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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強化縱向溝通及橫向聯繫，使中央及地方災害防救單位人員於氣象

災害發生前後，能即時獲得與正確解讀災害性氣象與地震資訊。

今年特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以下簡稱水保局)合作，並邀請

本局氣象預報中心、地震測報中心及氣象衛星中心擔任講師，與地方

防救災單位分享相關訊息。

分別於3月16日-17日北區(局本部)、3月23日-24日中區(國立自然科學博

物館)、4月20日-21日南區(高雄市消防局)及4月27日-28日東區(花蓮縣消

防局)4區，各舉辦1場為期1天半的研討會，圓滿完成。

課程中使用按按按及時反饋系統進行互動，提升與會人員之興趣，熱

烈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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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873人，實際與會757人，總出席率
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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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69

北區 中區 南區 東區

報名人數

實到人數



整體滿意度(非常滿意+
滿意+普通)約 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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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保局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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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消防首長分享、氣象局防災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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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保局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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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消防首長分享、氣象局防災課程

12



13

單位 提問問題 水保局回應

南投縣信義

鄉公所

1. 請問水保局是否可以開課給鄉

鎮公所的基層人員？因為他們

並非圖資的專業操作人員。

2. 土石流警戒的黃色、紅色警戒

通報單常造成基層防災人員的

困擾，是否該請當地居民撤離

及該如何跟當地居民溝通？

1. 水保局將盡量依需求開課，但因課程時間需考量各個參與者

方便的時間較不易安排，因此除實體課程外，亦會錄影上網

公開。有興趣者也加入FB社團接收最新資訊。目前預計本

(110)年6月下旬會開課，也會錄製成影音教材。

2. 目前土石流警戒的發佈是依據雨量站的累積雨量來區分紅黃

色警戒，當預測雨量達到紅色警戒會需要請地方政府去疏散

民眾避難。惟現有機制可能跟現實狀況不符，因架設雨量站

的位置，其降雨量不一定能代表其所控制集水區的所有降雨

量。

水保局持續精進作為如下：

(1)未來發布土石流警戒時將參考氣象局提供之降雨雷達資

料，讓整個警戒發布能更貼近現地狀況。

(2)有關警戒值調整，水保局每年年底會針對警戒值過低的

部分進行調整，調高的機制必須要經過幾場事件的驗證，如

累積雨量達到警戒值仍未發生災害，就有調高的空間。且每

次警戒值之調整，皆會邀請專家學者來討論，需有客觀事實

的認證，且考量是否會讓住在警戒區居民暴露在高風險之中。

(水保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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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提問問題 水保局回應
南投縣信義
鄉公所

1. 請問水保局是否可以開課給鄉
鎮公所的基層人員？因為他們
並非圖資的專業操作人員。

2. 土石流警戒的黃色、紅色警戒
通報單常造成基層防災人員的
困擾，是否該請當地居民撤離
及該如何跟當地居民溝通？

3. (氣象局補充)
因為水保局上游的資料來源是氣象局，如果氣象局的雨量預
測不準確，也會影響到其判斷。氣象局亦有與水利署合作，
特別是近年提供更精確的解析度的防災降雨雷達資料，在一
般情況下，雷達的降雨估計較數值預報準確，但時間最多只
能到發生前2小時，因此可能供防災操作的時間是不夠的，
因此需要數值天氣預報來輔助。目前氣象局數值天氣預報作
業模式是3公里解析度，也有發展2公里解析度的雷達資料同
化系統，預計在3年內達到1公里的解析度。用數值模式能提
供前置期約未來12~24小時，但無法像雷達觀測一樣提供3
小時的資訊，氣象局也正開發以人工智慧技術改進預報。現
實面尚無法做到很準確，也就是具有預報不確定性，因此防
災面的應用會較保守，如防災常提到的「風險預報談預報風
險」，在做預報、預估、預警的時候，太高估就是狼來了，
太低估就會來不及跑，如何拿捏需要多互動溝通，盡量做比
較安全的決策。
另外，BigGIS已經提供很好的平臺，線上直播也是教育訓練
的另一種模式。氣象局在農業氣象的推廣應用方面，採用培
育訓練教育種子人員，可能是防災體系的代表人員，透過這
些種子人員再進一步把相關應用、訊息傳遞出去。BigGIS也
可考慮「使用群組」，裡面有很多QA，自然會形成一個社
群討論該系統相關資訊，而有更多機會去調整系統。

