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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研究以一年時間，針對宜蘭縣大同鄉進行深入研究，探討在氣候
變遷下民眾對土石流的災害識覺及調適行為。根據農委會水土保持
局資料得知，宜蘭縣大同鄉共計有42條土石流潛勢溪流，密布於全
鄉境內，對當地居民造成莫大的威脅。近年來，大同鄉也在颱風期
間陸續發生多起土石流災害事件，針對災害的相關研究已是迫切需
要，刻不容緩。本研究將透過文獻分析、實地觀察及深度訪談，了
解當地居民對土石流災害之看法，以及防救災過程中之調適行為
，期能提供政府相關部門在防救災上之參考。

中文關鍵詞： 自然災害、土石流、防災減災

英 文 摘 要 ： This research was conducted for one year in order to study
the public hazard perception and adjustment behavior for
debris flow under climate change in the Da-Tong Township,
I-Lan County.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from the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Bureau of COA, there are 42 potential
streams of debris flow in the Da-Tong township of I-Lan
County, which are densely covered in the territory of the
township, posing a great threat to local residents. In
recent years, many debris flow events have occurred
successively in the Da-Tong township during the typhoon
season. Relevant research on the disaster protection has
become an urgent need. Through literature analysis, field
observation,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his study will
understand the local residents' views on the debris flow
hazards and the adjustment behavior during the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period. In addition, this
research would like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leva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in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efforts.

英文關鍵詞： Natural Hazard, Debris Flow, Disaster Presentation and
Mi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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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一年時間，針對宜蘭縣大同鄉進行深入研究，探討在氣候變遷下民眾對土石流

的災害識覺及調適行為。根據農委會水土保持局資料得知，宜蘭縣大同鄉共計有 42 條

土石流潛勢溪流，密布於全鄉境內，對當地居民造成莫大的威脅。近年來，大同鄉也在

颱風期間陸續發生多起土石流災害事件，針對災害的相關研究已是迫切需要，刻不容

緩。本研究將透過文獻分析、實地觀察及深度訪談，了解當地居民對土石流災害之看法，

以及防救災過程中之調適行為，期能提供政府相關部門在防救災上之參考。 

關鍵字：自然災害、土石流、防災減災 

 

 

Abstract 

 

This research was conducted for one year in order to study the public hazard perception and 

adjustment behavior for debris flow under climate change in the Da-Tong Township, I-Lan 

County.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from the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Bureau of COA, there 

are 42 potential streams of debris flow in the Da-Tong township of I-Lan County, which are 

densely covered in the territory of the township, posing a great threat to local residents. In 

recent years, many debris flow events have occurred successively in the Da-Tong township 

during the typhoon season. Relevant research on the disaster protection has become an urgent 

need. Through literature analysis, field observation,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his study will 

understand the local residents' views on the debris flow hazards and the adjustment behavior 

during the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period. In addition, this research would like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leva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in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efforts. 

Keywords: Natural Hazard, Debris Flow, Disaster Presentation and Mitigation 

 

 

 

 

 

 

 

 

 



一、前言 

 

在氣候變遷下，極端氣候事件常造成台灣許多地區重創，尤其是颱風高強度降雨所

引發的土石災害更是嚴重，因此，探討土石災害對區域之影響已是迫不及待。宜蘭縣大

同鄉位處山區，具有豐富的生物多樣性，也是泰雅族人重要生活領域，然近年來諸多颱

風豪雨事件，造成宜蘭縣大同鄉災害不斷。 

以近年重要災害事件為例，2012 年 8 月 2 日蘇拉颱風侵襲宜蘭，在大同鄉山區降下

大豪雨，土石鬆動，根據宜蘭縣災害應變中心資料，大同鄉南山村開卑巷附近，發現一

對夫妻遭土石流掩埋死亡，當地道路中斷，大同鄉樂水村 400 位居民受困，居民深陷孤

島亟待救援。2015 年 8 月蘇迪勒颱風來襲，宜蘭縣政府為了避免颱風挾帶的雨勢可能發

生的土石流災情，將土石流潛勢區的大同鄉英士村進行預防性撤村，協助村民撤離安置

事宜，撤離村民除了依親避難外，其餘暫時安排住在安全的安置地點。國軍協助執行預

防性撤村，大同鄉英士村共 360 人。蘇迪勒颱風在宜蘭縣大同鄉山區降下豪雨，造成土

石流，其中省道台七甲 15 公里處嚴重坍方，敦厚橋被土石流淹沒，茂安、四季、南山

斷電失聯，道路中斷，土場派出所及太平山管制站也被水淹，景象令人怵目驚心。 

2016 年 9 月 17 日中度颱風「馬勒卡」掠過台灣東北部海面，國軍出動機具人員協

助將居住在土石流潛勢區的宜蘭縣大同鄉英士村 271 位村民撤出危險區，其中 224 人至

宜蘭各區的親戚家暫時居住，47 人則安置在復興社區活動中心暫住，颱風過後再重返家

園。2017 年 10 月受東北風及颱風外圍雲系影響，宜蘭縣降下驚人雨勢，農委會水土保

持局也發布 9 條土石流紅色警戒，分布於宜蘭縣大同鄉太平村、復興村、寒溪村等。紅

色警戒代表實際降雨已達土石流警戒基準值，地方政府應勸告或強制當地居民撤離，並

作適當之安置。台 7 甲線 11.4 公里茂安路段，野溪溢流，大批土石流向德荃橋，車輛無

法通行。 

顯然地，在氣候變遷下，極端氣候事件如颱風及超大豪雨，對台灣已造成相當大的

衝擊，宜蘭縣大同鄉頻繁的土石災害只是其中一例，因此，如何面對氣候變遷下日益增

高的天然災害威脅，作好災害風險管理，並強化當地居民救災體系的因應措施，已成為

當前防救災工作的重要課題。此外，除了自然環境因素外，極端氣候事件如颱風對人文

社會之衝擊也應深入分析，尤其針對區域居民的災害調適行為與因應措施更應加強探

討。透過深入研究，瞭解宜蘭大同地區的土石災害特性，並比較空間差異性，加強永續

發展策略的研擬，如此才能真正因應氣候變遷對台灣山區之衝擊。 

基於上述，本研究以宜蘭縣大同鄉作為案例，探討在氣候變遷下，宜蘭縣大同鄉居

民面對土石流的災害識覺，以及他們的調適行為，分析受災區域的空間差異性，以了解

當地的災害調適策略及防救災規劃，期能提供政府相關單位在未來施政上之參考。 

 

 



 主要的計畫目的如下： 

(一)探討宜蘭縣大同鄉發生土石流的地理特性及空間差異。 

(二)瞭解宜蘭縣大同鄉現有的防救災準備措施與策略。 

(三)分析宜蘭縣大同鄉居民對土石流災害的認知與態度。 

(四)研究宜蘭縣大同鄉居民對土石流災害的調適行為。 

(五)提供政府相關單位在防救災施政上之參考。 

 

 

 

 

 

 

 

 

 

 

 

 

 

 

 

 

 

 

 

 

 

 

 

 

 

 

 

 

 



二、文獻回顧 

 

(一)自然災害 

    自然災害其定義為：「自然環境中對人類有害而由外力所引起的一切要素」(Burton 

and Kates, 1964)。也就是指在異常的自然現象或是人為活動的影響下，經由自然環境因

子本身特性所造成之災害，使得人類與自然環境之應變能力失常所構成威脅，進而其結

果導致人類、環境、自然資源或生命財產遭受損失(王秋原、徐美玲，1990)。自然災害

的產生，可視為人類資源系統和地球物理事件之間的交互作用，簡言之，自然災害之所

以成為災害，乃因為人口、人類活動、財富和人類所需的環境之間出現了衝突和有害的

交互作用所致(黃朝恩，1991)。王洪鈞(1992)將災害發生的因素分為天生和人為兩種，其

中災害發生的原因是無法事前預測，科學能減輕災害但卻無法完全制止時，稱為天災。

臧國仁、鍾蔚文(2000)將災害定義為，發生於特定時空的社會事件，對社會的某一區域

造成嚴重破壞，導致人類及物質損失，最終致使社會結構瓦解，無法完成重要功能及工

作。 

    有關自然災害的分類，臧國仁、鍾蔚文(2000)認為災害事件可分為自然事件，如地

震、水災、旱災、土石流等，以及人為危機，如墜機、爆炸、核能議題等。林雪美(2004)

