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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訪談紀要

問：根據媒體報導指出，今年英國針對全

球城市進行災害風險評估，臺灣臺北

為全球之冠，請問是否可以詳述該項

評估的狀況，提供參考呢？

答：在英國勞合社(Lloyd’s)委託英國劍橋

大學風險研究中心(Centre for Risk Studies)進

行世界城市風險報告(World Cities Risk 2015-

2025)，推估全球301座城市在10年內可能受

到18種天然災害或人為災害風險影響。該報

告依各城市人口成長與2012年GDP，推估至

2025年之城市GDP，依不同天然或人為災害

計算之未來10年城市GDP損失金額。其中臺灣

臺北(Taipei)未來10年之災害風險位居世界第

一，估算損失金額高達1,812億美元，另外，

第二名至四名，分別為日本東京(Tokyo)1,532

億美元、韓國首爾(Seoul)1,035億美元及菲律

賓馬尼拉(Manila)1,010億美元。而臺北面臨災

害威脅之天災災害前四項內包含了風災(Wind 

storm)、地震(Earthquake)、洪水(Flood)，由此

可見，臺灣勢將面臨複合性災害；另股災、流

感、網路駭客攻擊、缺電並非天災災害，但會

壹、前言

　　譚義績主任自臺灣大學農業工程學系及研究所取得學、碩士，後赴美康乃爾大學深造生物

及環境工程並完成博士學位。

　　譚主任現任臺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教授及臺灣大學氣候天氣災害研究中心主任，

專長領域為水利及環境工程，曾任臺灣大學農業工程學系副教授(該學系於2002年更名為臺灣大

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臺灣大學防災綜合災害研究中心執行秘書、臺灣大學水工試驗所主

任、臺灣大學防災綜合災害研究中心主任；所指導之碩博士畢業生，無論在學術研究、政府機

關或工程顧問等領域，均表現優越、備受肯定。

　　譚主任曾參與發明通過4項專利，包括「自動化虛擬實境地形影像產生方法、展示編輯系

統，及系統儲存裝置」、「即時虛擬實境流場影像之產生方法、編輯系統，及紀錄媒體」、

「可拆式泥砂濃度及流速超音波量測裝置」、「水道泥砂濃度超音波量測系統」等，並曾榮獲

臺灣大學教學優良獎及七次榮獲國科會甲種研究獎，近年來更積極投入國內災害研究及防治工

作，已為國內水利工程及防災領域之翹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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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大臺北地區在經濟持續發展之情況下，

土地開發使用強度不斷增加，使得災害脆弱度

(Vulnerability)大增，而臺灣又位處環太平洋地

震帶，在此環境條件，災害風險甚至會隨全球

氣候變遷不斷攀升，如減災、整備、預警等相

關災前準備工作不足時，可能難以減輕災害所

帶來之衝擊。過去以工程方式來降低災害的發

生，現已無法完全避免。災害防救問題日漸受

到世界各國所重視，尤其高災害潛勢地區的減

災及整備最為關鍵，所以許多國家都努力加強

基層防救組織的作業能力與整合機制。因此，

大型城市面臨災害時之災害防救能力更加重

影響GDP。可見國外除天然災害外，也重視其

他災難。

　　臺北市具有最高的災害GDP損失風險，佔

了年平均GDP約將近一半，其總和的天然災害

潛在損失為全球最高，佔了約四分之三的風險

曝露量，最大比重為排名第一的風災，主要為

颱風經常發生，臺灣以2009年莫拉克為例，阿

里山降雨量達3,004毫米，造成675人死亡；其

中由颱風所引發的洪水災害，其GDP損失風險

在全球城市中為第七位。

　　另外，臺北市的火山風險，在全球排名為

第三，臺灣有九座火山，其中大屯火山群位於

市區北方約15公里；包含火山活動，同時也有

地震風險，臺北市面臨此項風險，其潛在損失

為第四名。

問：近年來，天然災害發生頻率越來越

高，在臺灣的環境條件下，災害防救

工作應如何加強呢？

 (左1)陳逸鴻工程師  (左2)吳律平經理                                                                                (左3)王炤烈總經理  (右3)譚義績主任  (右2)曾淳錚協理  (右1)胡湘帆正工程師

