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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納莉風災後台北市政府之公共關係管理 

第一節  納莉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 

一、 成立背景與組成方式  

納莉風災造成台北市重大傷亡損失後，市府體認到依據災害防救法所建構的

防救災體系，由於在時間上十分的短暫，出現了許多運作上的問題，這些問題在

救災後期成為媒體批評的焦點，包括區里防災體系不堪一擊、救災進度慢半拍、

防洪體系瓦解、垃圾一清專案啟動過慢，缺乏警覺性、交通應變措施混亂等（民

90年 9月 26日至 10月 1日，聯合報，納莉風災系列報導）。鑒於災後重建的需
要，台北市長馬英九在十月二日的市政會議後宣布設置「台北市政府納莉颱風災

後重建推動委員會」，並在十月九日發布「臺北市政府納莉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

員會設置辦法」。 

依據「臺北市政府納莉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設置辦法」，委員會任務為

全面探討納莉風災災變發生的原因，並且檢討防災、救災、救濟及災後復原體系，

研擬具體改善建議方案，提供諮詢意見，並且協調推動重建相關事宜。委員會主

要由「防救體系組」、「防洪排水組」、「交通捷運組」及「坡地防災組」四組組成，

各置召集人一名，各組成員由委員兼任。各組任務如下： 

（一）防救體系組 

主辦機關為消防局；協辦機關包括民政局、環保局、社會局、衛生局、兵

役處、警察局、交通局、教育局、國宅處、工務局、建設局、自來水處。 

1. 檢討研議防救災組織動員計畫之改進事宜。 

2. 檢討研議防救災中，維生、通訊、交通、物流、衛生及環保系統之改進
事宜。 

3. 檢討研議災民安置及救濟之改進事宜。 

（二）防洪排水組 

主辦機關為工務局；協辦機關為建設局及發展局。 

1. 檢討研議大臺北防洪計畫之改進事宜。 

2. 檢討研議都市排水系統及抽水站設計、操作之改進事宜。 

3. 檢討研議社子島、關渡平原及山坡地開發等事項之改進事宜。 

4. 檢討研議坡地集水區保護及排洪計畫之改進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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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通捷運組 

主辦機關為交通局；協辦機關包括捷運局、捷運公司、警察局。 

1. 檢討研議捷運系統恢復正常營運相關事宜。 

2. 檢討研議捷運系統未復原前之替代措施。 

3. 檢討研議捷運整體防洪措施之改進事宜。 

（四）坡地防災組 

主辦機關為建設局；協辦機關為工務局、發展局。 

1. 以現有「坡地防災小組」擬定計畫為基礎，全面檢核坡地防災措施及開
發計劃。 

2. 檢討危險坡地等級，釐定整治優先順序。 

不同於過去採取行政分組的方式分組進行討論，重建推動委員會是採取問題

導向的方式針對最重要的問題進行探討，透過對於整體災害防救體系與相關問題

的檢視與探討，提出策略性與專業性的建議。 

重建推動委員會主委劉兆玄表示，委員會將針對五項老百姓最大的痛，包括

生命安全、年年泡水、維生線與基礎建設癱瘓、廢棄物、防救災體系運作等提綱，

在一個月內提出具體解決方案，定出階段性執行目標，協助台北市健全防救災體

系，也希望長期策略不因政治人物任期而停止。 

二、 總結建議 

納莉颱風重建推動委員會經歷了一個月的研討，提出了十五項主要的具體

建議，包括：（一）儘速設置市級災害防救專責機構與人員、（二）短期內進行

災害分級，確立緊急應變中心的運作及操作流程、（三）建立防救資料庫與資訊

系統，整合災情蒐集與傳遞系統、（四）強化危機意識，推動防災教育、（五）

以總合治水理念，處理防洪排水問題、（六）限期完成未達保護標準的堤防、（七）

儘速解決基隆河圓山瓶頸河段、（八）捷運應逐步恢復行控中心的原有功能、（九）

受創嚴重的台北車站等捷運各站，應成立安檢委員會，監督測試與驗證安全工

作、（十）捷運公司應嚴謹評估在地面上適當地點設置第二行控中心、（十一）

捷運短期內檢討應變程序，明年防汛期前完成中期改善方案、（十二）迅速處理

危險聚落及溪流、坡地安全、（十三）暫緩開發及利用保護區與山坡地、（十四）

嚴格取締山坡地的非法與違章行為、（十五）為執行前述各事項，應檢討、推動

相關法令規章之新訂或修訂。 

在此，本文也嘗試將這些建議依據 Nunamaker（1989）的危機管理動態模
式加以分類，以呈現未來台北市應採取的改進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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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危機爆發前的活動 