曾分析 1971-2000 年間台灣地區發生的自然災害，區分成崩塌、地滑、土石流、地震、

颱風、洪水、乾旱、地盤下陷等八大類，以作為自然災害的研究對象。另外，我國災害

防救法第二條則將天然災害定義為，「風災、水災、震災、旱災、寒害、土石流災害等

天然災害」。 

    聯合國「跨政府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2014)指出，氣候變遷所造成的影響範圍已經深達陸地、海洋與人類居住的每一

處，其所衍生出來的劇烈天氣現象，已對許多區域造成損害，站在人類社會的角度，這

是我們必須關心與解決的。然而，災害的範圍並不僅限於由氣候變遷所造成的，就定義

而言，此報告中也清楚指出，災害的出現要端看是否造成人類生命財產的損失。徐美玲、

王秋原(1991)針對安坑等地區的環境災害識覺的研究中，提到環境災害可以分為兩種，

分別為「人為環境災害」與「自然災害」。前者由人為變數所構成，後者則是環境變異

所導致的結果。在災害研究中，人為環境災害的控制通常是比較好掌握的，透過找出致

災的人為因素，並且修正，就可以達到減災與防災的目的；然而，由環境變異所造成的

自然災害，其致災原因通常非人類可以控制，在防災上，無法達到百分之百的防災效果，

僅能透過預測、災前預防、災後救災、重建等達到減災的效果，比起人為災害困許多(陳

志嘉，2011)。 

     從上述對災害的描述，可以看到災害研究不能逃脫人的因素，如 Cannon(1990)針

對洪水災害進行研究，提出災害事件是一種常態，如強降雨帶來的洪水常常在發生，但

有發生不一定構成災害，而之所以將其稱為災害就是因為這樣的災害事件使人類社會產



生了損失。因此，人類因居住在好發災害事件的地方，才是造成災損的主因。White (1974)

針對美國的洪患進行了一系列研究，發現美國政府投入相當多的防災預算進入治水工程

當中，但所收的防災效益卻仍然低落甚至更糟。經過深入調查發現，洪水災害的災情日

益慘重，跟人類的居住於洪水好發區有關。關於這點跟 Cannon(1990)在英國鄉村的洪水

研究相似，隨後這類以區域為考量的災害研究開始產生，所研究的災害類別也開始多元

起來，除了洪水，亦包括海嘯、霜凍災害、海岸侵蝕、水污染等等(Kates, 2015)。Kates(2015)

在其研究對災害研究的回顧中，指出這類的研究的範疇可以包含五個項目：(1)人類分布

在災害區域的擴張；(2)檢視人類對災害的可能調適措施；(3)研究人類對災害的感受及如

何預估其發生；(4)描述在人類社會結構中其選擇降低災害的適應方式；(5)估計各種調適

政策下對社會的影響。 

     

(二)災害識覺 

    從上述的研究取向，成功的將人類的調適行為結構化，並作為一種災害研究的方

向，尤其這類研究開始關注「災害識覺」的問題，從人類如何去看災害這件事出發，顯

示出災害研究已經從純粹的災害研究加入了更多人文因子進去。1970 年代晚期，隨著傳

統人文生態學的發展，災害研究關注的項目，更關注一些社會的結構問題，如貧富不均、

社會正義等等，社會結構也正式被納入了災害研究的一環(陳志嘉，2011)。Cutter (1996)

則指出過去 50 年的災害研究聚焦於三個問題：(1)人類佔據災害地區的情形為何；(2)面

對自然災害時人類與社會的反應與影響其所做出的調適選擇的因素為何；(3)如何降低環

境災害的影響與風險。然而到了現今，我們更應加入一個問題是「社會面對災害是否變

得更脆弱？」。因此發展到 20 世紀末期與 21 世紀初，由人文角度切入的災害研究，已

經成為現今災害研究的趨勢。 

    早期的環境災害識覺研究，傳承 Barrow(1923)的人文生態學(human ecology)觀點，

強調地理學在進行生態分析時應該以人類對環境的調適為出發點，而著名的環境災害識

覺研究，則始於 White(1945)對美國洪患的探討，他發現雖然防洪設施不斷興建、防洪經

費也年年成長，但洪患的損失卻持續增加，主要是過去環境災害研究大都偏重於工程結

構性的災害防治之道，而忽略了人文社會面向所致。White(1945)認為災害的發生與人的

反應息息相關，事實上災害是由於人的主動和選擇此要件所構成的，也就是要從人的角

度來看環境的問題。1960 年代起，White 的學生 Burton 及 Kates 等人積極投入災害識覺

相關研究，促使該領域在學術界中快速發展，並形成 White-Burton-Kates 學派，成為災

害識覺研究主流之一(Paul, 1997)。在防治自然災害上常採取工程手段，但 White (1945)

認為防災也應從人的角度著手，提出由識覺所反映出的行為決定了人是否受災，因此，

首將識覺納入災害探討，開啟爾後災害識覺及調適行為的相關研究。White (1974)進一步

指出，預防自然災害的發生不應只是增加外在硬體防災措施而已，更應從人們的災害識

覺著手，建立危機意識，充實災害防治知識，提高民眾的防災應變能力。以歐洲為例，



過去防洪措施大都採用水利工程，將洪水阻絕於河道或洪泛平原，但此概念逐漸受到挑

戰，運應而起的洪水風險管理計畫(flood risk management plan)則是整合水與土地的綜合

治理 (Hartmann and Driessen, 2017)。洪水風險管理計畫中特別著重權利關係人的參與，

尤其是要瞭解他們的災害識覺，因為洪水風險是社會所建構的，因此也必須從人的角度

著手(Roos et al., 2017)。 

    災害識覺已被廣泛應用，在國外方面，Chacowry (2016)曾探討模里西斯民眾的水患

災害識覺，認為深入分析居民對水患之看法，將有助於洪災風險管理。Milman and Warner 

(2016)則探討美國麻州水災，由於觀點不同，政府部門及私人地主所採取的調適策略也

互有差異。在國內方面，林韋秀、廖學誠(2005)曾分析汐止地區店家的洪患災害識覺及

調適行為；洪政耀、林雪美(2010)曾針對新竹縣五峰及尖石鄉坡地災害，探討居民的災

害識覺，並分析與調適行為之關聯；陳永森(2010)以莫拉克颱風災害為例，探討在極端

氣候影響下，台灣在環境規劃與面對災害過程中，民眾與政府的災害識覺應作適度的調

適與修正；葉凱翔、蔡慧敏(2012)研究谷關地區觀光旅遊發展，提出災害風險識覺之旅

遊概念，可透過環境特性、旅遊人數與災害史相互作用、進行評估；另外，羅煒婷、林

雪美(2013)亦曾分析宜蘭冬山河流域洪患區居民的災害識覺，可作為風險評估中脆弱性

指標之一。 

 

