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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行政院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第九屆第四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109 年 4 月 17 日(星期五)上午 10:00 

地    點：科技部科技大樓 2 樓 13 會議室 

主 持 人：陳召集人良基                            記錄：陳素櫻 

出 席 者：鄒副召集人幼涵、陳委員宏宇、李委員鎮洋、林委員銘郎、    
張委員麗秋、許委員晃雄、葉委員天降（程家平副局長代理）、 

賴委員建信、吳委員欣修(於望聖副主任代理)、李委員榮貴、  

林委員正洪、馬委員國鳳、張委員燕玲、曹委員恕中、        
黃委員世建、周委員天穎、廖委員家群、龍委員世俊、        

簡委員賢文、周委員素卿、陳委員亮全、陳委員淑惠、        
陳委員燦煌、劉委員文惠、張委員朝能、黃委員國裕、        

謝委員繼茂（王井煦協理代理） 

列 席 者：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王怡文副主任、陳榮裕科長、          
科技部自然科學及永續研究發展司林敏聰司長、              
廖宏儒副研究員、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李香潔組長、        
張子瑩組長、柯孝勳組長、莊明仁副組長、謝龍生副研究員、   
黃明偉副研究員、許智豪助理研究員、林聖琪助理研究員、     
林佳瑩助理研究員 

壹、主席致詞(略) 

貳、報告與討論事項 

一、第九屆專諮會「極端災害下之韌性城市」成果報告。 

決議： 

（一） 為使第九屆政策建議書更臻完備，並即時提報本次中央災害防救會報

（第 42 次會議-往年都在 5 月召開）。希望各位委員盡力協助，於本次

會議後二周內，仍可就政策建議書內容提供意見予幕僚小組編修。 

（二） 為讓各部會及地方政府清楚明瞭及參照使用本報告中的操作方法，惠

請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協助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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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臨時動議 

無 

肆、散會（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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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發言內容紀要如下(依委員發言次序，含書面意見) 

一、 陳亮全委員 

（一） 報告第四章內容涉及未來政策落實推動的操作面，為強化其可讀性，

應從操作者的角度出發，撰寫相關內容。 

（二） 政策的落實非一蹴可幾，應先釐清議題的優先次序（短、中長期規

劃）；執行層面的議題，則屬業務主管機關的權責。 

二、 張麗秋委員 

颱洪分組針對颱風對淹水、崩塌及土石流災害進行災害模擬，感謝

科技中心、水利署、水保局與地調所提供未來情境與災害境況模擬分

析。考量需同時針對不同災害類型進行分析，建議縣市政府未來操作時

可採指定小組的方式進行，由各層面與跨局處分組操作，避免無法釐清

災害且更能聚焦。 

三、 黃世建委員 

生物病原災害“疫情”亦為災害的一種，當疫情時間拖得較長時，疫情

與天然災害將複合發生。地震避難據點為集中式的處所，反觀疫情是需

分散隔離處置，建議報告中可提出相關之增修建議，除此之外，災害發

生後醫院會受到較大衝擊，也可去特別強調其重要性。在後續推動方法

上，建議可羅列出政府部門可協助且重要的管考項目，方能有效來落實

應用。 

四、 張朝能委員 

（一） 報告內容豐富，未來如何有效逐步落實推動甚為重要，建議行政院災

害防救辦公室後續再予統合協助。 

（二） 有關第四章部分，可能的韌性策略部分文字提到中央政府，如 p.118、
p.124 提到之中央政府究指何機關，建議應敘明清楚，以利未來確立中

央主政機關，有效落實推動。 

（三） 本報告內容完整，為利未來有效落實推動，建議再整理出短、中長期 
須辦理之工作或研究，以更彰顯本報告之貢獻。 

（四） 本報告未來如有機會向院長報告，建議聚焦整理中央、地方政府可行

之短期及中長期應辦理之事項（或研究），以利院長裁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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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簡賢文委員 