１． 專門儲存與組織、環境有關的知識庫  

強化緊急應變中心指揮與決策所需之資訊系統，包括平時既有之靜態及災

時主動蒐集之動態兩大類資訊，俾於迅速研判災情，進行適當之指揮決策。 

靜態資訊包括：中央、市府、公共事業及民間等相關災害防救資訊、災情

研判模擬分析資訊、特殊災情研判救災處理之專業人才資訊等，而主動蒐

報系統包括：消防、民政、警政、工務、建設、捷運等市府各單位及公共

事業單位。 

２． 危機計畫系統  

(1). 依總合治水理念處理水患問題。 

(2). 市層級設置災害防救專責機構，平時擔負災害防救相關規劃、協調、
整合，以及督導、考核各局處與各區之災害防救業務工作，災時則協

助市級緊急應變中心之成立與運作。平時以副市長為主管，設置各領

域專長或由各局處輪調優秀之專職幕僚人員﹔災時應變中心成立後，

則轉由指揮官指揮，支援應變決策工作。 

(3). 區級將經建課調整為工務課，以利納入土木職系人員﹔抽調社會課、
民政課、工務課等人員，於秘書室設災害防救業務專職人員，平時擔

任區級防救災相關業務之規劃、協調、整合、督考等工作﹔災時協助

區級應變中心與前進指揮所之成立與工作。 

(4). 依災害類別進行災害規模與情境之分級，擬定相對應之緊急應變運作
方式與操作流程，並依此釐清市級與區級緊急應變中心之功能與執掌。 

(5). 於平時建立有效運用具防救災科技功能之決策支援系統，並訂定標準
作業流程。 

(6). 由專責單位協調各局處結合民間救難組織、志工與宗教等民間團體，
以及鄰近縣市建立相互支援體系與組織動員機制。 

３． 劇本產生 

災害防救專責機構應結合相關業務單位於平時利用前述資訊、資料等支援

系統，針對各類型災害進行潛勢分析與境況模擬，並依據其結果進行實際

操作與演練。 

４． 危機訓練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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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擴編消防局災害預防科，以強化各類型災害之防救災能力，災時協助
市級應變中心之成立與運作，結合專責機構人員成為指揮官決策幕僚。 