(水保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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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提問問題 水保局回應

雲林縣褒忠

鄉公所

請問鐘主任，研究土石流方面，在

簡報之中可以用排除地下水的方法

來預防崩塌，那可否用監測井的水

位變化來預測是否會發生崩塌？另

一點是本人曾經試圖用地下水溫的

變化來嘗試是否能找出與地震的關

聯性，可惜最終無結果，水保局有

大量的資料，不知道到有沒有人做

地下水溫與崩塌關聯性分析？

1. 地下水位變化造成邊坡土石的滑動確實有學理依據，至於水

位上升多少會造成滑動，甚至造成滑動多少，只要觀測時間

夠久都可以用理論推導出來。

2. 水保局目前尚未針對地下水溫與崩塌的關聯性進行分析研究，

不過已有些計畫有探討水裡的離子，像是土層滑動時會釋放

一些離子出來，九二一大地震也有學者研究出當時土層某些

離子濃度會增高。水保局每年都有創新研究計畫，學者也可

透過此管道，提出地下水溫與崩塌的關聯性的議題。

(水保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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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提問問題 水保局回應

慈濟基金會 現在缺水，但中南部仍在挖井取

水，是否會有崩塌的危險？

一般來說，抽地下水時，孔隙水壓會降低導致土壤有效應力增加，

並產生壓密作用導致地層下陷。但這發生的前提是土壤屬於黏性

土壤。最近鑿井取水最多的地區是中部，因為它的土層多為卵礫

石層，透水係數高，抽蓄後水可以很快補上，所以過去較多說法

為中部可以不用蓋水庫，靠抽地下水就足夠，因為大甲溪與臺中

市的地下水頭差大概有100公尺以上，地下水的補充很快，以大

甲溪來說至少有百億噸等級的地下水，所以這幾次水利署都在中

部抽地下水來救急，但有一個原因是它有地利條件，第二個部分

是它有一些地方不敢動，原因是一般民眾都被教育說抽地下水會

造成地層下陷而忽略不同地質條件的前提。以臺中市來講，蓋大

樓做深度開挖時，一定要每天24小時把水抽走，若不抽走會導致

地下室被水注滿，而這樣的抽水量也未使地下水位明顯下降，但

這些資訊需要與民眾多溝通了解。水利署近期開挖的幾個水井在

中央公園或靠近自來水廠的公有地，也有附近民眾或環保團體反

彈，而需要花時間來溝通，因為多數人已經習慣被動接收過度簡

化的資訊而造成錯誤的理解。

(水保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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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提問問題 水保局回應

慈濟基金會 崩塌與抽地下水是否有關連？ 地下水跟崩塌會不會產生連結或影響，地下水位下降確實是地層

下陷的主要原因。但以坡面來說，地下水位下降反而會使坡面更

穩定，所以在處理大規模崩塌或大型地滑時，最有效的工程常常

是做集水井。以梨山的地滑為例，比較當時的地下水位與現在的

地下水位的邊坡滑動，在地下水位下降後，邊坡就沒有明顯滑動。

可規劃將大規模崩塌的現象設計成

教學模型，以利社區防災上課民眾

更容易理解。

有時到社區去講解時，確實會遇到民眾不易理解的情形，利用播

放影片方式會更容易讓民眾理解，或以一些較直覺式的素材呈現，

較容易獲得成效。因為大規模崩塌的宣導才剛起步，也有持續在

思考較生活化的宣導素材，目標是從最緊急的部分來教育民眾。

今年本局與「泛科學」合作，如「泛科學」常會製作科普短片或

動畫來解釋一些政府的施政作為，過去為土石流拍的兩部短片成

效皆不錯，因此預計會拍攝兩部大規模崩塌主題的科普文宣短片，

希望透過短片能讓民眾更了解大規模崩塌。除了跟「泛科學」合

作，也會透過學校管道來教育學生，讓孩童從小建立防災觀念，

也藉由親子互動來影響建立父母的防災觀念。

(水保局部分)