（一） 就「極端災害下之韌性城市」這議題而言，確實應透過行政院指示相

關部會與各地方政府，開始推動「緊急救援道路與周邊建物之耐災強

化規劃與執行」。 

（二） 醫療院所／長照機構自助演練計畫指定避難路線，確實需要透過風險

辨識與溝通作業，才能進一步研討規劃路線被極端災害波及時之及時

應變作業與韌性策略。 

（三） 確實需持續關照對國家經濟／公共安全，一旦被極端災害攻擊之過港

隧道、地鐵捷運系統具體空間對象之韌性策略與作為。 

（四） 建議推動「極端災害下之韌性城市」之各部會、各縣市、各領域之

「風險辨視與溝通」之工作坊與共識營。 

六、 龍世俊委員 

在政策建議書後續推動方法方面，由災防辦來接手建議可分成科技

部可推動、NCDR 可執行，及其它部會需努力三部份。在科技部可推動

部份，希望部長可責成相關處室去推動。在 NCDR 可執行部份，也希望

陳宏宇主任承諾並納入未來年度規劃，並主動與各部會洽談合作推動落

實事項。在其他部會需努力部份，在向上呈報行政院後，也希望建立相

關機制去持續推動，並有定期檢核機制。 

七、 賴建信委員 

（一） 為因應極端氣候之衝擊，厚植永續發展潛能，本署參考聯合國災害風

險減輕辦公室（UNDRR）讓城市更具韌性十要素，並融合國際水協會

（IWA）所提出社會（人民與環境）、組織（治理）、經濟與基礎設施

等四大面向考慮地方政府可操作性，於 108.01 提出韌性水城市評估—
地方政府首長參考手冊，並延續 108 年韌性台灣—全國治水會議之共

識，協助地方政府定期自我評估，並透過橫向連結各局處、縱向連結

社區居民，使城市更具足以承受衝擊之容受力與迅速復原之恢復力。 

（二） 本署與雲林縣政府與台南市政府合作，分別進行韌性全面體檢，擬定

行政方案 

1． 雲林縣：在縣長張麗善支持下，勾勒出雲林水韌性四大構面，透過工

程、管理及法制面操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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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台南市：市長黃偉哲支持下，經府內各局處對評估目標與推動方法取

得共識，已於本署協助下辦理評估作業，目前已完成該市韌性缺口評

估。 

（三） 就四大韌性面向之落實 

1． 組織韌性 

本署與科技部、自然司合作成立平台，提昇科研與科技推廣量能，與

新竹市政府合作推動國土計畫水利部門計畫之模擬，並推行至各縣

市。 

2． 社會韌性 

於水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中修正強化民間團體與企業防災之推動，加

強社福與照護機構之緊急應變救援，該修正已納入 4/23 中央災害防救

委員會中報告。 

3． 財務韌性 

於水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中修正明確說明，並納列於 4/23 中央災害防

救委員會。 

4． 基礎建設韌性 

就模擬情境之對象，對大台北地區之影響評估，已結合前瞻基礎建設

與新提報院核定「中央管流域改善與調適計畫」納入進行基礎建設之

改善，並以 Nature-based solutions（NBS）與風險管理精神於全國中央

管河川、區排及海岸之基礎建設改善。 

八、 程家平委員（代理葉天降委員） 

（一） 本報告綜整了災防領域眾多學者專家的研究成果及實務經驗，由災防

情境的設想、議題的提出、處理的方向到落實的方法，有綜觀性的涵

蓋及實質的建議，若能持續推動，將能對城市面對極端災害的整備、

防治與因應有相當大的提昇。 

（二） 氣象（候）觀測資訊在災防的整備和因應的應用上屬最上游，相關資

訊在時間軸線上包括了過去／現在／未來，在空間尺度上包含了局地  
／區域／全球由數公里至數千公里的大氣現象，相關資訊在長期的過

去歷史及未來推估上適用於各項災防資源的規劃與整備，在短期或即

時的預報或監測資訊上適於各項災防因應作為的最佳化操作。惟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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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能力的範圍，相關資訊也有其一定的時空解析度的限制與不確定