(2). 各防救災單位應依相互支援體系與機制，訂定標準作業流程。 

(3). 積極提升市民防災意識。 

A. 市府應統籌所轄相關單位，並結合民間專業人士，成立「防災服務
團」，在平時利用適當機會，向民眾宣導防災、避災的重要性。 

B. 針對簡易性防洪排水的減災設備，邀請建築師公會等專業團體協助
提供做法及相關圖例，建立市民防災觀念、方法與自救能力，由消

防局及區公所配合，利用里民大會或講習加以宣導。 

C. 製作台北市淹水潛勢圖，必要時告知民眾週知。 

(4). 區公所應事先針對災害或模擬境況，結合業務單位、社區居民、民間
團體、公司、廠商等，定期舉辦演習。 

(5). 未來應變救災演練的方式，可以採取無預警抽檢、研擬劇本研習等方
式，並應具辦跨區、全民參與的大規模演習。 

(6). 學校應強化防災教育並規劃推動辦法與課程，推動社區防災、建立防
災社區的觀念，考量並運用新聞媒體及各區里鄰長社區發展協會配合

強力宣導，並且增設模擬災害災情與提供防災知識與技能之防災科學

教育館，讓民眾親身體驗，提升防災能力。 

５． 危機感應系統  

加強洪水預警能力，增設雨量及水位監測站，並經由適當設備，將監測資

訊及時傳遞到防救災體系及市民。 

（二） 危機時的活動  

１． 危機指揮中心  

災時應變中心成立後，區負責應變救災第一線工作，市長應明確賦予區長

緊急指揮權，並具備災時考核建議權級災後處分申誡權，以強化區級應變

中心功能。 

２． 危機資源管理系統 

(1). 市級應變中心成立之同時，相關業務單位亦應成立應變小組，配合應
變中心執行防救業務，一方面提供相關資訊與建議，另一方面則為應

變中心決策執行單位。 

(2). 為落實相關資訊之蒐集、傳遞，應事先研擬連通中央、市府、各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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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單位之整體系統架構，依此強化緊急應變中心人員編組之設施設

備。 

(3). 依據災害資訊防救系統進行災害境況模擬，依據災害分級與分類，推
估所需防救災相關資源之內容與數量，並於平時進行儲備、建立網絡

與清冊。 

(4). 配合學校、區公所或防災據點之規劃，配置防救物資存放場所，並建
立緊急物資供應作業之標準作業流程。 

(5). 強化救災設備，例如高底盤四輪傳動水陸兩用車、救生船艇、氣墊船、
水上摩托車等，添購抽水機、發電機、照明及廣播設備儲存於區公所，

鄰里長則配發喊話器、手電筒等緊急備用器材。 

(6). 廢棄物清理可建立以區及各里鄰為單位之作業方式，市級單位負責提
供機具設備、規劃與開設轉運站，並且確保交通動線。 

３．危機情境監測系統 

為了提升災時市民報案之能力與效率，一方面建議強化１１９系統在緊

急應變中心成力時之設備容量與分案功能﹔另一方面建立各區市民資

訊服務中心，在平時提供民眾查詢服務，災時則結合十二個行政區與前

述１１９系統，形成２４小時災情蒐集與通報之網絡與中樞。 

（三） 危機後的活動  

為了要能使前述事項執行正當化，應檢討、推動相關法令規章之新訂或修訂。 

 

第二節  公關運作上的意義 

不同於政府委員會組織，納莉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師法經發會打破體

制，由學界與業界的工程與防災專家組成，邀請前行政院副院長劉兆玄擔任主任

委員，為此，市府在重建推動委員會成立之後，數次受到台北市議員的質疑，認

為體制外的委員會組織，目的在於規避議會的監督。其實，由學者專家擔任召集

人是具有公共關係考量的。主要有幾項公關運作上的意義： 

（一） 主流專家背書  

重建委員會分四組，各組召集人均是由市府外專家學者擔任，副召集人則由

市府相關局處首長擔任，四組召集人分別為防救體系組陳亮全、防洪排水組顏清

連、交通捷運組洪英輝及坡地防災組洪如江，都是學界相關領域的精英。不同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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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專家學者僅列席提供建議，重建推動委員會則是以專家學者為主，主要的目

