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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工作時程規劃

107/11/6

第一次全體
委員會議-
議題確認

10月3/26
109/3

6月止5月12/11

第一次分組
召集人會議
-名詞定義、
運作方法

12/27

第二次分組
召集人會議-
境況模擬資
料的可行性

108/1/17

第一次颱洪
分組會議-極
端災害合理
情境設定

3/8

第一次體系資
訊公安衛跨組
會議-韌性城市
架構與指標內
容探討

3/13

第一次地震
分組會議-
地震災害情
境確認

5/24

坡地情境模擬
會議-確認災
害模擬分工與
天氣情境設定

第二次全體
委員會議-階
段執行狀況

召開第三次
全體委員會
議-成果報
告(初稿)

召開第四次全
體委員會議-最
終成果報告

專諮會建議
報告書，提
報中央災害
防救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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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1~108/5/7 共召開10次會議（1次全體委員會議、2次分組召集人會議、
6次分組會議、1次情境模擬分工協調會議）

4/17

第二次地震
分組會議-地
震韌性城市
架構與指標
內容探討

5/1

第二次颱洪分
組會議-暖化情
境下納莉颱風
災害模擬結果
討論

5/7

第二次體系資
訊公安衛跨組
會議-韌性城市
架構與指標內
容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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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復原

圖片來源：http://resilienturbanism.org/dlallemant/building-post-disaster-resilience-a-diagram/

妥適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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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屆專諮會執行方向

主題：極端災害下之韌性城市

 極端災害：境況模擬以大台北地區之大規模地震與極端氣候引發之
颱洪、坡地災害、高溫

 韌性城市：確認UNISDR(聯合國減災辦公室)韌性城市架構與指標
為主要參考來源



(一)地震
減災情境設定為山腳斷層南段破裂規模6.6

 與中央災害防救會報「大規模地震模擬情境案」列管工作一致

 可以視為極端災害 (disaster)，但不是極端危害 (hazard)。為免混淆，
定調以都會型地震形容本次地震情境

 琉球隱沒帶規模8.0地震為參考情境

應變可考量更嚴重情境

(二)高溫
可採用「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資訊與調適知識平台計畫」(TCCIP)針
對2020-2099年高溫情境

(三)降雨
採用累積24小時極端降雨，考量歷史的最大值(納莉颱風)與氣候變
遷的效應，亦需考量短延時強降雨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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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端災害情境



地震情境：山腳斷層南段破裂規模6.6

▎考慮場址效應，演算地表加速度反應

▎震度七級(>400gal)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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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11個區)

 新莊、五股、
蘆洲、三重、
板橋、中和、
土城、樹林、
泰山、林口、
八里等區

 臺北市(5個區)

 士林、中山、
大同、萬華、
信義等區

 桃園市(1個區)

 龜山區

*震央位置：東經121.4304、北緯25.0578度，深度 6 km



地震情境：災損推估結果總覽

項目 數量

建物破壞

一般建物(棟) 4,400 (老舊810)

公有建物受災高風險(棟) 3

學校建物(棟) 19

人員傷亡(人) 4,100

短期收容(人) 60,400

交通破壞
道路封閉高風險(路段) 嚴重17；中度45

橋梁封閉高風險(座) 13 (結構嚴重損壞：公路5；鐵路2)

供水設施破壞

淨水場中度損壞(座) 1

加壓站中度損壞(座) 13

配水管線災損數 9,440

變電所破壞(座) 9

*評估項目尚有建物受困人數、搜救隊推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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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週期地震波之影響與建議

 山腳斷層規模6.6模擬地震之建物破壞以中樓層(4至7樓)所佔比例較高

 琉球隱沒帶規模8.0模擬地震之建物破壞則以高樓層(8至18樓)之比例較
高，決議參考模式一

 加強對都會區高樓結構之地震監測，運用結構健康診斷技術，震後快
速評估建物可能受損情形；重要結構及設備採用隔震或減震裝置

模擬地震 低樓層(1-3樓)
破壞棟數(%)*

中樓層(4-7樓)
破壞棟數(%)

高樓層(8-18樓)
破壞棟數(%)

超高樓層(≧19樓)
破壞棟數(%)

山腳斷層
規模6.6地震

2,100
(0.53%) 

2,033
(1.07%)