(三)調適行為 

    除了災害識覺外，調適行為的相關研究也日益受到重視，因為調適行為的發生會因

不同的災害識覺而有所差異，至於影響調適行為的因素則可概略區分為個人性因素及外

部性因素。在個人性因素方面，包括認知、態度、人口屬性、社經階層、受災經驗、資

源擁有度及環境的熟悉度等均會影響到災民的調適行為(徐美玲，1990；楊雲龍，1995；

薩支平、陳騫文，2003；Downs, 1970; Myatt et al., 2003)。一般而言，知識會影響到個人

態度，如對環境的關切態度，態度再轉而產生行為，亦即個人在採取任何行為之前，是

依其既有的認知與態度來行動，並影響到調適行為(楊冠政，1992；Downs, 1970)。除了

認知與態度外，個人的人口屬性與社經地位，常會影響到個人對事物的認知與回應，如

種族、年齡、性別、家戶收入、教育程度、家中 12 歲以下兒童數等因素，進而影響到

其調適行為(楊冠政，1992；王靜儀，2000；Cutter et al., 2000; Lindell and Perry, 2000)。

受災經驗亦是影響調適行為的重要因素之一，Rogers(1997)曾指出，人類的認知根基於

災害的經驗，即人類對環境災害風險識覺係經由災害的直接經驗學習過程中所獲得，此

即「學習理論」或「揣測理論」，並進而對災害作出回應與調適。在資源擁有度部份，

若個人擁有的資源程度較高，則會比較擔憂財產因災害而遭受到損失，例如面對洪患，

房子是自有的或租來的，居民的災害識覺與調適行為就會有所不同(張長義，1985；White, 

1974)。另外在環境熟悉度部份，現代社會由於工作或就學等原因，會經常遷移，往往使

得剛搬遷到新環境的居民，對於當地的熟悉度不高，也不瞭解當地的環境問題，甚至身



處於潛在災區而不自知(Cutter et al., 2000)。 

    在外部性因素方面，則包括災害資訊的來源、社會脈絡、災害特性及空間區位特性

等(張長義，1977；王秋原等，1981；Choudhury et al., 2004)。王靜儀(2000)曾指出，人

們對風險資訊的來源與對資訊來源的信任程度，會決定及影響民眾對各項環境風險的識

覺態度與調適行為。當個體所接受的資訊與先前的經驗不同時，內心會產生矛盾的想

法，容易產生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的現象，行為也因此會跟著改變(張春興，

1987)。此外，雖然災害對社會福祉的威脅固然甚鉅，但社會脈絡的特性也會影響到對災

害的回應(Cutter et al., 2000)。不同經濟發展程度社會下的民眾，在面對洪患災害威脅時，

其所採取的調適行為亦會有所不同，例如孟加拉及中國廣東居民學會如何與洪水相處

(Rahman, 1996; Wong and Zhao, 2001)，但在美國內華達州居民則採取購買保險方式以分

攤洪患風險(Blanchard-Boehm et al., 2001)。在災害特性部份，災害發生的頻率、強度與

範圍，會讓民眾對災害有不同的看法，進而影響災害的預期心理及調適行為(White, 

1974)。至於空間區位部份，由於環境災害的分布及嚴重情形具有空間差異，所以民眾居

住的空間位置會影響到其災害識覺，當居住位置災害風險越高時，民眾越會採取積極的

調適行為(張長義，1985；Lindell and Perry, 2000)。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區域 

本研究將以宜蘭縣大同鄉做為研究區域，居民以泰雅族為主(圖 1)。大同鄉境內共有

10 個村，全鄉總人口數為 6,065 人，包括寒溪、崙埤、松羅、復興、英士、樂水、太平、

茂安、四季及南山等 10 村，其中復興及太平村以漢人為主，其餘 8 村均為泰雅族部落。

根據水土保持局資料得知，宜蘭縣大同鄉共計有 42 條土石流潛勢溪流，密布於全鄉境

內，對當地居民造成莫大的威脅(圖 2、表 1、表 2)。 

 

 

 

 

圖 1 宜蘭縣大同鄉位置圖 

 

 

 

 



 

 

 

圖 2 宜蘭縣大同鄉土石流潛勢溪流位置圖(水保局，2019) 

 

表 1 宜蘭縣大同鄉土石流潛勢溪流統計(水保局，2019) 

村里 潛勢溪流數 

南山村 7 

崙埤村 3 

松羅村 4 

太平村 2 

茂安村 8 

四季村 6 

復興村 5 

英士村 2 

樂水村 3 

寒溪村 2 

 

 



 

表 2 宜蘭縣大同鄉土石流潛勢溪流編號及位置(水保局，2019) 

鄉 村 土石流潛勢溪流編號 重要地標 發生潛勢 警戒值(mm) 

大同鄉 樂水村 宜縣 DF062  智腦堤防 中 500 

大同鄉 樂水村 宜縣 DF061  智腦堤防 中 500 

大同鄉 樂水村 宜縣 DF060  碼崙橋 高 500 

大同鄉 復興村 宜縣 DF143  牛鬥派出所 中 450 

大同鄉 復興村 宜縣 DF090  復興橋 中 500 

大同鄉 復興村 宜縣 DF089  清水地熱發電場 中 500 

大同鄉 復興村 宜縣 DF088  地熱發電試驗場 中 500 

大同鄉 復興村 宜縣 DF087  清水溫泉 中 500 

大同鄉 寒溪村 宜縣 DF086  寒溪國小 低 500 

大同鄉 寒溪村 宜縣 DF085  寒溪大橋 低 500 

大同鄉 崙埤村 宜縣 DF053  崙埤橋 低 500 

大同鄉 崙埤村 宜縣 DF052  崙埤橋 低 500 

大同鄉 崙埤村 宜縣 DF051  崙埤橋 低 500 

大同鄉 英士村 宜縣 DF059  四季國小英士分

校 

低 500 

大同鄉 英士村 宜縣 DF058  英士山莊 低 500 

大同鄉 茂安村 宜縣 DF144  志航橋 高 500 

大同鄉 茂安村 宜縣 DF071  有澗橋 低 500 

大同鄉 茂安村 宜縣 DF070  茂安橋 低 500 

大同鄉 茂安村 宜縣 DF069  德荃橋 低 500 

大同鄉 茂安村 宜縣 DF068  嘉惠橋 低 500 

大同鄉 茂安村 宜縣 DF067  嘉興橋 低 500 

大同鄉 茂安村 宜縣 DF066  太平山森林遊樂

區 

高 500 

大同鄉 茂安村 宜縣 DF065  茂安社區活動中

心 

高 500 

大同鄉 南山村 宜縣 DF084  章傑橋 低 500 

大同鄉 南山村 宜縣 DF083  星文橋 低 500 

大同鄉 南山村 宜縣 DF082  家襄橋 低 500 

大同鄉 南山村 宜縣 DF081  南山國小 中 500 

大同鄉 南山村 宜縣 DF080  可法橋 低 500 

大同鄉 南山村 宜縣 DF079  南山國小 低 500 

大同鄉 南山村 宜縣 DF078  美優橋 低 500 

大同鄉 松羅村 宜縣 DF057  松羅橋 低 500 

大同鄉 松羅村 宜縣 DF056  松羅天主堂 中 500 

大同鄉 松羅村 宜縣 DF055  玉蘭橋 低 500 

大同鄉 松羅村 宜縣 DF054  玉蘭橋 低 500 



大同鄉 四季村 宜縣 DF077  四季一號橋 低 500 

大同鄉 四季村 宜縣 DF076  四季國小 高 500 

大同鄉 四季村 宜縣 DF075  四季二橋 低 500 

大同鄉 四季村 宜縣 DF074  四季國小 高 500 

大同鄉 四季村 宜縣 DF073  碧水橋 低 500 

大同鄉 四季村 宜縣 DF072  敦厚橋 低 500 

大同鄉 太平村 宜縣 DF064  太平山國家森林

遊樂區 

低 500 

大同鄉 太平村 宜縣 DF063  土場派出所 低 500 

 

 

(二)研究方法與步驟 

1. 理論架構 

    本研究探討災害識覺的觀點，將奠基於「保護動機理論(Protection Motivation Theory, 

PMT)」(Bubeck et al., 2012)，該理論架構分析災害的保護動機源自於認知減災過程

(cognitive mediating process)，包括兩部份：(1)威脅評價(threat appraisal)：對災害機率的

認知、對災害後續影響的認知；(2)應對評價(coping appraisal)：對自我效能認知、對反應

效能認知、對反應成本認知。認知減災過程也受到資訊來源(Source of Information)所影

響，例如口頭勸說、觀察學習、個人特質及過去受災經驗等，不同的保護動機也會有不

同的應對方式(Coping Response)，包括保護的措施或不保護的措施等(圖 3)。 

 

 

圖 3 保護動機理論架構 

 

2. 研究方法 

    為了分析宜蘭縣大同鄉居民對土石流災害的災害識覺及調適行為，並以保護動機理

論架構來探討，本研究採用下述分法來進行研究： 

 

(1)文獻分析 

    收集大同鄉土石流災害相關文獻資料，包括新聞報導、災害案例、期刊報告、碩博



士論文及網路資訊等。此外，至大同鄉公所、戶政事務所及農會辦事處等當地機構，收

集社區產業、人口、經濟等基本資料，並進行文獻分析。 

 

(2)實地觀察 

    為能夠對當地土石流災害有更深入的觀察，本研究採用行動參與法，瞭解社區民眾

面對土石流災害之應對過程，從防颱準備、任務編組、人員撤離及災後復建等均實地參

與觀察。 

 

