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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災調適策略

因應極端氣候，減災調適策略所涉機關眾多、相

關法令及工項繁雜，舉凡河域整治、水土保持、坡地

災害防治、防災都更、生態綠化、節能減碳、國土保

育規劃、環境敏感區域計畫等，均屬減災調適策略之

範疇。本文謹就新北市政府刻正針對氣候變遷衝擊，

致生天然災害方面之減災調適策略，臚列說明於后。

調查繪製災害潛勢圖資及防災避難地圖

新北市政府透過災害防救深耕計畫，配合協力團

隊（台灣大學氣候天氣防災中心）已完成各區公所災

害類型分析表 [1]（表 1），並針對各類型災害分別製作

潛勢圖 [2]（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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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新北市各區公所   災害類型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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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潛勢圖

常見災害潛勢圖資的種類，包含淹水、土石流、坡

地、地震、海嘯、毒化災等，可供災害未來發展可能情

境的研判，詳如淹水災害潛勢圖資 [3]（圖 1）、坡地災害

潛勢圖資 [3]（圖 2）。

防災避難地圖（圖 3）                                                                                                        

(1) 防災避難地圖的內容包含防災資訊（如：村（里）

長等防救災相關人員、單位、收容場所等聯絡方

法）、圖示內容（如：防災避難路線、臨時收容處

所地點、災害潛勢區域等）及圖例等三部分。另於

避難地圖之背面，設計有多項簡明、具體、正確的

防災教育宣導內容（如：1991報平安專線、防災避

難包、防火與防災專業常識等）。

表 2   新北市各區公所各類型災害潛勢圖統計表

表 1   新北市各區公所   災害類型分析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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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淹水潛勢圖例（新北市鶯歌區）

圖 2   坡地災害風險圖例（新北市雙溪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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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防災避難地圖（正面）

圖 3-2   防災避難地圖（背面）

(2) 防災避地圖的內容相當簡易，並不複雜，其製作的

動機，非以供防災人員使用為目的，而是藉由繪製

防災避難地圖的過程，鼓勵居民參與、環境踏勘，

以建立危機意識與防救災共識。防災避難地圖製作

後，可供推動防災社區及辦理防災教育宣導使用。

新北市共有 29區、1032里，104年共計印製 165

萬份防災避難地圖透過區公所及里辦公室，逐戶發

放。另 105年起，每年定期進行調查、修正，並公

佈於防災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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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智慧防災監測系統