的在於聽取專業意見，由專家學者提供改進建議，為市府背書。 

（二） 結合意見領袖，減少負面評論  

如同【表 5-1】所示，重建推動委員會委員代表多由各界意見領袖組成，包

括許多中央經建相關委員會委員，以及各政黨傾向的人士，這樣的組合除了專業

導向外，其中也具有象徵性的意義存在，目的在於透過意見領袖的參與，減少媒

體與學界負面評論，因此，除了敬重劉兆玄的專業背景，廣博的人脈也是馬英九

邀請劉兆玄擔任主任委員的原因之一。 

由於納莉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目的在於全面檢討台北市的防災防洪體

系與設備，因此，意見領袖在會議過程中也可間接的瞭解市府在經費上的拮据，

同時，在會議進行間透過雙方的溝通與互動與台北市局處首長建立情誼，這有助

於影響群眾支持市府的災後重建的相關提案。例如台北市向中央爭取內溝溪經費

時，就有許多的學者專家表示支持，使得中央在此議題上居於弱勢。 

「台北市政府再也不敢大意，九月下旬，成立了「台北市政府納莉颱風災後

重建推動委員會」，邀請行政院前副院長劉兆玄擔任主任委員，全面而深入

的檢討改進各項防災救災措施。建設局於八十八年九月擬定「加強山坡地安

全管理方案」，預定以六年時間，投入總經費十一億六千三百餘萬元，進行

全市山坡地總體檢及整治改善工作。國內學界人士對於馬英九肯面對山坡地

問題的踏實作法，都給予肯定。」（90年 12月 17日，聯合報，深入報導） 

【表 5-1】 納莉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專家學者名單 

組別 委員名稱 資歷 

防救體系組 陳亮全 

（召集人） 

施邦築 

熊光華 

簡賢文 

石曜堂 

何興亞 

陶德銘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土木工程學系所副教授 

防災國家型科技計畫共同主持人兼防救災體制研究群召集人

北科大土木防災研究所副教授 

警察大學消防系教授 

警察大學消防系副教授 

前省衛生處長及國家衛生研究所主任 

台灣大學水工試驗所技正 

行政院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公安組委員 

防洪排水組 顏清連 

（召集人） 

尹衍樑 

王如意 

李天浩 

行政院科技顧問、前台大工學院院長 

 

潤泰企業總裁 

台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教授 

台灣大學土木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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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建民 

辛晚教 

林襟江 

許銘熙 

陳錦賜 

劉駿明 

蔡丁貴 

經建會防洪審查評估專案小組顧問 

台北大學都市計畫研究所教授 

經濟部水資源局副局長 

台大農業工程學系教授 

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計畫研究所教授 

內政部營建署第十河川局局長 

台灣大學土木系教授 

交通捷運組 

 

洪英輝 

（召集人） 

王廷興 

陳士麟 

陳建人 

陳振川 

馮正民 

黃台生 

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工程學系教授 

台北大眾捷運公司科技顧問召集人 

中華民國工程技術管理協會 

清華大學機械系教授 

國科會精密儀器發展中心主任 

台灣大學土木系所教授 

交通大學運研所教授 

交通大學交通運輸研究所副教授 

坡地防災組 

 

洪如江 

（召集人） 

莫若楫 

李三畏 

李方中 

李咸亨 

周功台 

林美聆 

林崑龍 

秦中天 

張吉佐 

陳宏宇 

陳榮河 

黃宏斌 

楊永斌 

詹添全 

賴典章 

台灣大學土木系教授 

 

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農委會副處長 

台北市水利技師公會理事長 

暨南國際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教授 

台北市大地技師公會理事長 

防災國家型計畫防颱組土石流研究群召集人 

台北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理事長 

國立交通大學土木工程系副教授 

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 

台灣大學地質系教授 

中華民國大地工程學會 

台灣大學農業工程系教授 

台灣大學土木系教授 

台北巿土木技師公會理事長 

經濟部中央地質所組長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三） 跳脫本位主義，建立虛心檢討形象 

從台灣過往的災後重建的經驗發現，政府災後的檢討評估往往隨著災難事件

的淡化而草草結束，每年強颱侵襲，民眾仍然深受淹水與土石流之苦，也使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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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對於政府喪失信心。 