18

單位 提問問題 水保局回應

慈濟基金會 可否藉由像是BigGIS等大數據來

分析鄰近河道的部落其因河川沖刷

或淤積而產生的災害風險？

所有的地形變化都是有軌跡跟方向，若能把過去的歷史資料完整

保留，有助於理解其未來變化的機制。例如有的河川經過30年就

上升10公尺左右，若沒有這些歷史紀錄或影像，便很難去說服民

眾，透過BigGIS把這些影像資料真實地記錄下來，就能有助於未

來與民眾或地方政府的溝通，那這些資料也能做更進一步地使用，

如分析河道變遷、國土規劃、防災教育等，但這是一大工程需要

更多人的參與協助。

關於河道土砂清運的部分，公部門會在上游野溪清疏，採用束水

攻砂的觀念，在河道挖一個深槽，當大水來時，因流速較快能夠

帶下去的土砂較多，所以當下游河床淤積增多，代表上游崩塌較

多導致來砂量較多，但不見得河床一定是淤高，如有攔砂壩則可

能造成河床往下挖深，所以如何保持河床土砂的運移均衡是很重

要的議題。部分經常受災區主要是占用到行水區，過去的思維為

能夠多利用土地而常選擇河灘地作為居住地或開發，因為河灘地

最為平坦、較容易開發，近年觀念有逐漸改變，不去選擇占用大

自然該走的路。

(水保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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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提問問題 水保局回應

花蓮市公所 大規模崩塌預先撤離時，鄉鎮市首

長是否願意配合，若縣長跟鄉鎮長

意見不同時，該如何因應？

疏散撤離一直是個很難決定的事情，以花蓮縣而言，縣長過去傾

向預防性疏散。對於新興災害的部分，例如大規模崩塌的疏散撤

離，如縣長與鄉鎮公所看法不一致時，也需要多溝通。水保局在

今年警戒規劃部份即分成二類，一類為好溝通且容易執行，如過

去有土石流的經驗；另一類為過去無防災經驗的或該區未曾發生

過災害而須疏散撤離，需與民眾多溝通。

以臺灣地形來說，山坡地沒有絕對安全的地方，都有一定的風險

存在。多跟地方首長溝通理解，因為「疏散撤離」在防災分工上

是屬於地方政府，縣長需要擔負的責任較大。通常第一次溝通，

雙方的立場會較為緊繃，透過溝通更加理解認識災害後，可以在

執行時較為順暢。水保局的溝通對象不只一般民眾，對於公部門

的溝通也是非常需要，即使到現在也還是有地方政府反彈土石流

潛勢溪流的劃設，因為可能影響地價及觀光等，但防災不是為了

對地方政府和民眾的土地或權利有所限制，而是當災害來臨或風

險增高時，忍受幾天的不便至安全區域避開災害。從過去十年的

統計資料來看，依現有的雨量警戒值標準，大規模崩塌警戒可能

三年才發布一次，除非與土石流的警戒區重疊。

水保局將依照這一年的執行經驗，持續檢討這樣的運作模式是否

可行，或調整一些警戒作為。

(水保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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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提問問題 水保局回應

高雄市政府

消防局

像我們做資料分析的人，重視的除

了資料很多以外，還需要有洞見的

能力。民眾目前都還是要等到媒體

報導才會開始注意缺水的問題。想

請問有甚麼樣的跡象可以讓我們提

前先知道會進入這樣的水情危機？

1. 目前有在思考利用遙測的資料，特別是全球的資料，能夠提

早去看見土壤含水量。現在最準確的方法是利用儀器放在土

壤中進行監測，但這方法很難普遍化，只能就重點來監測。

又每個地方的環境條件不同，其實很難進行規劃設計。所以

目前正在研究是否能利用衛星遙測的方法探討地面的蒸發散

的情形來反推土壤的含水量，不過目前國際上的衛星能提供

的空間時間解析度不高，現在僅能將地面的監測資訊結合加

上衛星及AI的方式來去找到平衡的結果。未來也可以再跟氣

象局討論，期待整合這些資訊提供對民眾更有幫助的服務。

2. (氣象局補充)