性，對於各種災防應用上應瞭解所取用資訊的應用範圍及限制特性，

並學習如何在不確定性下做最佳決策，以能充分發揮氣象（候）測報

資訊的實效。 

（三） 為能落實本報告書內的相關策進作為，建議： 

1． 於報告書奉核定後成立跨中央與地方的任務推動小組，以促進相關作

為。 

2． 於（一）“災害體系的完備＂建議事項內增加“考慮法令（規）與政策

工具的配合＂。 

3． 於（七）“精進災害應變能力＂建議事項內增加“提昇對自然災害的監

測能力及預警效能，強化對極端天氣（氣候）事件的預測能力與時空

解析度＂，“瞭解氣象（候）與地震測報資訊的不確定性與應用特性，

將相關資訊納入應變決策的流程，並據以制訂最適的行動方案＂。 

（四） 因應氣候變遷對我國的衝擊，過去 10 年在國發會（原經建會）的推

動，科技部（原國科會）的支援，及我國 8 大受高衝擊領域，相關部

會的帶領下，完成了一系列的氣候變遷調適綱領與行動計畫的制訂，

並配合一系列的宣導活動與示範計畫，使各領域充分認知氣候風險對

施政的影響（climate award），未來 10 年宜充分的強化並結合相關氣象

（候）資訊，運用於施政決策中（climate informed），由“施政知氣候

＂推進到“施政有氣候＂，以提昇我國面對極端災害的韌性。 

九、 王怡文副主任 

報告書所提方法論符合各類型災害及複合災害的對策研擬需求，將納

入災害防救基本計畫，並作為政府部門後續修正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及地

區災害防救計畫之參照。 

十、 周天穎委員 

（一） 專諮會目的是將其建議可轉化為行政單位可執行操作之實際業務，建

議可將此屆針對地震及颱洪之極端災害情境模擬成果，重新檢視各部

會目前依災防法所訂定之 22 項災防業務計畫，因各業務計畫皆有各主

責單位，得以後續執行。 

（二） 建議考慮在災防法中亦列入高温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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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許晃雄委員 

（一） 目前情境設定可以再精進並提昇設定的完整性，這方面需要持續性的

研究探討，建議規劃並進行相關研究。 

（二） 目前情境只根據特定的温室氣體排放來設定（如：最劣情境），國際問

（如：IPCC）的重點之一為 1.5℃與 2℃。建議增加考慮其他排放情境

進行進一歩的評估。科技部 TCCIP 計畫的任務之一為設定國家情境，

可以作為主要的依據。 

（三） 目前極端氣候之颱洪、坡地災害情境主要以納莉颱風為依據，且重點

區域為大台北地，類似評估未來宜推廣至其他城市，建議推動系統性

研究來進行。 

十二、 林銘郎委員 

成果豐碩完整，請問在四月底定前是否有與地方政府溝通，了解第

四章操作方法的可行性，期許地方政府能藉由此操作方法，盤點目前韌

性城市建構可能的缺口。如果各縣市政府可能因應“地方＂最可能遭遇的

極端災害情境進行實際操作，那就更完備且具體落實了。例如：屏東縣

可以嚐試進行極端高、低温對農漁業損失的韌性作為。 

十三、 黃國裕委員 

報告書全文內容中所提到“防高溫專案＂，建議為作為各級行政機

關執行保護國民相關措施參考，建議將原僅針對物體的“防高溫專案

＂，擴大作為“防高溫及熱傷害＂專案的文詞修訂。另在第 106 頁，圖 
64、建構韌性城市操作方法流程圖，圖中的步驟四，有關“韌性建構策

略擬定＂僅憑“災害脆弱性指定(表 2-1、表 2-2)＂來源，就可擬定“韌性

策略＂，似有違反一般策略擬定的常理，建議宜在旁加入“相關可用資

源＂，始可訂定“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