(3)深度訪談 

採用質性研究方式，進行非結構式的深入訪談，選取對大同鄉土石流災害現況較了

解或參與防救災工作能提供研究相關資料的重要人物，包括社區理事長、理監事、村長、

鄉民代表、鄰長、當地居民等，詢問他們對土石流災害之看法，以及防救災過程中之建

議。此外，亦針對鄉公所鄉長、秘書及相關災防人員進行深度訪談，以瞭解政府在當地

防救災之政策及成效。深度訪談人員共計 24 位，名單如表 3 所示。 

 

(4)研究倫理審查 

本研究案必須針對大同鄉原住民族進行深度訪談，因此，申請研究倫理審查，屬微

小風險審查案件，完成研究倫理 6 小時教育訓練課程，並獲通過，編號為 201806HS038，

詳如附件所示。 

 

 

 

 

 

 

 

 

 

 

 

 

 

 

 

 



 

表 3 深度訪談名單表 

序號 代碼 性別 年齡 職務 

1 A-1 男 57 當地居民，工人，兼務農 

2 A-2 男 49 當地居民，工人 

3 A-3 男 45 大同鄉○○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4 A-4 男 50 大同鄉○○村第○鄰鄰長 

5 A-5 女 85 當地居民，家管 

6 A-6 男 60 大同鄉○○村村長 

7 A-7 男 40 大同鄉○○派出所警員 

8 A-8 男 45 大同鄉○○派出所警員 

9 A-9 男 40 當地居民，工人 

10 A-10 女 50 當地居民，家管 

11 A-11 女 50 當地居民，餐飲店老闆娘 

12 A-12 女 59 大同鄉○○村前村長 

13 A-13 男 46 當地居民，工人 

14 A-14 男 40 當地居民，工人 

15 A-15 男 58 大同鄉公所○○課課長 

16 A-16 男 60 大同鄉公所秘書 

17 A-17 男 53 大同鄉公所○○室主任 

18 A-18 男 60 大同鄉公所○○課課員 

19 A-19 男 60 大同鄉公所鄉長 

20 A-20 男 75 大同鄉○○村村長 

21 A-21 男 55 大同鄉○○村鄉民代表 

22 A-22 男 50 當地居民，雜貨店老闆 

23 A-23 男 35 宜蘭縣政府消防局○○分隊隊員 

24 A-24 男 30 宜蘭縣政府消防局○○分隊隊員 

25 A-25 男 45 當地居民，工人 

 

 

 

 

 

 

 



四、結果與討論 

 

(一)颱風事件 

 2018 年至 2019 年間重要的颱風事件共有 6 個，包括瑪莉亞(MARIA)、山竹

(MANGKHUT)、丹娜絲(DANAS)、利奇馬(LEKIMA)、白鹿(BAILU)、米塔(MITAG)，

其中只有白鹿颱風有登陸於屏東縣滿州鄉外，其餘颱風均未登陸台灣，颱風發生時間大

都介於 7 月至 9 月間，其中有 3 個強烈、1 個中度、2 個輕度颱風，概述如表 4 所示： 

 

表 4 2018 年至 2019 年間重要的颱風事件概述 

颱風名稱 侵(近)臺日

期 

發布時間 最大強度 近中心最

大風速 

登陸地段 

瑪莉亞 

(MARIA) 

2018 年 07

月 11 日 

海上 2018-07-09 

14:30:00 

陸上 2018-07-09 

23:30:00 

強烈 55 (公尺/

秒) 

無登陸 

山竹 

(MANGKHUT) 

2018 年 09

月 15 日 

海上 2018-09-14 

11:30:00 

強烈 60 (公尺/

秒) 

無登陸 

丹娜絲 

(DANAS) 

2019 年 07

月 18 日 

海上 2019-07-16 

23:30:00 

陸上 2019-07-17 

11:30:00 

輕度 23 (公尺/

秒) 

無登陸 

利奇馬 

(LEKIMA) 

2019 年 08

月 09 日 

海上 2019-08-07 

17:30:00 

陸上 2019-08-08 

08:30:00 

強烈 53 (公尺/

秒) 

無登陸 

白鹿 (BAILU) 2019 年 08

月 24 日 

海上 2019-08-23 

05:30:00 

陸上 2019-08-23 

14:30:00 

輕度 30 (公尺/

秒) 

屏東縣滿州

鄉 

米塔 (MITAG) 2019 年 09

月 30 日 

海上 2019-09-29 

08:30:00 

陸上 2019-09-29 

20:30:00 

中度 38 (公尺/

秒) 

無登陸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2019)。 

 



(二)災害狀況與處理 

大同鄉土石災害狀況最為頻繁及嚴重的部落首推英士村，1981 年 6 月，裘恩(JUNE)

颱風來襲，英士部落旁的梵梵溪暴漲，衝毀堤防，水淹英士國小，附近的英士村活動中

心、衛生室及部分民房也受波及，災情相當慘重。1997 年安珀(AMBER)颱風帶來豪雨，

造成英士部落邊坡山溝發生嚴重土石流災害，當地英士派出所及部分民宅被泥沙堆積，

聯外道路也塌陷損毀。2009 年 10 月，受到芭瑪(PARMA)颱風外圍環流及東北季風共伴

效應影響，大同地區降下超大豪雨，造成當地嚴重災情，多處淹水、交通中斷，英士村

於颱風期間也發生崩塌災害。2011 年 10 月，奈格(NALGAE)颱風環流加上東北季風的

共伴效應，在宜蘭地區降下豪雨，3 天內在牛鬥雨量站降下超過 1,600 mm 雨量，造成台

7 線 90 K 處道路上邊坡，因蝕溝沖刷發生崩塌型土石流災害。附近的防砂設施、排水邊

溝、道路及景觀與步道設施均受土石淤埋。上邊坡防砂設施、台 7 線護欄及下邊坡護岸

也遭土石撞擊毀損。道路毀損約 100 m (水保局，2019)。 

 英士部落土石災害較多主要與當地的區域地質密切相關，附近集水區內主要為廬山

層(板岩或千枚岩，偶夾薄層變質砂岩)及四稜砂岩(厚層變質砂岩)，另有局部乾溝層(硬

頁岩、板岩、千枚岩)；另外，在地質構造方面，當地集水區內有牛鬥斷層經過(水保局，

2019)。當累積雨量已使土體的含水飽和時，並沖刷坡面產生逕流後，就容易導致災害發

生，尤其是當地邊坡地質組成以廬山層為主之區域，其組成以板岩或千枚岩為主，且鄰

近斷層，構造裂隙相對發達，受豪雨時易崩塌滑動導致土石災害(水保局，2019)。 根

據水土保持局的土石流潛勢分析，英士村的土石流潛勢溪流主要有兩處，分別為英士山

莊(編號宜縣 DF059)及四季國小英士分校(編號宜縣 DF059) (水保局，2019)。 

 由於莫拉克颱風造成台灣原鄉部落重創，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乃於 2010 年委託國

立成功大學辦理「非莫拉克颱風災區環境敏感地區聚落安全評估」，調查 88 處原鄉部落

安全，分析後提出 35 處不安全原住民族部落，英士社區即是其中之一，並建議遷村(經

建會，2010)。另外，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也於 2011 年委託中興工程顧問社進行「原

