坡地洪旱組
國際災情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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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一年當中可能會遭遇各樣的天災侵
襲與考驗，本次主題以《我們與「惡」的距
離》為發想切入國際災情探討，劇中探討受
害者、加害者與旁觀者三者間的關係與內心
。在面對災情時，對於災情漠不關心的我們
便是旁觀者；也因對大自然無情破壞而成加
害者；倘若無法從過去經驗中得借鏡，有一
天我們終將成為災害下的受害者。

旁觀者

加害者

受害者

百年來第五乾燥的六月──印度旱災
旱災時序

致災原因

國立臺北大學 彭毅軒
國立成功大學 徐贊能
4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王姿雅

影響區域
主要為印度中部的各
邦，其中包括馬哈拉施特
拉邦 (Maharashshtra)、
卡纳塔卡邦(Karnataka)
、泰米爾納德邦(Tamil
Nadu)、安得拉邦
(Andhra Pradesh)，其
中包含幾個大城市如清奈
(Chennai)、邦加羅爾
(Bengaluru)、馬杜賴等
(Madurai)。

衝擊影響

2018年的雨季降雨不足，許多村落和城市2018年雨季的降雨量低於 1.生活用水不足
長年觀測的平均值。此外，根據印度氣象局（India Meteorological
生活用水不足使得店家、飯店與餐廳紛紛提早結束營
Department）的統計資料，2019年6月印度因為雨季延遲到來，整體的 業，也造成水價高漲、學校關閉停課、工廠運作規模縮小
降雨量相較於平均值少了33%，是過去一百年來第五乾燥的六月。
等。另外，因為停水醫院必須自行購買水以進行手術。
2.居民遷離
在距離孟買(Mumbai)400公里內就有90%人撤離；而
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shtra)的Hatkarwadi原本居住
超過2000人，如今只剩10~15個家庭；農夫被迫攜帶牛隻
與牲畜至鄰近的救濟營，接受政府提供的水與飼料。
3.農夫自殺
今年初至4月，馬哈拉施特拉邦已經有808位農夫因沒
有作物收成而無法如期償還貸款而自殺。
安德拉邦2017年6月至2019年5月各月份雨量圖
(黑色折線為1981-2010年之平均雨量；印度雨季通常為
每年6-10月) 資料來源: Global Drought Observatory

水庫儲水量下降
印度清奈主要水庫的
總儲水量為3188億公升
，今年六月僅剩於6.51億
公升，降幅達99.8%。

農夫自殺原因比例表
左圖2018年六月拍攝；右圖2019年六月拍攝

導致災害加劇之因素─熱浪
許多地區都出現45℃以上的高溫，截止至6月10日，最高溫發生在
拉賈斯坦邦的邱魯(Churu)50.3℃，接下來是北方邦的班達49.2℃、安
拉阿巴德48.9℃、岡格阿納加爾48.5℃及哈里亞納邦的納爾48.3℃。

資料來源: Panagariya, Arvind (2008). Ind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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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國際災情統整

14%

2019上半年國際災情以美洲、亞洲件數最多，其次為
非洲地區，並此三洲皆以洪災為主要災害發生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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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災致死排名數中，以辛巴威死亡數為最高達660人；
在圓餅圖中，若將洪災、波災及風暴列為颱洪災害，比例將
高達79%遠遠高出其他災害類型，顯示上半年國際天災以
颱洪災害發生最多且較為嚴重。

致命氣旋──2019東非嚴重洪災
今年3、4月間，東非一帶國家接連受伊代(IDAI)及肯尼斯(KENNETH)兩
大氣旋的侵襲，造成當地歷年來最嚴重的洪災，使莫三比克、馬拉威及辛巴
威約三百萬人受影響，1295人死亡。

4%

2019上半年世界天災
發生百分比圓餅圖

3/11形成熱帶氣旋

1.風暴潮
因兩氣旋的強風作用
使沿海一帶海水異常上升
並湧入內陸，造成嚴重破
壞，其中以莫三比克貝拉
市最為嚴重。

衝擊影響

6%

兩氣旋
路徑圖

致災原因

2.降雨量
因3、4月伊代及肯尼
斯氣旋的所帶來的強降雨
，使東非三國皆受到嚴重
的洪災衝擊影響，致災短
短五天各國雨量便超過年
降雨量之一半。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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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上半年天災
致死人數排名圖表