137
(0.59%)

< 5
(約 0.15%)

琉球隱沒帶
規模8.0地震

(破裂模式一)**

<15
(約0.003%)

15
(約0.008%)

< 10
(約0.03%) 0

琉球隱沒帶
規模8.0地震

(破裂模式二 )

<15
(約0.003%)

<15
(約0.005%)

< 5
(約0.01%) 0

*臺北市與新北市建物各樓層類型破壞棟數合計及其所佔該類型總棟數之百分比
**破裂模式一：由上往下破裂，朝向臺北盆地；破裂模式二：由下往上破裂，背離臺北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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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洪組情境模擬時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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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颱洪組第一次分
組會議：

• 確定納莉歷史事件
在未來暖化情境之
下的雨量情境

• 模式以水利署、地
調所、水保局為主

1月

• 2月底完成天氣情境
設定增加改變率30-
40%

• 3月底地調所提供坡
地單元警戒模式

• 統一降雨情境以納莉
颱風增加35%降雨
情境

• 假設所有設施皆正常
營運

2,3月

• 4月底完成淹水與崩
塌和土石流之坡地
災害模擬

• 水利署以1.4倍雨量
模擬淹水

• 地調所以1.3倍雨量
模擬崩塌

• 水保局以1.35倍雨
量模擬土石流

4月

5/1颱洪組第二次分
組會議：

1. 降雨情境以中度與
高度暖化進行，雨
量分別為1.2與1.4
倍納莉降雨歷史事
件進行模擬

2. 提供衝擊空間分布

5月



基礎設施災損可評估與待強化項目( 1/2 )

主題 颱洪項目 地震項目 高温項目

建物
一般建物 一般建物(住宅、商業、工業房屋) -

公有建物 公有建物 (政府機關、監獄、警察、
消防)

-

供水

水庫 水庫 水庫（機電）
淨水廠 淨水場 淨水廠
加壓站 加壓站 加壓站
配水管線 配水管線 配水管線

防洪及
排水

水利設施 下水道* 水利設施
水道 - 水道

防洪設施 水利設施 防洪設施

電力
發電廠 發電廠 發電廠
變電所 變電所 變電所

供電網絡(電纜、電塔) 供電網絡(電纜) 供電網絡(電纜、電塔)

天然氣
- 儲氣槽 儲氣槽

天然氣跨過橋梁 天然氣管線 天然氣跨過橋梁

石油
儲油槽 儲油槽 儲油槽

- 供油管線 供油管線
1. *地震損失評估系統未評估或相關分析
2. 颱洪＆高温項目，目前僅列需考量項目 9



主題 颱洪項目 地震項目 高温項目

運輸

道路 道路 道路

橋梁 橋梁 橋梁

鐵路(火車站、鐵路橋) 鐵路(火車站、鐵路橋) 鐵路(火車站、鐵路橋)

高鐵(車站) 高鐵(車站)* 高鐵(車站)

捷運(捷運站) 捷運(捷運站)* 捷運(捷運站)

空運(大台北機場) 空運(機場)* 空運(大台北機場)

- 河/海港* -

通訊

基地台 基地台* 基地台

電話管線 電話管線* 電話管線
IDC (Internet Data 

Center) 機房
IDC (Internet Data Center) 機

房*
IDC (Internet Data 

Center) 機房
醫療 醫院、安養院、育幼院 醫院 醫院、安養院、育幼院

教育 學校 學校 學校

防救災道路 - 救援道路或路寬20M以上道路 -

工業管路 - 石油煉製、石化、化工及倉儲
業之原料輸送管路*

石油煉製、石化、化工及
倉儲業之原料輸送管路

1. *地震損失評估系統未評估或相關分析
2. 颱洪＆高温項目，目前僅列需考量項目，之後再討論現況是否有方法評估

基礎設施災損可評估與待強化項目(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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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國2011年提出韌性城市指標(UNISDR Making Cities Resilient)

 第一階段2010-2015: 重點工作為提高風險意識

 第二階段2016-2020: 落實仙台減災綱領

• 提出十大基本議題 (Ten essentials): 組織、情境、財務、都市規劃、自然

環境、制度、社會力、基礎設施、應變、復原重建

• 並於2017年提出韌性城市災害因應能力的評估表 (118個題目)