臺灣臺北(Taipei)未來10年之災害GDP損失風險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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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唯有積極推動防救災工作，方能夠減輕災

害來臨時所帶來的衝擊與影響。

　　除了災前應掌握災害潛勢資訊、積極推動

防災教育外，災時也應強化災害應變能力，且

健全完善的防救災資源。以消防署目前正推動

的災害防救深耕計畫來說，以非工程性防災與

減災的作為，投入的經費成本低，可達到效益

相對高。各地方政府積極地將災害防救知能透

過專業協力機構，也就是鄰近的大專院校，借

學術領域的專業能量提升政府基層(如公所、

社區)的防災素養與能力，例如社區防災、兵

棋推演及實兵演練之重要性，進行災害防救相

關工作的協調、整合、督導與落實，進而建立

城市災害特性評估與分析、防救作業的規劃與

演訓，以及災害防救知識與資訊的教育宣導等

觀念，以奠定第一線災害防救工作之基礎，更

完備並實踐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尤其臺灣大學

協助新北市及臺北市災害防救深耕計畫，利用

大學之能量協助地方政府推動減災工作，連日

本人都十分羨慕，此點我們應引以為傲。

 (左1)陳逸鴻工程師  (左2)吳律平經理                                                                                (左3)王炤烈總經理  (右3)譚義績主任  (右2)曾淳錚協理  (右1)胡湘帆正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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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在實際的操作經驗中，如何運用學界

的專業能力提供市府或是公所的人員

提升防救災能量呢？

答：以防災基礎資料建立與分析來討論，在災

前需要確實掌握各地區的環境特性與防救災資

源分布情形，透過科學技術與模式來進行模擬

與分析，運用臺灣地震損失評估系統(TELES)、

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GIS)、淹水模式等進行境況模擬分析，並由市

府、公所及協力機構人員，共同進行實地環境

現勘、社會經濟狀況討論與災害歷史調查，進

而分析評估當地災害特性與潛在致災可能性的

評估，著手規劃防災地圖，其主要目的為：有

效顯示出各地方之現有防救災相關資源、災害

潛勢地區及避難收容處所；災時，居民得藉以

防災地圖製作流程

臺北市各行政區面臨可能災害潛勢類型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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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疏散避難方向之引導，安全抵達避難收容

處所或安全地點，使居民更進一步認識自我生

活環境及災害風險，並提升災害意識。

　　再者，根據災害潛勢分析結果，擬定具

體可行之短、中、長期減災對策與落實執行之

工作目標。例如假設地震情境，進行分析與評

估，內容包含土壤液化潛勢、房屋倒塌估計、

橋梁受損情況分布、避難收容場所能量是否充

足及醫療院所能量是否完備等。

一日累積雨量600mm受影響之醫院 核電廠緊急應變區及應變區外距電廠半徑8至16公里範圍

一日累積雨量600mm受影響之優先開設學校(避難收容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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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事前溝通協調，以利未來彼此合作，使後續