災害概述

14%

肯尼斯氣旋
伊代氣旋
熱帶低壓

伊代氣旋3/15-20

馬拉威

肯尼斯氣旋4/25-30

莫三比克北部
辛巴威

本次總受災人數為314萬人，
其中未成年兒童占50%，屬當地災
害高風險族群，建議當地政府應擬
相關救援方案以降低死傷人數；農
作物損失量以莫三比克及馬拉威最
嚴重，換算為耕地面積分別等同全
台總耕地面積的1/5和14個新店區
；死亡人數以辛巴威最多，約每
400名受災者中就有1人死亡。

莫三比克

災後應變
東非國家政府對於災後應變能力相較不足，
多半仰賴國際組織或單位於災後的援助(如：聯合
國難民專員辦事處、糧食計畫署、世界銀行等)，
未來應加強基礎建設、軟硬體設施及解決資源不
足的問題，以預防下次災害來臨所帶來的衝擊。

歐洲史上最熱的六月──2019歐洲熱浪

2019歐洲熱浪各國高溫紀錄 (紅字=歷史新高紀錄)
瑞典
31.8℃ (6/26)
赫比市(Hörby)

英國
34.0℃ (6/29)
倫敦希斯洛機場

(London Heathrow)

災害概述

比利時
35.0℃ (6/25)

歐洲夏季最高溫通常落在7、8月
，但今年6月底各國卻頻頻創下高溫新
紀錄，法國、西班牙、德國、義大利
等國都深受影響，其中最高溫落於6月
28日法國加拉爾格勒蒙蒂厄(Gallargues-le-Montueux)，測得45.9℃的
歐洲高溫新紀錄。

受歐洲大陸北方上空高壓籠罩，使
北非的乾熱空氣席捲歐洲，並都市熱島
效應也使熱浪更顯嚴重。
西班牙羽流(PLUME)示意圖

德國
38.6℃ (6/26)

柏林(Berlin)
布蘭登堡(Brandenburg)

法國
45.9℃ (6/28)

加拉爾格勒蒙蒂厄

(Gallargues-le-Montueux)

西班牙
44.4℃ (6/29)
巴達霍斯省阿爾武爾克爾克

瑞士
35.5℃ (6/26)
蘇黎世(Zürich)

(Albuquerque, Badajoz)

各國災情以溺水身亡為主
，截至7月5日死亡人數總共至
少18人。此外，歐洲地區也發
生多起野火事件，其中以加泰
隆尼亞塔拉哥納地區(Tarragona)最為嚴重，為當地20年
來最嚴重的野火之一。

法國 森林大火
加爾省(Gard)
燃燒600公頃

義大利 1人
(中暑)

(相當於23座
大安森林公園)

西班牙 2人
(中暑)

這次熱浪相較於造成萬人死
亡之2003年歐洲熱浪死傷較為輕
微，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有各國
熱浪應變計畫的訂定與實施。

歐洲各國熱浪應變計畫

2019歐洲熱浪各國應變措施實施

總結

軟體設備

(Doksany, Ústecký kraj)

法國 8人
(中暑、溺水)

熱浪應變

基礎建設

烏斯季州洛烏尼區

德國 4人
(溺水)

西班牙 森林大火
阿爾莫羅斯(Almorox)
燃燒1600公頃

(相當於61.5座大安森林公園)

圖片來源：Severe Weather Europe

捷克
38.9℃

英國 3人
(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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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災原因

波蘭
38.2℃ (6/26)

應變計劃

綜合三個上半年的國際災情，可發現各國雖皆有制定相關計畫
，但因發展程度不一，真正面臨災害時，實際應變有所差異，相較
因有過去經驗而有計畫並確實實施的歐洲各國，2019年再度面臨
熱浪時，其死亡人數便與過去情形、較依靠國際組織於災後援助之
東非國家相差甚遠。
聯合國人道主義國家小組建議災後應以「基礎建設」、「軟體
設備」、「應變計畫」進行檢討與改進，可得知三者於面對災害時
之重要性。
但除了政府應變措施外，我們每一個人在這多災的世代中都應
該要學習調整習慣、適應社會，帶著正確的意識與觀念來面對它，
這就是「災害韌性」。

西班牙 森林大火
加泰隆尼亞塔拉哥納地區
(Tarragona, Catalunya)
燃燒約至少5000公頃

(相當於192座大安森林公園)

當地20年來最嚴重的野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