 已有4236城市註冊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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韌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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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SDR韌性城市架構（1/3）

1. 組織 (Organize for Resilience)
1.1 計畫制定 1.2 組織，協調和參與
1.3 整合 1.4 資料擷取、發佈與共享

2. 情境 (Identify, Understand and Use Current and Future Risk 
Scenarios)
2.1 危害評估 2.2 暴露度與後果 2.3 連鎖性衝擊或相依性
2.4 危害地圖 2.5 情境、風險、脆弱度和暴露度更新

3. 財務 (Strengthen Financial Capability for Resilience)
3.1 瞭解為減少災害風險吸引新投資的途徑
3.2 城市財務計畫內的復原預算, 包括災害準備金
3.3 保險
3.4 為企業、社區組織和公民提供獎勵和融資

4. 都市規劃(Pursue Resilient Urban Development and Design)
4.1 土地使用劃分區管制 4.2 新的都市發展
4.3 建築法規與標準 4.4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下建築法與規範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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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SDR韌性城市架構（2/3）

5. 自然環境 (Safeguard Natural Buffers to Enhance the 
Protective Functions Offered by Natural Capital)
5.1 現有自然環境與健康生態系統
5.2 綠色和藍色基礎設施納入城市政策和項目
5.3 跨行政區域、跨領域環境問題

6. 制度 (Strengthen Institutional Capacity for Resilience)
6.1公部門技能和經驗 6.２民眾教育／意識
6.3 資料擷取、發佈與共享 6.4 訓練交付
6.5 語言 6.6 向他人學習

7. 社會力 (Understand and Strengthen Societal Capacity for 
Resilience)
7.1 村里、在地組織 7.2 社會網絡
7.3 企業 7.4 公民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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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SDR韌性城市架構（3/3）

8. 基礎設施(Increase Infrastructure)
8.1 受保護的基礎設施 8.2 用水與下水道 8.3 能源 –電力
8.4 能源 –天然氣 8.5 運輸 8.6 通訊
8.7 醫療保健 8.8 教育 8.9 監獄
8.10 行政運作 8.11 電腦系統與資料

9. 應變(Ensure Effective Disaster Response)
9.1 早期預警 9.2 事件應變計畫 9.3 人員配置/應變者需求
9.4 設備和救濟物資需求 9.5 食物、住所、主食和燃料供應
9.6 建立聯盟 9.7 演習

10.復原重建(Expedite Recovery and Build Back Better)
10.1 災前復原計畫 10.2 課題學習/學習循環



 體系、資訊、公安衛跨組會議 (尚未考量災害情境)：

參考UNISDR韌性城市架構與指標，評估構面至第二層
即可

第二層指標須佐以文字詳加說明
• 區分屬共通項目或適用災別 (地震、降雨、高温)
• 配合颱洪、地震分組提供之災害情境，討論目前與未來可能遭遇之課題
• 釐清相關利害相關者 (包含中央應協助地方的部分)

會議紀錄請參考附件

 地震分組 (考量都會型地震情境)

選定2(情境設定)、4(國土規劃)、8(關鍵基礎設施)為關
鍵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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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UNISDR的討論



 提供降雨、地震、高溫情境模擬結果至各分組，以此為
情境背景

 並以UNISDR韌性城市架構第二層指標為基礎

 進行第九屆政策建議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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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半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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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時 間：107年11月6日

▎決議：

1. 推選結果，颱洪組召集人由張麗秋委員擔任、地
震組召集人由黃世建委員擔任、公安衛組召集人
由簡賢文委員擔任、體系組召集人由陳亮全委員
擔任、資訊組召集人由何全德委員擔任。

2. 採用議題一，題目暫訂為「極端災害下之韌性城
市」，由陳亮全委員擔任專案研議小組總召集人
（以下簡稱總召），協助後續規劃與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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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107年12月27日

▎決議：
一 極端災害情境設定
1. 地震

 減災情境設定為山腳斷層南段破裂規模6.6。
 針對應變可考量更嚴重情境以研擬對策，如：城市失能下救災能力的確保。
 請地震分組表列目前震損可評估項目與待強化重點，如：維生管線、通訊、持續營運等面向。