透過媒體的新聞發布，台北市民了解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的設置是以學者專

家為主，加上馬英九多次對媒體表示請專家學者委員是幫忙解決問題，責任還是

在市府本身，將拿出最大的魄力與非常的手段，證明台北市政府有反省的能力，

會認錯也會改錯，使得民眾重拾信心。 

「台北市長馬英九在開會前，特別前往致意。他說，市府也是受災戶，一個

月後將以最大魄力、非常手段來防止災害的發生，納莉風災是台北市歷年來

最大的天災，目前當務之急就是防止災害再發生，他對委員會期待很高，但

不是要把責任推給委員會，所有的責任還是全在市府，以證明市府團隊是有

反省能力的團隊。」（90年 10月 15日，聯合報，綜合新聞） 

（四） 建立與中央、鄰近縣市整治一體關係，爭取經費補助  

由於基隆河整治以及汐止淹水的問題必須考量行水區及水源地的保護，這些

議題牽涉到其他鄰近的縣市，包括台北縣、基隆縣，甚至桃園縣，在周圍都是綠

色執政的情形下，只有透過學者專家之口，台北市政府才能對周圍的地方首長提

出相互配合的議題，並且向中央請求重建經費與資源，倘若中央或縣市長不願意

配合，則台北市也可以以專家會議背書為基礎，訴諸選民，獲得選民的支持與認

同，這對於台北市政府不畏困難為台北市民服務的形象具有提升的效果，而立院

各政黨也在市民安全的考量下，作出妥協性的決議。 

「國親兩黨在提案表決失敗後，隨即在議場拉起預先準備的抗議布條，寫著

「行政院違法漏編十九點八億，不顧台北市民死活」、「再怎麼野蠻，也不該

歧視台北市民」，並高喊「民進黨野蠻」、「行政院鴨霸」、「人民憤怒」，．．．

而民進黨團和台聯黨團也提案，針對台北市政府所提內溝溪整治經費部分，

「請行政院審酌其必要性及合理性，並視本特別預算經費實際剩餘情形，予

以必要之補助」，提案內容並無具體補助金額。表決時國親兩黨團也都舉牌

贊成，在沒有人反對的情況下，一百八十六人贊成通過。」（91 年 7 月 18

日，聯合報，要聞） 

「辛樂克颱風即將在 6日入夜之後，對台灣造成更直接的影響，台北市長馬

英九最擔心內溝溪的 500公尺提防缺口，將會造成東湖居民大淹水，馬英九

對中央不撥整治經費頗有微辭，李應元則說，現在不是爭辯的時候。．．．

這番話雖然說得保留，不過等於是在告訴台北市民，東湖可能即將淹水，是

因為中央不肯給錢，這讓當時擔任行政院秘書長的李應元，左右為難，非常

尷 尬 。 」（ 91 年 9 月 26 日 ， 東 森 新 聞 報 ，

http://www.ettoday.com.tw/2002/09/06/301-13489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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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表達復災承諾  

成立重建委員會的另一個目的在於向民眾表達復災承諾，馬英九在委員會成

立之初就表示希望委員會能檢討、研議、決定未來改善方向與具體計畫，最優先

可行的改善計畫將在三個月內執行﹔較長期的希望在隔年五月三十一日防汛期

前完成﹔費時較久的重大計畫，則列入中長期計畫。 

由於市府確實針對計畫進行復舊並且在納莉風災周年時主動對外發布救災

成果，使得民眾對於市府的信賴度提升，同時也實現了重建委員會的期望，這對

於市府的形象有加分的作用，並提升了意見領袖與市府互動關係。 

（六） 轉移選舉攻擊  

納莉風災所造成的重大傷亡與財產損失，對於隔年就要進行台北市長選舉

的馬英九而言可說是上任以來的最大危機，競爭對手一定會以此為議題進行攻

擊，以獲取民眾的支持，然而重建委員會所提出的全面性建議，使得台北市政

府得以正當的向中央請求經費支援，由於素來中央與台北市關係不良，加上中

央財源吃緊，對於台北市的補助必然無法全力支援，在這樣的設想下，就可以

在選前成功地轉移選舉攻擊焦點，重新掌握議題建構的權力。 

 