住民族地區部落環境調查及基礎建設政策研析計畫」，也提出英士社區有土石災害之虞

(原民會，2011)。中興工程顧問社辜炳寰等(2014)曾研究「原住民族部落之安全遷居地篩

選原則與問題研析」，指出英士部落原居地相當不安全，尤其是有立即土石流危害之 2

鄰、5 鄰、6 鄰住戶，宜盡快進行遷移，以利安全，並應針對邊坡滑動地區，進行邊坡

維護。 

 顯然地，英士部落安全堪虞，過去曾發生多起洪水、崩塌、地滑及土石流等災害，

地質條件欠佳，且有牛鬥斷層經過，以致於每次颱風豪雨過大時，居民就必須撤離，此

外，經過相關學術及工程顧問公司評估後，也提出遷村之建議，以確保居民生命安全。 

由於近年來災害不斷，政府各級單位也日益重視防救災工作，尤其是設立災害應變

中心，力求即時搶救災害，降低最大損傷。颱風來襲前，大同鄉公所接獲縣政府災害應

變中心指示後，才會跟進成立災害應變中心，國軍部隊防災聯絡官也會進駐，協調國軍



進行防救災工作。受訪的鄉公所課員指出：「如果提升為一級警戒狀況時，就要開始準

備英士社區的撤離工作，因為英士村曾經有河水氾濫、沖毀堤防，又有土石流、地滑，

也是水保局劃定的土石流潛勢區，相當危險」(A-18)。前任鄉長現為鄉公所秘書也指出：

「災害防救我們已經很熟練了，颱風來時都要特別提高警覺，尤其是英士部落，因為之

前有淹水、土石流，現在又有地滑狀況，所以進入一級警戒狀況時就要撤村」(A-16)。

受訪課員進一步指出：「災害應變中心要處理颱風期間所有事情，國軍聯絡官、警消代

表及公所人員都要進駐，隨時觀察颱風動向，並且與縣政府災害應變中心密切聯繫；鄉

公所的災害應變中心主要是由民政課負責，但有許多課室都要共同協助」(A-18)。鄉公

所受訪課長指出：「成立災害應變中心後要派人輪流值班，隨時要回報災情，掌握實際

狀況，跟縣府密切聯絡」(A-15)。鄉公所受訪主任也指出：「鄉公所會排班，輪流進駐災

害應變中心，總共有 7 梯次，晚上都由男生負責值夜，要密切留意災害狀況，輸入電腦

系統中，隨時跟縣政府連線、掌握狀況」(A-17)。 

除了鄉公所外，當地的警察及消防人員也都會投入災害應變中心，尤其是國軍提供

的人力及物力，對大同鄉防救災工作之推動至為關鍵。受訪的消防人員即指出：「這次(利

奇馬颱風)國軍部隊進駐到大同鄉公所來協助防救災工作，有推土機、救護車、軍用卡車

及悍馬車等機具，隨時待命，準備協助村民撤離，幫忙搬運物資，部隊的幫忙對我們來

說是非常重要」(A-23)。另一位消防人員也說：「鄉公所、國軍弟兄、警消人員，不同單

位的人要互相配合協調，做好防災工作，不能出示」(A-24)。 

 

(三)保護動機分析 

1. 資訊來源(Source of Information) 

本研究探討災害識覺的觀點，是奠基於「保護動機理論」(Bubeck et al., 2012)，民眾

認知災害的過程中會受到資訊來源所影響，例如口頭勸說、觀察學習、個人特質及過去

受災經驗等， 

(1)個人特質 

此次受訪的 25 位人員中，除了部分鄉公所職員、派出所警察及消防人員外，大都是

居住當地甚久的居民，對部落已有相當的認識與了解。受訪居民指出：「從小就住在這

裡」(A-2)。也有部分受訪者是自他處移入英士部落，但也在此居住甚久，受訪居民指出：

「我在這裡住了 60 多年」(A-5)。「我一直都住在這裡，對這裡很熟了」(A-10)。受訪的

居民能清楚了解當地災害狀況。 

 

(2)受災經驗 

受災經驗會影響到民眾對災害的認知，進而影響其防災的保護動機，由於受訪者在

英士部落長久居住，所以受災經驗也非常普遍。過去梵梵溪常有氾濫淹水情況，甚至潰

堤沖毀部落，因此，居民的水災經驗甚為普及，受訪者指出：「過去遇過許多次颱風水



災，道路都斷了，無法出去，生活上很不方便」(A-1)；也有民眾談及過去淹水經驗：「國

中時曾遇過大洪水，英士國小操場都流失了，蓋了堤防後就再也沒有洪水的問題了」

(A-3)。 

雖然梵梵溪氾濫情況已有改善，但取而代之的卻換成崩塌及土石流，受訪者指出：「後

面道路山坡曾經崩落，附近居民有搬走的」(A-5)，社區發展協會幹部也指出：「現在部

落比較大的災害反而是土石流，那邊山坡曾經有崩塌，沖到山谷處，對社區造成損害」

(A-3)。當地派出所警員也指出：「派出所附近山溝曾經發生土石流，部落邊坡也有崩塌」

(A-7)，另一位警員也說：「這裡是土石流潛勢區，也發生過土石流災害」(A-8)。此外，

2011 年格奈颱風造成當地邊坡崩塌後，進一步發現在崩塌處源頭附近有地滑現象。前任

鄉長指出：「山上坡面滑動很明顯，電線桿都傾斜了，我們一定要特別留意」(A-16)。現

任鄉長也指出：「英士那邊很危險，房子有裂縫，路面也有龜裂，表示還在滑動，鄉公

所要特別注意」(A-19)。 

英士部落可概分為上下部落，居住在上部落的受訪居民指出：「我們上部落比較沒有

淹水問題，地勢較高，比較怕得是石頭會掉下來，路旁崩塌，路不通了」(A-9)。另一位

上部落居民也指出：「上次土石流就從這邊沖下去，整個山溝都是」(A-10)。受訪的店家

也說到當時上部落情景：「上次土石流很嚴重，就在我家前面，整個山坡都垮下去了；

前幾年又說那邊山坡會滑動，有斷層、不安全，所以颱風太大就要我們撤離」(A-11)。

另一位受訪的上部落居民指出：「民國 80 幾年的土石流讓我印象深刻，就在我家附近，

水太多了，排水不良、涵管又堵塞，山坡崩塌下來，道路都斷掉不通」(A-21)，其進一

步指出：「最近政府單位有來調查，說我們這裡有牛鬥斷層經過，幾年前上面民宿那邊

的果園滑下去，很危險」(A-21)。 

 居住在下部落的居民則有不一樣的災害經驗，受訪的前村長指出：「民國 86 年安珀

颱風雨量太大，造成土石流，從山上一直留下來，連派出所都被土砂淹到一樓高」(A-12)。

下部落的受訪者指出：「上次土石流時沖到我們這邊，擋也擋不住，大家只好拼命往那

邊跑，連派出所警察都跟著跑，太嚇人了」(A-13)。另一位下部落居民也指出：「上次土

石流時令我印象深刻，整個山溝都被埋掉了，沖到道路房屋這邊過來，我們清很久」

(A-14)。 

 

(3)得知災害訊息 

由於電視及網路日益普及，居民得知颱風豪雨的資訊來源主要來自於此，受訪者即

指出：「我主要都是看電視，現在氣象預報還蠻準的」(A-1)。另一位受訪者也說到：「看

電視氣象預報，知道颱風有沒有來，有時候也會用手機看網路新聞」(A-2)。不過還是有

居民會特別留意當地天氣變化，受訪者指出：「我們習慣上還是會看山上的情況，如果

雲很多很暗時，我們就要特別留意，會害怕，不敢留下來」(A-11)。 

除了電視及網路外，鄉公所及村長也會在颱風來襲前至部落宣導，希望民眾做好防



颱準備。「颱風前鄉公所也會來宣導，社區有廣播系統，村長都會用廣播通知大家注意

颱風」(A-1)；「村長要幫忙宣導，挨家挨戶通知，鄉公所災害應變中心成立後就要一起

行動，配合防災工作」(A-6)。受訪的店家也表示：「颱風來臨前，我們的村長會透過廣

播通知大家要做好防颱準備，如果要撤離的時候，村長一定會來通知，派出所警察也會

過來勸導，叫大家快點離開」(A-22)。 

 

2. 威脅評價(Threat Appraisal) 

(1)對災害機率的認知 

本研究詢問受訪者，覺得當地再發生洪水或土石流災害的機率是否甚高，以及會不

會有嚴重後果。雖然梵梵溪旁的堤防已建置完成，不再有潰堤淹水情況，坡地的水土保

持工程及排水系統也修繕完畢，擋土牆亦做更新補強、堅固完整，但居民卻普遍認為當

地還是會再發生洪水或土石流災害，且機率甚高，主要原因是氣候變遷所致。受訪者指

出：「我覺得我們這裡還會有災害，機率應該蠻高的，因為颱風好像蠻多的」 (A-1)。另

一位受訪者也指出，「會，一定會，上游下大雨，這裡河水就很大，氣候好像不太一樣

了，雨又大又急，有時都來不及跑」(A-2) 

部落位處牛鬥斷層附近坡地曾發生地滑現象，現場電線桿也有傾斜，政府單位已在

此進行多年的坡面滑動及地下水位監測，但當地居民卻都無法得知監測結果，亦不知是

否有繼續滑動。受訪的社區協會幹部指出：「這麼多年來，是否還有滑動？政府有些單

位在進行監測，應該要跟我們說，讓部落居民知道地滑狀況」(A-3)。受訪村長也指出：

「政府中央單位應該揭露訊息，讓大家知道現在到底有沒有滑動危險」(A-6)，前村長也

指出：「政府相關單位有在這裡進行地質調查，說我們這邊是順向坡，有可能會慢慢滑

下來，尤其是颱風大雨的時候，但到底滑動了多少？」(A-12)。 

 