2. 高溫
 可採用科技部TCCIP計畫針對2020-2099年高溫情境，如：不同溫度門檻、連續日數等等。
 需考量超高齡社會與能源供應等相關議題，可邀請衛福部與環保署共同研擬其對城市可能產生的衝擊與整備需求

之對策。
 請NCDR氣變組協助蒐整高溫對災害影響的文獻。

3. 降雨
 建議採用累積24小時極端降雨，除可考量歷史的最大值與氣候變遷的效應，亦需考量短延時強降雨的情境，及防

洪設施失效之可能衝擊，請颱洪分組召開分組會議討論後決定。
 請盤點各部會於極端災害情境推估之能量，如：水利署（含水規所）、地調所等，並思考如何強化目前不足的情

境推估方法，於108年之上半年完成。
 風災（含颱風中引發的強風災害）引致的衝擊效應，在國際間日益受到重視，請於本屆政策建議書中，納入近年

各地發生極端風害的案例，並提醒政府投入此方面之研究。

二 請幕僚小組與總召聯繫商議，收斂UNISDR韌性城市指標之簡報內容，並討論後續執行方
式（暫訂108年2月份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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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分組召集人會議紀錄



▎時 間：108年4月17日

▎決議：

1.琉球隱沒帶規模8.0地震，係採兩種斷層破裂模式下進行情境
模擬，考量階段成果展示重點，將選定對大台北地區災損較鉅
之情境作展示，故優先考量模式一為模擬設定。

2.琉球隱沒帶模擬地震對大台北地區之中高、超高樓層長時間
搖擺具影響性，應納入政策建議以彰顯其重要性。我國震損可
評估項目與待強化項目，新增主題工業管線，項目含括石油煉
製、石化、化工及倉儲業之原料輸送管路。

3.本分組已針對UNISDR韌性城市架構與指標具體討論，會後
參照意見調整，產出具體建議初步成果後，將提供給大會做政
策建議之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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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地震分組會議紀錄



▎時 間：108年5月1日

▎決議：

（一）目前水利署、地調所與水保局已針對未來暖化情境之下之降雨，
進行水災模擬、坡地單元警戒狀況與土石流災害發生極可能產生土方
量，災害衝擊結果提供體系分組跨組會議，作韌性城市如何因應對策
的討論。

（二）為了比較暖化後之災害衝擊情況，擬以納莉颱風雨場之1.2倍
與1.4倍之降雨情境進行中度暖化與嚴重暖化下災害衝擊模擬，請水
利署、地調所與水保局以上述情境進行模擬，於5月15日前提供模擬
結果，再行彙整以EMAIL方式提供給委員，建請各委員於5月20日前
提供建議，彙整後提供5月24日第二次全體委員會議參考。

（三）根據颱洪災害衝擊類型，表列為基礎設施災損可評估項目（附
表），提供後續韌性城市討論重點。

22

第二次颱洪分組會議



▎時 間：108年5月7日

▎決議：
• 本屆專諮會探討的韌性城市指標乃以大規模都市層級為探討對象，以極端災害境況模

擬結果（因此目前有請地震、颱洪兩分組進行境況模擬作業）為指標篩選的依據。
• 韌性城市指標及其架構可參考UNISDR所公佈之「韌性城市架構與指標」，惟限於可

使用時間及專諮會的職能特性，本屆專諮會所討論、篩選之指標僅進行至第二層級指
標即可，第三層指標之篩選將不在本次會期內進行、完成，而交由未來實際使用，進
行韌性評估之單位再行檢討。

• 為讓未來實際進行韌性評估之單位能夠操作，或進一步檢討第三層級的指標，本次選
定之第二層級指標，須佐以較清楚之文句說明各該韌性指標的內涵、特性等（可反應
出第三層級指標之內涵、特性）；同時，此些指標可區分為因應各種災害之共通項目
指標，以及對應於不同災害（如地震、颱洪、高温）之「選擇」項目指標。

• 篩選出之第二層級指標應包含因應“目前＂以及“未來“可能遭遇之災害或防救災課
題（未來之課題可參考、配合目前進行中之災害危害境況模擬結果）也應釐清該些項
目之相關利害關係表（為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或民間、企業）。

• 基本上，本次篩選之評估指標項目包含可反應三大災害（地震災害、颱坡洪災害與高
温等）之各面向指標，而非僅限於某些特定或關鍵性的項目或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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