水情資訊可以藉由過去資料的分析來推斷。由於氣候變遷與

溫室效應的影響，原本大氣穩定的震盪被改變，導致大氣波

動的變化增強，面臨嚴峻的劇烈天氣。而要掌握這些變動的

方法主要就是利用歷史資料來看過去的大氣變化是否有相同

的規律，進而對未來的變化有所掌握。其實去年底氣象局已

經對於今年的少雨情形有提供訊息，進一步各個部會也都有

在針對有可能發生的影響以及如何作調整進行研究與討論。

希望民眾能夠藉由政府所釋出的資訊及方法，一起配合度過

各種劇烈天氣。

(水保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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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提問問題 水保局回應

澎湖氣象站 BigGIS是否可以加上巡航模式？

不只在防災上可以用，也可以作監

測使用。

飛行上的圖資應用主要需要大家共同發想，最早希望能夠保留臺

灣土地的歷史紀錄。收集過去幾年地面上拍的災害照片或重要的

地景，整理在GIS的平臺上提供大家查詢及展示，如只有地面的

照片過於局部，後來進一步整合衛星影像及航空照片等，作成

BigGIS提供大家使用。未來隨著技術的改變，可以靠著大家的發

想進行多方面的使用。

關於大規模崩塌，像是之前瑞芳的

崩塌以及光華順向坡坍塌事件，目

前交通是滿重要的，有沒有辦法針

對交通要點，例如雪隧等地方加強

監測？

目前是希望在我們能夠掌握的檢視區內，盡量不要發生崩塌的狀

況。前列所述地點主要是因為有鐵路或公路開發問題，有其他權

責單位負責。我們這邊主要是針對小林村類型的災害，希望不要

再一次的發生類似的災害，所以會去找相關的區域作監測，但還

是需要一些時間才有辦法推展至全臺。

有關光華崩塌事件，其實到現在都還在滑動，需要等穩定一點之

後才有可能進行後續的工程治理。另也有請地方政府去尋找若是

滑下來的話有沒有地方能夠堆放滑落的土堆。這個部分目前臺北

分局有在持續作監測及相關處理。

(水保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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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提問問題 氣象局回應

彰化縣

警察局

請問上次地震時，手機發了十幾次

簡訊通知，其原因為何？

氣象局續透由模式的計算及測站分布平均度的改進，精進地震速

報作為，該次問題的原因在改進的過程中，三臺發布主機的修正

有一些失誤，目前已調整為有發布過的縣市不再重複發布。

花蓮義消搜

救隊

1. 同時發生數個地震，如何區分

有無編號？若中央地調所公告

某區活斷層發生地震的機率較

高，且該區附近近期發生過地

震，氣象局是否會在幾天前預

警該區慎防地震？

2. 地震發生時，常聽到說是正常

能量釋放，那不正常能量釋放

為何？是有致災的才算不正常

還是沒有致災算不正常？

1. 地震中心依據「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有感地震發布作業要點」

發布地震報告，若該次地震符合特定條件就會有編號，特定

條件是基於地震防災考量據以訂定。地震發生時，本局地震

中心會迅速進行地震定位及監測，也會從數據庫資料分析附

近發生餘震可能性，在媒體採訪時會適時揭露相關訊息，供

民眾應變參考。

2. 正常能量釋放是指隨著菲律賓海板塊推擠歐亞大陸板塊會累

積能量，所以會適當地釋放能量。

(氣象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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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提問問題 氣象局回應