(2)災害撤離 

由於英士部落曾發生過土石災害，有鑑於莫拉克颱風造成台灣中南部原鄉部落重

創，因此，為顧及防患於未然，當颱風達一級警戒且累積降雨量預估會超過 500 m 警戒

標準值時，就必須進行強制撤離。前村長指出：「由於民國 86 年時我們這裡曾經發生過

嚴重的土石流災害，所以莫拉克風災後，為了大家的安全，每次颱風超過警戒值時我們

就必須撤離」(A-12)。 

「撤離時鄉公所會來催大家下山，阿兵哥也會來幫忙載東西，風雨太大時，不離開

不行啊！」(A-5)，另一位受訪者也指出：「鄰長也要去通知居民撤離，國軍會來幫忙搬

東西，載人去復興村安置中心」(A-4)。進行強制撤離時，當地派出所警員會至部落勸導

居民撤離，受訪警員指出：「颱風來時，如果達到一級警戒，我們接獲命令後，就要開

始進行宣導撤離，協助防災工作」。雖然警員進行柔性勸導撤離，但還是有少許部落居

民不願離開，撤離至山下，另一位警員即指出：「我們只能盡量規勸，避免過於強制，



以免造成不愉快，有時村長也會過來幫忙勸說，居民大都會配合撤離」(A-8)。鄉公所課

員也指出：「撤離時有些人會躲起來，不想走，我們會派人去勸導，警察也會協助搜尋，

規勸他們離開，有些人不想走，因為搬來搬去很麻煩，但是這也沒辦法，怕有意外」

(A-18)。前任鄉長也指出：「村民有時候也會覺得很煩，不過就怕出事，誰能負責呢？」

(A-16)。 

 

3. 應對評價(Coping Appraisal) 

(1)防災能力 

在應對評價中民眾覺得自己是否有能力進行防災工作至為關鍵，由於當地居民生活

簡便，部分民眾在防災工作上並沒有特別準備，受訪者即指出：「可以的，我自己有能

力做防災工作，因為我的東西不多，也沒有什麼貴重物品，應該還好」(A-1)，也有受訪

者說道：「門窗關好就好了，沒甚麼」(A-2)。另一位居民也指出：「家裡沒有什麼東西，

不用特別搬或收拾，颱風來要撤離時，我只要把門關好就行了，不過比較擔心的是，鐵

皮屋屋頂，要拿石頭壓住才行，不然就飛走了」(A-10)。另一位受訪者為餐飲店老闆娘，

由於餐飲工具較多，所以颱風來襲前，必須花費較多心力進行防颱工作，其指出：「颱

風來前，我們一定要先收拾好東西，店面東西要蓋好、綁緊，避免被吹走了」(A-11)，

其進一步指出：「我們山上有地，種水果及竹子，颱風來時竹子比較沒關係，不過水果

就麻煩了，也撤不走，沒辦法」(A-11)。 

 居住在下部落的居民，由於地勢較為低漥，因此，颱風期間則必須做好防水工作，

受訪居民指出：「颱風來時水會沿著馬路流過來，一定要用沙包疊好防水，不然家裡會

淹水，另外，我們也要在颱風前先去清理水溝，不要堵塞，不然淹水會更嚴重」(A-13)。 

 

(2)防災準備工作 

如果颱風來襲風雨不大時，當地居民大都會留在部落，進行簡易防颱工作，不過若

降雨量預估會超過警戒標準而必須強制撤離時，居民們大都會配合規勸，撤離至山下安

置中心或親友家裡。「雖然未來還是會有災害發生，不過不會有什麼嚴重後果的，因為

我們已經習慣了，如果危險的話，我們就撤離到山下去」(A-1)，受訪者進一步指出：「要

看電視，知道颱風要不要來，如果要撤村的話，就跟著大家走，去復興村活動中心，不

用花什麼錢」(A-1)。除此之外，也有受訪者因為不想打擾親友，所以選擇去安置中心避

難，例如某位受訪居民指出：「撤離時我會去復興村活動中心，雖然山下哥哥姊姊都有

房子可以給我們住，不過不想麻煩他們，在安置中心有得吃有得住，也很方便，就待幾

天而已，不想麻煩親友」。不過有受訪者因在平地也有房子，所以撤離時並不會去安置

中心，其指出：「如果要撤離，有的人會搬去復興村安置中心那邊，有的人就住在平地，

我們因為在三星有房子，所以撤離時就去三星住」(A-11)。 

撤離至安置中心是權宜之計，不過對部分民眾而言仍有其困難性，尤其是獨居老人。



受訪居民指出：「村裡有許多獨居老人，特別需要別人照顧，雖然平時大家都會互相幫

忙，不過在颱風期間撤離時，他們就比較不方便，在安置中心需要有人照料，尤其是要

攜帶醫療物品」(A-12)。撤離至安置中心時，當地居民及社服團提也都會提供援助，受

訪的當地村長指出：「我們活動中心做為暫時的安置中心，鄉公所會提供民生用品，我

們歡迎他們來躲避風雨，畢竟那邊比較危險；但我們不會造成負擔，我們也會表達關心，

希望他們平安，有時有些民間社福單位也會主動提供物資給他們，他們離開時也都會整

理乾淨」(A-20)。 

雖然安置中心提供庇護場所及相關生活必需品，不過仍有許多居民寧願去親友家住

也不願意撤離至安置中心，因為有親情的依靠與照料，備感溫馨，某位受訪者指出：「颱

風要來就去姊姊家住，安置中心不方便，人又多，全擠在一起，在大姊家住感覺比較溫

暖」(A-2)，另一位受訪者也指出：「颱風時住在宜蘭的兒子會回來載我們下山住，颱風

過後又載我們上來」(A-5)。此外，安置中心缺乏隱私，也讓部分居民卻步，受訪居民說：

「安置中心沒有隱私，大家睡在那裡，很克難，有時候記者也會過來訪問或拍照，讓村

民心裡更難過，所以可以依親的就去親戚家裡住，不太願意來安置中心，除非是不得已

的才會過來」(A-6)。 

撤離時依親暫住固然方便，但有些民眾其親人則不在宜蘭平地，颱風撤離時則去旅

館居住避難。某位受訪居民指出：「撤離時我們都去羅東旅館住，因為平地沒有親人，

只能靠自己。雖然有安置中心，但是我的小孩比較多、年紀又小，很不方便，所以就去

旅館住」(A-9)。另有受訪者指出：「安置中心吵雜，不太想去，平地雖然有親友，但也

不想打擾他們，所以每次要撤離時，我們全家就去羅東住旅館，要花不少錢」(A-25)。 

居民撤離至山下後，當颱風離開時，民眾也就陸續返回部落裡，因為這裡是他們生

活所繫。從 2010 年迄今，英士部落已撤離 17 次，幾乎每年都有，如表 5 所示。撤離過

程，居民必須整理打包，回來後又必須重新整理，對民眾生活影響甚大。受訪的社區幹

部指出：「不是每次颱風一來就叫大家撤離，撤離後回來一看也沒有發生什麼事，大家

白忙一場，很不方便，在平地有房子，要撤離時就去平地住，反而鼓勵大家往山下住，

這樣不好」(A-3)。另一位受訪者也指出：「村民常被通知要撤離，但颱風過後，部落還

好好的，非常擾民，撤離的標準應該要再評估，尤其是雨量部分，不要動不動就撤離，

徒增村民困擾」(A-6)。受訪店家指出：「撤離時東西要收拾，搬來搬去的很麻煩」(A-11)。

雖然撤離過程難免擾民，但就政府立場而言，還是以安全第一作為優先考量，受訪警員

指出：「還是要遵照規定，依上級指示撤離，萬一發生土石流災害時要怎麼辦？民眾安

全最重要，避免有任何的損傷」(A-8)。 

 有鑑於動輒撤離造成民怨，鄉公所乃視當時颱風情況，若達一級警戒但當地風雨並

非甚大時，則採取自主撤離方式，鄉公所仍舊會派員至英士社區規勸撤離，警員也會一

同宣導，但並非強制性，由村民自行決定負責。受訪鄉長指出：「自主撤離比較有彈性，

我們會視當時情況而定，這次颱風(利奇馬)我們就是這樣作業，雖然有較高風險，但居



民也比較能接受」(A-19)。受訪村民也相當肯定這種作法，其指出：「這次是自主性撤離，

沒有強迫，有一些人先下山去，不過還有很多人留在山上，我們覺得風雨不大，不用走，

留在這裡就好」(A-22)。 

 

