潛

勢地區、斷層範圍等。 

3. 案例的分類，對應到規劃體系，做不同的分類(調適的策略最終會落到規劃體

系)。 

4. 調適策略擬定的尺度和方式，以地方層級(例如社區、村里去堆疊)，調適策

略可以提出由下而上、跨域的機制等。 

（三）薩支平教授 (長榮大學土地管理與開發學系) 

1. 韌性的討論關鍵是在鉅災衝擊之下仍能存活，維持生活秩序。但是這個卻會

隨著不同地點的特質而有差異。如：中寮地區的地籍資料不正確，影響未來

之重建。這個指標應如何列舉?不容易涵蓋所有的地點/個案。 

2. 因此，韌性的探討仍是以個案為主，似乎是引用 bottom-up 的概念。 

3. 就尺度上，可以考慮巢化的社區概念(community-in-community)，每個層級的

社會階層都可以有其韌性指標，因為災害管理就已有巢化的社區概念於其

中。 

4. 指標上，如社區韌性指標，能否被「改變」?這有兩個意義，如果可以被改變，

在既有行政體系中會迎合評標指標，追求「滿意」；如果不能被改變，所有人

皆無能為力，計算韌性對災的管理的意義又如何？ 

5. 確立指標可能同時會有正面或負面的影響，如老人口數，計算時的考量著實

不易。 

（四）吳杰穎教授 (銘傳大學都市規劃與防災學系) 

1. 韌性(Resilience)是新的顯學，然而迄今學誒隊韌性並無統一的看法，未來隨

著時代社會的變遷，相信對韌性的看法也會有所改變。因此，建議本研究的

主要目的並非建立馬上可實務操作的指標體系，而是建立各界對韌性看法的

共識。 

2. 韌性與脆弱度(Vulnerability)有非常深的連結關係，因此，建議能清楚釐清其

關係。 

3. 建議韌性的指標能與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的連結(Bridging & Linking)作連

結。並從 resilience 特性中的多元(樣)性、資訊交流與教育、合作(中寮的案例)、

領導等面向檢視指標項目。 

4. 若依 ppt p23 頁(都市韌性災害運作程序概念)而言，A(災前條件)似乎為脆弱度，

B(災後恢復)、C(調適與學習)類，與 p24、25(韌性評估指標)的連結性為何? 

（五）盧鏡臣教授 (中央警察大學消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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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議方從實際操作面回推，若韌性都市之評估作為體檢都市之韌性，方先思

考都市有哪些災害問題，用合適的指標來評估，產製出評估結果，然後可用

結果來掌握都市之災害熱點及其成因。 

2. 建議除了類型化不同地區外，各單項指標有其意義，也可用於單部門實施方

案之倡議。 

3. 在建構韌性城市，涉及多層級之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如家戶、產業、社

區、政府/國家，但目前社會經濟指標較偏向家戶，或可再強化其他部分。 

4. 營建環境和空間規畫很有關，但目前較著重於土地用地面積，似無法較如實

呈現出韌性之特性。 

5. 空間尺度：基礎分析之單元可評估網格(200m x 200m)是否較里/村更適合，另

外不同構面或可用不同之尺度來評估(有的只有村里，鄉鎮資料) 

6. 時間尺度：若提及氣候變遷，時間尺度宜納入考慮，包含各面向指標在不同

時間之變化，以及在長時間面向上調適的可能性。 

7. 建議可考慮納入社會氛圍，因應能力之指標，以及評估檢視跨代整合的特性。 

8. 建議製圖可進一步反映出單一城市內不同異質性。 

（六）蔡組長綽芳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1. 關於韌性評估體系與指標之考慮，建議納入地震災害韌性評估項目。 

2. 本所亦同時在進行日本韌性都市分析與評估法令相關研究，建議研究單位可

以參考。 

 

七、散會：下午四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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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第二次專家學者座談會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05 日 14 時 30 分 

二、地點：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簡報室 

三、主席：蔡組長綽芳、洪教授鴻智 

四、簡報內容：(略) 

五、出席人員：白教授仁德、李研究員永展、陳教授亮全、陳專門委員信良、詹

教授士樑、賴研究員深江、薩教授支平(依姓氏筆畫順序) 