方圖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預報資料所需的時間 (延時)，在作

業的過程中會在不同情況下有不同

需求。以機具調度為例，3小時間，

短延時強降雨可能需要小時頻率才

能處理所需的作業需求。

在梅雨、颱風期間，氣象局會和水利署、消防署、農委會、國家

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等防災單位，進行跨部會的情資研判會議，針

對事件影響時間、範圍、區域、量值、嚴重性等資訊進行報告。

在大規模連續性豪雨，也可能開設CEOC，以每3小時更新一次

資訊。在氣象局提供定量降雨預報(QPF)的網頁上，可以登入帳

號來查詢有限度開放的資料，且氣象局提供給防災單位的資料是

較精細的格點資料，基本上是24小時的數據資料（前3小時為一

個間隔，3小時後以每6小時為一個間隔），應有足夠的前置作業

時間，至於準確度多高，氣象局會針對這部分持續改善。

另外，氣象局的數值天氣預報模式正式作業是3公里，去年6月也

有發展2公里解析度的雷達資料同化，預計在3年內達到1公里的

解析度。

希望相關防災單位能謹慎使用這些第一手的資料，因為目前沒有

足夠的時間來人工檢驗這些第一手的資料。若覺得資料提供的前

置時間或空間解析度還不足，氣象局會持續改進。

如果只靠氣象局的力量來支援所有縣市政府的防災操作，其實是

力有未逮，所以過去有跟縣市政府宣導過可以參考在地團隊，因

為在地團隊可以去處理當地更細的分析，目前有許多縣市政府已

如此在進行。因為水利署也有相當多QPF相關的資訊，您可以根

據那些資訊來預支防災兵力。

(氣象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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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提問問題 氣象局回應

慈濟基金會 地震災防告警訊息內容僅提到「慎

防強烈搖晃」，是否可以增加進一

步具體防護作為，如趴掩穩的指引，

有助於提升安全性來達到警訊的目

的。

基本上，地震災防告警訊息是透過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NCDR)的平臺，由5家電信業者來發送，有89個位元字數上的

限制，早期僅有中文，後續增加英文的內容，以方便旅臺外國人

士進行地震避難，所以在兼顧地震警訊與語言種類選擇的前提下，

採用了目前最精簡的版本。過去也有人建議發兩封簡訊（中、英

文各一封），但可能較不符合民眾需求。今年已有規劃跟國家通

訊傳播委員會(NCC)討論放寬字數限制，若經同意，貴單位的增

加具體防護作為引導之提醒用語建議將納入考量。

花蓮消防局 氣象局有許多開發的產品，像是

QPESUMS有網頁版跟手機版，防

災工作常會需要在外面奔波，手機

版 的 APP確實 增加便利性 。

QPESUMS的APP裡面有一個警示

功能，但是似乎沒辦法設定完成，

例如人在臺北可以收到花蓮的警示，

就可以遠端遙控防災應變。

QPESUMS APP優點之一是可以設定「所在區域」或「特定區

域」，例如可以人在臺北而警示點設定在花蓮，然後可以設定警

示範圍（5-50公里）內希望警示參數(例如回波大小、降雨量等)

的門檻，當達到門檻標準時就會發送訊息提醒。

(氣象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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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提問問題 氣象局回應

民航局

嘉義航空站

我國近30年對於地震方面的監測

有哪些進步？導入哪些科技及預警

相關系統的建置？

從民國81年起，地震監測最明顯的進步是推動強地動觀測計畫，

這個計畫包含未來15-20年的長期規劃，目前已執行到第5期的

強地動觀測計畫（每期6年）。第1期（民國81-86年）的計畫是

廣設地震站，目標是架設600個座自由場地震站，還有40座的結

構物（如大樓、橋梁）地震站。第2期（民國87-92年）的目標

是地震速報，早期地震報告以人工作業居多，報告產出需約20-

30分鐘，民國88年921大地震發生後，地震中心在102秒即定位

出震央位置，在當時是絕無僅有的成就，這要歸功於第1期廣設

的強震儀和通訊科技的進步，後續地震中心開始嘗試研發強震即

時警報技術，但考量民眾容錯率的接受度，至105年因為3C的普

及化才正式推動強震即時警報。隨著科技進步，也許再過幾年可

以做粗略的地震預測或前兆的發展，現在也開始導入AI技術，希

望未來在地震發生後3至5秒內完成定位地震並發布PWS。

林務局 QPEplus可以計算累積雨量的部

分，統計時間是否可以自行設定？

有關QPEplus累積雨量的設定，可以自行選定過去10天內的任

何時段(可跨日)，最長累計到10天內，會將全臺灣所有自動雨量

站的雨量資料計算並繪製成圖。但目前這個功能尚未全面對外開

放，因為有計算效能的考量，目前僅提供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使用，

待效能改善後再開放。

(氣象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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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提問問題 氣象局回應