表 5 英士部落颱風撤離統計表 

年度 日期 颱風 撤離狀況 

2010 9 月 20 日 凡那比(FANAPI ) 210 撤離 

2011 8 月 29 日 南瑪都(NANMADOL )  

2011 10 月 4 日 奈格(NALGAE) 45 人安置，200 多人依親 

2012 8 月 1 日 蘇拉(SAOLA) 47 人安置，224 人依親 

2012 8 月 23 日 天秤(TEMBIN) 62 人安置，220 人依親 

2013 7 月 12 日 蘇力(SOULIK )  

2013 8 月 22 日 潭美(TRAMI ) 62 人安置，209 人依親 

2014 9 月 21 日 鳳凰(FUNGWONG)  

2015 8 月 7 日 蘇迪勒(SOUDELOR) 70 人安置，290 人依親 

2015 9 月 30 日 杜鵑(DUJUAN) 63 人安置 

2016 7 月 7 日 尼伯特(NEPARTAK) 47 人安置，224 人依親 

2016 9 月 16 日 馬勒卡(MALAKAS)  

2016 9 月 27 日 梅姬(MEGI)  

2017 7 月 29 日 尼莎(NESAT) 47 人安置，224 人依親 

2018 7 月 10 日 瑪莉亞(MARIA) 414 人撤離 

2019 8 月 9 日 利奇馬(LEKIMA) 自主撤離，8 人安置 

2019 9 月 30 日 米塔(MITAG) 246 人撤離 

 

(3)災害復原 

災後復原時，部落居民都會互相幫忙，此種社會網絡資本，對防救災而言甚為重要。

受訪居民指出：「颱風過後就自己整理，鄰居及親友也會過來幫忙」(A-1)，另一位受訪

居民也指出：「鄰居大家都會互相幫忙，不會花太多時間，也不會很辛苦」(A-2)。受訪

的家庭主婦也說到：「颱風過後我們回來時，我先生的兄弟都會互相幫忙，整理一下，

很快就復原了」(A-10)。 

 

4. 應對方式(Coping Response) 

(1)災害保險 

雖然英士部落受災風險甚高，但居民對災害保險意願不高，受訪居民指出：「不願意，

不用保險啦！」(A-1)，另一位也指出，「不願意，不用保險，因為不會怎樣」(A-2)」。



民眾不企求透過保險來彌補災害的損失，因為他們本身所擁有的資產也不多，反而以樂

天知命方式來面對土石流災害，某位受訪者即指出：「土石流來了就來了，還能怎樣？

颱風也一樣，我們不也都過得好好的」(A-14)。另一方面，近年來政府投入大量經費建

構部落安全，相關的防災工程及道路整備日趨完善，民眾對部落的居住安全也日益漸感

安心。受訪居民即指出：「這幾年政府在我們部落做了許多排水工程、擋土牆，道路也

鋪設的不錯，下大雨的時候，水可以快速的流下去，不會到處亂跑，感覺安全許多，比

較不用害怕了」(A-21)。因此，當地居民認為災害保險並非迫切需要。 

 

(2)遷村意願 

由於英士部落土石災害甚危，經建會及原民會所委託的研究報告也都判定當地受災

風險極高，遷村是方法之一，不過當地居民接受度甚低。前村長指出：「外面的人常叫

我們遷村，但要遷去哪裡？政府也沒有給我們土地，也沒有房子，叫我們怎麼遷？」

(A-12)。前任鄉長也指出：「遷村是不容易的，要遷去哪裡呢？誰要付錢？尤其是山上的

農地田園要怎麼辦？」(A-16)。 

村民世居於此，與土地深具情感，要請他們離開恐非易事。受訪者針對遷村議題明

確指出：「不要，住在這裡已經習慣了，過去都跑船，現在退休了，要住在這裡」(A-1)，

另一位受訪者也說道：「不要，部落生活舒服，這裡最好了，還要搬去哪裡呢？」(A-2)。

居住這裡超過 60 年的受訪者指出：「雖然有居民搬走，不過我們留下來沒有搬，因為這

裡比較寬，住得舒服，還可以養雞養鴨，種些東西，日子過得快樂些，我比較喜歡這裡」

(A-5)。 

 

 

 

 

 

 

 

 

 

 

 

 

 

 

 



五、結論 

 

宜蘭縣大同鄉位處山區，常有土石災害，尤其是英士部落安全堪虞，過去曾發生多

起洪水、崩塌、地滑及土石流等災害，地質條件欠佳，且有牛鬥斷層經過，以致於每次

颱風豪雨過大時，居民就必須撤離。颱風來襲前，大同鄉公所接獲縣政府災害應變中心

指示後，才會跟進成立災害應變中心，除了鄉公所外，當地的警察及消防人員也都會投

入災害應變中心，尤其是國軍提供的人力及物力，對大同鄉防救災工作之推動至為關鍵。 

受災經驗會影響到民眾對災害的認知，進而影響其防災的保護動機，由於受訪者在

英士部落長久居住，所以受災經驗也非常普遍。由於電視及網路日益普及，居民得知颱

風豪雨的資訊來源主要來自於此，鄉公所及村長也會在颱風來襲前至部落宣導，希望民

眾做好防颱準備。雖然梵梵溪旁的堤防已建置完成，不再有潰堤淹水情況，坡地的水土

保持工程及排水系統也修繕完畢，擋土牆亦做更新補強、堅固完整，但居民卻普遍認為

當地還是會再發生洪水或土石流災害，且機率甚高，主要原因是氣候變遷所致。 

由於當地居民生活簡便，部分民眾在防災工作上並沒有特別準備，主要是門窗關好、

鐵皮屋屋頂拿石頭壓住、用沙包疊好防水、清理水溝、東西蓋好綁緊等。如果颱風來襲

風雨不大時，當地居民大都會留在部落，進行簡易防颱工作，不過若降雨量預估會超過

警戒標準而必須強制撤離時，居民們大都會配合規勸，撤離至山下安置中心或親友家

裡。雖然英士部落受災風險甚高，但居民對災害保險意願不高，另外，經建會及原民會

所委託的研究報告也都判定當地受災風險極高，遷村是方法之一，不過當地居民接受度

甚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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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氣候變遷下民眾對土石流的災害識覺及調適行為之探討–以宜蘭縣大同鄉為例」 

訪談大綱 

 

1. 請問您在此居住多久？主要工作經驗？年齡？性別？在當地擔任何種職務？ 

 

2. 您過去有遇到洪水或土石流災害經驗？幾次？ 

 

3. 您如何事先得知災害預報？ 

 

4. 您覺得當地再發生洪水或土石流災害的機率高？會不會有嚴重後果？ 

 

5. 您覺得您自己有能力進行防災工作？ 

 

6. 您如何準備防災工作？費用會很高？ 

 

7. 災害後您如何進行重建工作？ 

 

8. 您願不願意投保洪水或土石流災害保險，以彌補災害的損失？ 

 

9. 如果政府有妥當的安排及補助，您是否願意遷移到安全的地方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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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 2019 年 10 月 26 日 

                                 

一、參加會議經過 

此次世界林業聯盟「森林與民眾健康」國際研討會是由希臘林業試驗所承辦，

主辦人為 Dr. Christons T. Gallis，為該所研究主任，會議時間自 2019年 5月 8日至

計畫編號 MOST 107 － 2410 － H － 003 － 140 － 

計畫名稱 氣候變遷下民眾對土石流的災害識覺及調適行為之探討—以宜蘭縣大

同鄉為例 

出國人員

姓名 
廖學誠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系教授 

會議時間 

2019年 5月 8日

至 

2019年 5月 11日 

會議地點 
希臘雅典 

會議名稱 

(中文)世界林業聯盟「森林與民眾健康」國際研討會 

(英文) IUFRO World Conference on Forests for Public Health 

發表題目 

(中文) 

1. 台灣私有林森林療癒基地評估與規劃 

2. 台灣森林療癒生心理效益初探分析 

(英文) 

1. Liaw, S.C. and A.Y. Chang 2019 Evaluation and planning of private 

forest therapy bases in Taiwan. IUFRO World Conference on Forests 

for Public Health, 8-11 May, 2019. Athens, Greece. 