(1) 建構現代化的智慧城市是新北市政府當前的施政要

務及目標，並分為智慧生活、智慧產業、智慧政府

等 3個面向進行，其中「智慧政府」項內，包含各

項災害數位服務、城市空間、防災救援、安全防護

等 4項目標（圖 4）。

(2) 另刻正規劃建置「全災型智慧化指揮監控平台」，

整合河川水位、土石流警戒、CCTV影像及雨量等

資料，以提升河域與區內淹水監測、工務局坡地社

區崩塌預警、農業局地滑監測，以及土石流災害預

警等功能（圖 5）。

強化各區公所防救災能力

(1) 我國災害防救組織體系採 3級制，即中央政府

（如：行政院、部會）、直轄市縣（市）政府、鄉

（鎮、市、區），詳如圖 6。依災害防救法及地方制

度法規定，地方政府為災害防救工作的執行機關，

其中鄉（鎮、市、區）公所為第一線防救災單位，

惟因人力、經費等方面的負面影響，鄉（鎮、市、

區）防救災專業能力，長期以來多屬弱勢，為提升

其防救災專業技能，內政部自 99年起，即規劃推

動災害防救深耕中程計畫，重點工作包含健全防災

體系並完善防救災資源、掌握災害潛勢資訊及推動

防災教育、強化災害應變能力等。

(2) 新北市執行 2期災害防救深耕中程計畫，每期 3

年，共計 6年，其執行績效詳如圖 7。

提升災害情資研判預警預報準確度

災害情資研判準確度之高低，攸關指揮決策之成

敗。為提升天氣風雨預判之準確度，新北市委由天氣風

圖 4   新北市智慧城市建構圖

圖 5   新北市災害應變中心全災型智慧化指揮監控平台

險公司氣象分析師，平時提供各

區天氣狀況，災時進駐災害應變

中心研判風雨，並結合台灣大學

防災中心建置之災害潛勢圖資，

預判災害潛勢區域，以作為指揮

官決策輔助之參考。天氣風險公

司氣象團隊結合台灣大學氣候天

氣災害研究中心協助新北市應變

中心災害預警之運作架構圖，詳

如圖 8。

建置防救災資料資源庫

(1) 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救災

資源，強化災害應變效率，

中央各災害防救業務主管

機關，依災害防救法規定

應各本權責，針對主管之災

害類別，分別建置防救災資

料資源庫，以利中央及地方

各機關即時之查詢及指揮調

度。其中內政部業已針對風

災、地震、火災、爆炸，完

成資源庫之建置，其主分類

分為 6項，包括人員、救災

物資、車船資料、一般災害



53

防災的研發與應用專輯

Vol. 44, No. 2   April 2017  土木水利  第四十四卷  第二期

搶救裝備器材、化學災害搶救

裝備器材、特殊救災機械等，

次分類有 34項，細分類 288項 

[5]。防救災資源庫入口網站圖

例，詳如圖 9。

(2) 由於新北市府各區幅員遼闊，

資源種類眾多，且人員異動頻

繁，資料庫之建置未盡完善，

為強化其防救災資料資源庫之

建置與維護運作，本府刻正積

極督導各區公所詳實填報轄管

救災資源（含：區公所本身資

源、局處部署資源及開口合約

資源），並加強稽催及列管追

蹤，以落實防救災資源庫之管

理。

整合推動防災社區

(1) 防災社區之推動，可協助民眾

瞭解居住環境危險潛勢，加強

自主防災技能，然因推動防災

社區耗費人力、過程費時，補

助經費亦不高，各社區參與意

圖 6   我國災害防救組織體系圖 [4]

圖 7   新北市推動災害防救深耕計畫執行績效（103-105年度）

通知簡報
提供時間

提供
否

是

修正

分析師綜合數值模擬與
即時天氣資料製作簡報

審核簡報內容
是否需要修正

台大團隊以天氣風險公司與
颱洪中心定量降雨資料
做即時淹水模擬

圖 8   新北市應變中心災害情資研判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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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原本不高，復因各機關推動計畫內容標準不一，

整合更是不易（圖 10）。

(2) 為整合本府各局推動社區防災工作，並避免資源重

複投入，新北市府自 104年起，即由災害防救辦公

室邀集水利局、工務局、農業局、教育局及警察

局，建立整合平台（圖 11），共同推動防災社區。

結合校園與社區

(1) 推動社區防災必須運用學校資源（如：教職員生人

力、臨時收容場所等）。然由於校園學生多係來自

鄰近社區，故談校園防災，自無法脫離社區，校園

圖 9   防救災資源庫入口網站圖

與社區彼此應相輔相成，即防災社區走入校園，校

園防災結合社區，增加觸及對象，並由點、線、面

逐步擴展，以臻達全民防災之目標。

(2) 新北市府自 105年起，整合推動防災社區時，即要

求獲遴選社區內之學校應主動參與，以期將防災教

育推及社區，並依據環境、人文分析防災需求，共

同辦理聯合培訓及演練，將防災工作從社區延伸至

校園。新北市推動防災社區與校園合作模式 [6]，詳

如圖 12。

建置及管理防災公園暨戶外避難處所

由於新北市轄內有一活動斷層（山腳斷層），另鑑

於地震發生後，往往會造成大規模的建築物倒塌，需

要收容安置的災民眾多。基此，新北市於 101-106年期

間，於各區公所轄內完成建置防災公園，以達到區區

防災公園之目的。有關新北市各區防災公園之建置期

程及規劃，詳如圖 13。

另外對於完成建置之防災公園，新北市府亦訂有

平時管理及災時開設作業規定，督導各區公所每年定

期辦理防災公園開設演練，以發揮設置防災公園之預

期功能。

製作防災手冊，落實全民防災教育

新北市府消防局於 105年完成編製「防災手冊」，分

為 9篇，其內容包含各種防火、防災、防溺、防 CO、災

害搶救與緊急救護等。另配合製作各式宣傳單、海報、

宣導短片，透過校園防災週及藉由捷運車箱、電影院、

電視牆、網路等，進行校園及民眾防災教育宣導。圖 10   防災社區推動不易原因分析圖 [6]

圖 12   新北市推動防災社區與校園合作模式圖 11   防災社區整合平台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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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全球氣候變遷已是進行式，它的影響是全球性的，

其所引發的災害，以及對於社會、經濟等方面的衝擊，

更是前所未見，各國未來也都會面臨到不同程度的衝擊

危害。至於環境複雜、人口活動密集的新北市，其所面

臨的挑戰，更是多樣且多變的。因此，如何因應變遷，

做好調適，減緩影響，使得新北市成為一個安居、安

全、安心的三安城市，同時也是一個適性、適宜的永續

城市，是新北市府團隊共同積極努力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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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新北市各區公所防災公園之建置期程及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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