活動更為順利，增加計畫達成的效果。

■ 啟蒙啟動活動

　　介紹防災社區案例，說明防災社區的內

涵、防災社區的推動模式與操作方法等。透過

啟蒙啟動活動，以淺顯易懂的文字或示意圖，

將複雜的專業知識或防救災資訊，轉換成居民

容易吸收的常識，並且用居民較為親近與生動

的方式，如互動式遊戲，讓居民對於社區所面

臨的災害有基本的了解。希望藉此建立防災意

識，提高參與意願。

■ 環境踏勘與防救災議題對策研擬

　　偕同里民共同實地勘查現況，讓居民了

解周遭環境的重要，並透過小組討論，在輕鬆

的氣氛下，凝聚共識、整合意見、擬訂社區防

災計畫，讓民眾自發性地關心社區環境安全議

題。

■ 防救災組織建立

　　在一系列課程講授與工作坊操作後，藉由

社區居民共同參與方式提出適合社區的防災計

畫，以建立社區推動防災之程序、人力編組等

機制，並建議社區與地方公部門、消防單位之

問：譚主任近年來對於國內各項防災工作

推動，不遺餘力，貢獻良多，致力於

國內各項防災能力之提升，請問如何

進行防災相關專業知能的培養與訓練

呢？

答：目前最積極推動的是防災教育與防災社

區。防災教育是透過不同的管道與途徑，針對

不同的對象類別及其需求，規劃專業之災害防

救專業知能課程，進而培養基層災害防救工作

的種子人員，也間接地提高了機關與單位的防

救災能量。而防災社區則落實全民防災概念，

讓參與者能夠瞭解防災社區的目的，透過互動

式的學習，以輕鬆的方式讓一般民眾對於減

災、應變等工作更為了解。以大臺北為例，透

過工作坊的形式執行，進行分享和經驗交流，

而在規劃社區防災演練方面，則先讓參與者瞭

解防災演練的精神，說明如何規劃一場小規模

的防災演練，包括其中所需準備與注意的事項

等，讓參與者能初步認識防災演練規劃工作，

使參與人員從中學習相關知識及概念。執行方

法如下：

■ 社區指導會議

　　於進行各個活動之前，先行與里長及社區

幹部或熱心志工晤面，並且對防災社區日後操

作的活動時間、內容、方式與目的等事項，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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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譚義績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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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防災網絡系統或模式，協助社區建立社

區防災態勢。

■ 社區防救災救護訓練

　　視當地社區之特性與需求，安排救災救

護等操作訓練課程，之後並依據社區之實際狀

況，進行災害情境圖上模擬與演練。

■ 防救災演練

　　為落實防災疏散避難規劃之成果，著重

於災害發生時之危機處理與應變搶救，讓演練

者就應變時各小組與各成員之職責與任務加以

演練、熟悉，並透過演練瞭解與組員和其他小

組，以及其他參演單位之間的協調、聯繫、合

作之重點事宜；而且透過防災演練的進行，日

後可加以檢討和修正，讓社區民眾瞭解疏散方

向、路線與安全避難收容處所。

問：自集集地震、莫拉克風災、高雄氣爆

以來，民間企業的愛心與資源大量

挹注到災區，不但紓解政府資源的不

足，更讓受災民眾獲得實質溫暖，然

而，短時間大量資金與物資的湧入，

若不是在平時即已建立周全的規劃，

則資金或物資的使用往往會有疑慮，

這方面請問譚主任有甚麼看法呢？ 

答：由於民眾平時與企業甚至政府缺少一個雙

向溝通的救災機制，救災過程中時常需要耗費

寶貴的時間在溝通上以取得民眾信任，也會間

接影響整體救災時機，本校經常反思學術單位

該如何對社會盡一分應盡與可盡的責任。

　　有鑑於此，基於人道關懷及社會回饋，

臺灣大學願做為大專院校的先驅者，自願擔任

整合政府、企業與受災地區的橋梁，提出「企

業參與防災社區公益關懷平台」之概念，替政

府及企業進行責任定位及劃分，並連結政府、

企業與高受災風險地區，將防災教育與災害管

理落實於平時生活中，藉此回饋國家社會，實

踐「敦品勵學，愛國愛人」之校訓。民間企業

資源提升防救災能量，藉此建立「政府-企業-

高風險受災地區」之防災夥伴關係，讓企業能

於平時協助高風險地區之相關公益活動，建立

互信關係，一旦發生災難，災中可提供即時應

變之支援，災後協助災區進行地區重建與產業

重建。多年來臺大在防災相關議題的研究與經

驗，期望以中立之角色，進行政府與企業協調

及任務架構擬訂，並建立夥伴關係溝通平台，

提供「政府-企業-高風險受災地區」一個暢通

之對話管道。未來建議加強企業防災，希望能

夠建立企業防災平台，以符合2015仙台減災宣

言，為人類謀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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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感謝譚主任撥冗接受專訪，讓大家對於國

內防災相關事務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譚主任長

期進行臺灣由於氣候因素而導致之相關災害研

究，包括氣象、水文、土石流與坡地災害研究

等；擔任臺灣大學氣候天氣災害研究中心執行

長及主任期間，更致力於加強國際交流與產學

合作，以提升國內防災能力，因應全球氣候變

遷之衝擊，提高減災整備之效益。 期待各界

未來能與譚主任就國內防災、減災相關議題有

一同合作之機會，一起為臺灣的防災工作盡一

分心力。

 (左1)陳逸鴻工程師  (左2)吳律平經理  (左3)王炤烈總經理  (右3)譚義績主任  (右2)曾淳錚協理  (右1)胡湘帆正工程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