林務局 林務局的森林火災業務與氣象局有

相關，請問氣象局是否有相關乾旱

指數的資料收集或應用？

在乾旱部分，過去比較少著墨在森林火災這部分。乾旱指數一般

是水利署的業務，氣象局主要是針對未來降雨的評估。

乾旱指數從純氣象的角度來看較單純，因為僅需考量降水問題，

可是大部分的乾旱問題是應用層面的問題，如水資源乾旱及農業

乾旱，因為應用到不同領域時，它的背景條件不同，需要結合該

領域業務的特質，所以乾旱指數在應用層面很廣。森林火災因臺

灣環境過去比較潮濕，近兩年比較乾燥才容易發生，不像美國、

澳洲經常面臨森林火災，而在該地氣象局有一特定席位是專門做

Fire Weather Forecast。

至於乾旱監測部分，因為臺灣以往較少乾旱案例，所以這方面研

究也比較少。美國因為降水較少而有大規模乾旱監測，甚至是氣

候方面的監測。這部分方法、技術的確是可以做，只是因為臺灣

過去乾旱問題的嚴重性不大，所以沒有把重心放在這個議題。另

外乾旱監測還有一個重要的部分是原始資料的來源，像是森林區

內的濕度或土壤含水量的資料會需要使用到數值模式跟衛星影像，

昨天水保局也有談到BigGIS的衛星資料也可以用來大範圍的乾旱

監測。然後就是探討乾旱程度和森林火災發生機率的關聯，因為

近年乾旱較嚴重，氣象局未來也會多關注這議題。

(氣象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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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提問問題 氣象局回應

高雄市政府

勞工局

在職安防護措施裡，有一項是熱危

害的預防，熱傷害跟極端氣候也有

很大關係，因此當勞工在戶外工作

時，須注意高溫警報的預報，那未

來高溫警報的標準是否會在上修或

下修，以保障勞工在職場上的權益

與安全？

高溫資訊也是近幾年才制定之標準，當時訂定此標準時有邀請諸

多單位共同研商，針對溫度對於人體、農漁災害現象的影響，並

考慮最高溫及持續時間來制定出現行紅、橙、黃燈三個標準。目

前氣象局在跨域應用，包含公衛、農業等領域，也有考慮參考其

他指數，但參考的指數如果太多種，就會牽涉到這些資訊應如何

發布的問題。

溫度對生物的影響很大，不只是高低溫的因素，溫差也會有影響。

像是高血壓、心臟病、呼吸道疾病等慢性病與溫度參數有很大關

聯，過去人們對低溫相較於高溫較有感覺。去年與國健署、勞委

會合作時，訪談一些建築工地的工人、運動員，他們面對的「熱

壓力」很大，從熱壓力到熱衰竭中間有一段過程，有的人調適較

佳就可以忍受較大的熱壓力。勞委會採用WBGT Index的標準，

考慮到溫度效益、空氣中的水氣（蒸發效益，汗水是否容易蒸發）

及輻射熱。那如何知道在高溫到某個程度時，應採取何種作為，

氣象局與國健署經過多次討論，目前的結論是應用WBGT作為熱

危害的指標，但還須考慮臺灣氣候與美國、日本不同，因此有請

中研院針對「人體對於溫度調適度」做研究，並結合臺灣地區氣

候和WBGT來看急診就診率，制訂出一個標準，可能下個月就會

正式發布。不過即使是同樣環境條件，對象不同就會有不同結果，

過去很多案例是當事者本身感覺沒問題，實際上身體已超出熱壓

力的負荷，因此實務上還需與人體反應進行結合。

(氣象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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