2. Liaw, S.C. and W.M. Hsieh 2019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psyc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benefits for forest therapy in Taiwan. IUFRO World 

Conference on Forests for Public Health, 8-11 May, 2019. Athens, 

Gree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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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會議經過概述如下： 

1. 5月 8日：早上 10點於雅典國家公園進行植物園森林療癒體驗，下午開始報到，

傍晚會議開幕，進行兩場專題演講，分別由瑞典及韓國教授主講，介紹森林療癒

在歐洲及韓國的進展狀況。 

2. 5月 9日：進行兩場專題演講，以及四場次口頭報告。 

3. 5月 10日：進行一場專題演講，以及五場次口頭報告。進行閉幕式及頒獎典禮。 

4. 5月 11日：進行研討會後田野考察。 

 

二、與會心得 

    此次研討會個人口頭報告一篇文章：「Evaluation and Planning of Private Forest 

Therapy Bases in Taiwan」，介紹台灣私有林森林療癒基地的評估與規劃，並說明台灣

目前推動森林療癒的進展，尤其是在山區地方，森林療癒提供民眾心靈撫慰場所。

另外，個人在此次研討會也發表一篇海報文章：「Preliminary Analysis of Psyc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Benefits for Forest Therapy in Taiwan」，介紹台灣森林療癒生心理效

益初探分析成果。由於韓國及日本在森林療癒推動上已具有相當成果，台灣在此方

面尚處起步階段，因此，也引起許多與會學者之重視，尤其是日韓學者，希望未來

能加強跟台灣在這方面之交流連繫。 

    另外，在這次研討會中，有許多歐洲國家學者分享其研究成果，因為在高度都

市化情況下，森林綠地已成為民眾身心舒緩之重要場域，透過實地現場資料測試及

收集，明確得知森林療癒確實對人類生理及心理具有正面功效，未來都市林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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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持續過往的生態系服務與價值之研究外，將進一步探討對都市人們身心健康之

效益，此一趨勢非常值得我們學習。 

 

 

照片 1 與會學者大合照 

 

 

照片 2 個人報告完後接受來賓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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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 與大會主席 Dr. Christons T. Gallis及日本學者 Dr. Qing Li合照 

 

 

照片 4 大會開幕典禮 



5 

 

三、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Evaluation and Planning of Private Forest Therapy Bases in Taiwan 

 

Shyue-Cherng Liaw and An-Yu Chang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Email: liaw@ntnu.edu.tw 

 

Forest therapy is the application of local forest resources, forest activities and forest guides to enhance 

people'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function of preventive medicine. So far, forest 

therapy bases have been established in many countries in the world. However, there is a lack of research on 

forest therapy in Taiwan, especially for private forest. Therefore,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suitable indicators 

to evaluate whether Taiwan's private forests are suitable as forest therapy bases. Through the Fuzzy Delphi 

Method based on 17 expert questionnaires, this study provides 16 indicators for evaluating private forest 

therapy bases in Taiwan. Moreover, we apply the method of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to obtain the 

weight of each indicator, and to conduct consistency analysis. There are three private forests are selected for 

suitability evaluation of forest therapy based on the 16 indicators. Results show that these private forests are 

all suitable for establishing forest therapy bases. For the evaluation, the highest score of indicator for these 

three private forests is the "beautiful landscape and excellent environment" indicator. However, the lower 

score of indicators are the "Establish of forest therapy guides" and the "Training and capacity enhancement of 

staff" indicators.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human resources in these three forest therapy bases. 

Key words: Private Forest Therapy, Fuzzy Delphi Method,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Psyc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Benefits for Forest Therapy in 

Taiwan 

 

Shyue-Cherng Liaw and Wei-Ming Hsieh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Email: liaw@ntnu.edu.tw 

 

The objective of this research was to understand the effects of forest therapy on the psyc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benefits based on the field research at three private forest sites in Taiwan. This research was 

conducted in northern Taiwan. For each site, 12 adults participated in this field experiment. For psychological 

analysis, the Profile of Mood State (POMS) questionnaire was applied to assess different aspects of mood 

before and after the forest therapy activities. Besides, the indicators of blood pressure, heart rate, and saliva 

amylase were measured for physiological analysis.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cores of negative feelings such 

as tension, depression, anger, fatigue, and confusion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However, the score of 

vigor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fter the forest therapy activities. In addition, for physiological analysis, the 

blood pressure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while the heart rate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fter the forest 

therapy activities. However, the saliva amylase value had not significant change. This research revealed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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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st therapy has obvious benefits for human’s mood and physiological health. 

Key words: Private Forest Therapy, psychological effects, physiological benefits 

 

四、建議 

1. 「森林與民眾健康」議題日益受到關注，台灣山區可據此發展適當的森林療癒場

域，尤其是易受天然災害影響之區域，應該採取自然方式，減少人為設施，積極

推動森林療癒，創造當地生態服務附加價值。 

2. 韓國及日本在森林療癒推動上已具有相當成果，台灣在此方面尚處起步階段，未

來應該加強與日韓學者在這方面之交流連繫。 

3. 根據許多歐洲學者研究成果得知，在高度都市化情況下，森林綠地已成為民眾身

心舒緩之重要場域，未來都市林的研究除了持續過往的生態系服務與價值之研究

外，將進一步探討對都市人們身心健康之效益。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攜回研討會論文集，並與許多專家學者交換名片，未來可以持續進行學術交流。 

 

六、其他 

    無 

 

 

 



107年度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廖學誠 計畫編號：107-2410-H-003-140-

計畫名稱：氣候變遷下民眾對土石流的災害識覺及調適行為之探討—以宜蘭縣大同鄉為例

成果項目 量化 單位

質化
（說明：各成果項目請附佐證資料或細
項說明，如期刊名稱、年份、卷期、起
訖頁數、證號...等） 　　　　　　　

國
內

學術性論文

期刊論文 0
篇

研討會論文 0

專書 0 本

專書論文 0 章

技術報告 0 篇

其他 0 篇

智慧財產權
及成果

專利權
發明專利

申請中 0

件

已獲得 0

新型/設計專利 0

商標權 0

營業秘密 0

積體電路電路布局權 0

著作權 0

品種權 0

其他 0

技術移轉
件數 0 件

收入 0 千元

國
外

學術性論文

期刊論文 0
篇

研討會論文 2 提高台灣在國際學術上之曝光率。

專書 0 本

專書論文 0 章

技術報告 0 篇

其他 0 篇

智慧財產權
及成果

專利權
發明專利

申請中 0

件

已獲得 0

新型/設計專利 0

商標權 0

營業秘密 0

積體電路電路布局權 0

著作權 0

品種權 0

其他 0



技術移轉
件數 0 件

收入 0 千元

參
與
計
畫
人
力

本國籍

大專生 1

人次

培育氣候變遷下自然災害之研究人才。

碩士生 1 培育氣候變遷下自然災害之研究人才。

博士生 2 培育氣候變遷下自然災害之研究人才。

博士級研究人員 0

專任人員 0

非本國籍

大專生 0

碩士生 0

博士生 0

博士級研究人員 0

專任人員 0

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
、獲得獎項、重要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國
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
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列。）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
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簡要敘述成果是否具有政策應用參考
價值及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100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請於其他欄註明專利及技轉之證
號、合約、申請及洽談等詳細資訊）
論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200字為限）
研究成果將在學術期刊發表。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
（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500字
為限）
(1)瞭解宜蘭縣大同鄉土石災害類型及發生原因與機制。
(2)瞭解宜蘭縣大同鄉民眾對土石災害的認知與態度。
(3)瞭解宜蘭縣大同鄉民眾對災害的調適行為。
(4)提供相關單位如縣市政府、水利署、水保局及林務局施政上之參考。
(5)培育氣候變遷下自然災害之研究人才。

4. 主要發現
本研究具有政策應用參考價值：□否　■是，建議提供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宜蘭縣政府,
（勾選「是」者，請列舉建議可提供施政參考之業務主管機關）
本研究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否　□是　
說明：（以150字為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