六、會議記錄： 

（一）陳亮全 教授 

1. 台北地區面臨許多不同災害，怎麼分別提出不同的韌性評估與策略？ 

2. 指標分成自然環境與社會人文及整合性三個部分，應做出區別(例如基底指標

是不能改變的，如：地質，而有些指標是可以透過策略改變，如:人口)。另

外韌性指標沒有權重，應予以分配。策略與評估應結合，才能實際給地方政

府操作。 

（二）白仁德 教授(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 

1. 指標內容是否可納入：社區動員能力、第三部門力量、施工工地數量或頻率。 

2. 指標的整合方式，如何跳脫行政統計資料的影響？權重如何設定？ 

3. 調適策略應依不同時空，因時、因地、因制度而改變，依循國土計畫也可考

量。 

4. 整合指標如何公布、如何進行風險溝通。 

（三）詹士樑 教授(國立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1. 調適策略的類型，建議可參考臺北市氣候變遷調適計畫配合評估結果的熱點

進一步討論。 

2. 不同空間單元，對於指標項目資料的處理有差異性，建議報告書中可補充討

論。 

3. 關於指標做為類型區分的依據，建議考慮可以綜合或整合方式處理。 

（四）薩支平 教授（長榮大學土地管理與開發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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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以改變韌性，似乎應著重在災害與變動的影響之後。災害發生前，並不是

最大的重點。如何有策略讓回復力在災害後可以提升？ 

2. 各國案例，似乎都更趨近脆弱度？ 

3. 衡量指標，是否可改變（長期）？策略上，可否在短期影響身心障礙人口？

老年人口…？）（p.25、p.26、p.34） 

4. 調適策略是要被「設計」出來的，而不是傳統的固有手段。有無方法可以使

長期衝擊降低？如「災前重建」？如何改變人口密度？應透過「設計」來降

低。 

5. 氣候變遷，在 2007、2014 報告，把脆弱度、災害因子與暴露三者整合，中

間稱為風險。如何區分風險與回復力？ 

6. 回復力的議題，似乎應著重在長期變動，及影響長期變動的因子，而非現象。

分析討論「現象」，似乎更類似脆弱度/危害度分析。（p.24） 

（五）李永展 研究員（中華經濟研究院） 

1. 建議可以與 NCDR 脆弱度資料比較。 

2. 有些指標的衡量方式大部分用「人口數」，建議可改為「比例」。 

3. 有些定義（例如弱勢人口）可再檢視後續是否有合宜的指標（例如 NCDR

的家戶財建物產值）是還不錯可參酌的指標。 

4. 關於三個韌性特徵分類，後續可再檢視這些分類的妥適性。 

5. 調適策略建議可協助指認「熱點」區域，可作為後續研究相關優先調適策略。 

6. 淹水潛勢有 300 毫米、450 毫米、600 毫米，呈現出的結果有所不同。 

（六）陳信良 專門委員 

1. 現在的調適策略，是否可以改變災前條件？對災時應變有所助益？ 

2. 災時應變指標、調適政策應該是多元且因地制宜的。 

3. 調適策略可從老舊房屋著手。 

 洪鴻智 教授回應： 

1. 本研究出發點是從全災型角度出發，決策者可從本研究指標中，選取所需之

指標（例如：日本運用在火災及地震上）。此部分將在書面報告中說明及提出

建議，以利地方政府實際上運用。 

2. 災時應變的指標有所簡化，主要原因在於資料取得困難，可以考量納入屋齡

的指標。 

3. 社區動員與第三部門操作上較為困難，或許可在後續研究進一步探究。 

4. 調適策略將參酌其他學者之研究進行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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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研究提供一套架構及方法，類似指標庫，使用者可挑選所需指標，及選擇

合適之調整方式。 

6. 士林、北投區的結果採取面積做計算，有些出乎意料，若採用密度等其他方

法，可能會有所不同。 

7. 後續研究可以考慮利用四種面向（X、Y 軸）的方式進行分析，以利於觀察

各區的綜合面相。 

8. IPCC 指出韌性較強調能力（capacity）的部分，而脆弱度是現象。 

9. 有些指標可能會更佳，但因資料取得受限而需捨棄，此在報告書中皆有進一

步說明。 

10. 淹水潛勢採取最嚴重的 600 毫米做為呈現。 

七、 散會：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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