第三節  莉納颱風跨區演習 

為記取納莉風災帶來的慘痛教訓、檢討各項防災體系與機制，建立市府團隊

及民眾憂患意識，台北市政府於民國九十一年五月份擴大辦理跨區綜合防救演

習，並在演習之前透過電台宣傳、媒體發布新聞的方式，大幅公布此次演習的相

關訊息，同時籲請市民多加包涵，配合現場管制或繞道行駛。 

此次演習一改往常各區個別演習的型態，採取兩天跨區演習的方式，以加強

各局處與各區間的配合與整合。跨區演習流程從模擬中央氣象局發布「莉納」颱

風海上警報，預測侵襲台灣的機率相當高揭開序幕，演練內容包括：捷運防洪演

習、旅客疏散、學校防洪設備演練、山坡地聚落疏散、抽水機調度、垃圾車清運

調度等，包括民間救難隊也隨時到現場支援，捷運族、山坡地聚落住民或上課中

的學生，都可能臨時參加演習。 

市府於廿一晚上十時成立災害應變中心二級開設，由八個重要防救局處先行

進駐，廿二日上午八時市及區級應變中心完成一級開設。市長廿二日上午八時三

十分進駐消防局災害應變中心召開防災準備會報，聽取颱洪災情分析及應變作為

後，兵分四組赴各區檢測演練：馬市長擔任內湖、南港、松山區統裁官，副市長

歐晉德擔任中山、士林、北投區統裁官，副市長白秀雄擔任信義、大安、大同區

統裁官，秘書長陳裕璋擔任文山、中正、萬華區統裁官，廿二日各區實兵演練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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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隨即各路人馬將分別在內湖區公所、士林區公所、信義分局與信義區公所、文

山區公所召開災後檢討會以及演習檢討，以模擬全套救災流程加以進行。 

回顧莉納颱風跨區演習那段期間，其實當時台灣缺水相當嚴重，四月底時翡

翠水庫水庫平均水位為 134.31公尺，已低於 141公尺下限，距最低嚴重下限 117.5

公尺僅 16.81公尺，與歷年日平均水位 159.22公尺相差約廿五公尺，因此，台北
市政府在五月一日宣布了第二階段限水措施，北市環保局也向環保署建議延後禁

用免洗餐具，以免增加用水。當時許多議員與民眾批評大規模的演習活動會使得

旱災更加嚴重，但台北市政府仍然執意進行演習，主要有幾項考量： 

（一）每年防汛期前的必備動作 

消防局在演習前表示防救演習是每年汛期來臨前的必備動作，依據「災害防

救法」，每年防汛期來臨前，必須建立市府及民間各種救災所需人力、機具、

裝備的動員機制，實施全市跨區防救重大規模測試。因此，即使缺水仍必須

進行演習，希望民眾體諒。 

（二）驗收重建與防災的成效 

由於納莉風災造成台北市重大損失，使得應災體系的問題浮上檯面，受到學

界與專家們廣泛的討論，媒體也在災時提出了許多市府因應上的缺失，為了

重建市府防災體系，保護市民不再因風災遭受損失，市府成立了納莉颱風災

後重建推動委員會，會中提出了許多的建議以及規劃的時程，而五月防汛期

是中程目標驗收的時間，透過防災演習，可以公開市府重建的成效，對於市

府誠信形象的建立，以及即將到來的選舉，都具有特殊的公關意涵。 

（三）提升民眾防災意識 

這次跨區演習模擬納莉颱風災害規模，依時間軸設定狀況及情境，各項演練

人員及機具均不預先預置，統裁官可依實際狀況下達隨時變更演習項目與時

間的方式，這樣的演習劇本設計，使得民眾更能參與其中且提升防災意識。 

（四）建立市府重視災害的形象 

市府針對外界質疑，一再對媒體表示仍然按照既定計畫進行防汛演習，在抗

旱的同時舉行防洪演習，目的就是為了有備無患、居安思危，如同在納莉風

災發生後，沒有人預測到台北市會發生這麼嚴重的旱災，因此，馬英九多次

強調「料敵從寬、禦敵從嚴」的原則，認為對於任何災害都應戒慎恐懼。這

使得媒體與民眾對於市府進行跨區演習表示支持，也減少旱災時進行演習的

阻力。 

（五）建立與中央防災溝通途徑 

為了增進市府與中央災時溝通，並且消除外界對於台北市政府本位主義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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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批評，市府在演習前正式行文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一方面報備市府為

因應防汛期的到來，且強化增進北市災害緊急應變處理能力，訂於二十一、

二十二兩日舉行跨區災害防救綜合演習，敦請行政院派員前來指導，而經濟

部第四水利局局長也全程參與市府這次的演習，建立雙方共同防災的默契。 

納莉風災後市府全心投入進行的重建工程以及防災準備，在納莉風災週年時

已經完成了約九成，當時市府邀請參與重建推動委員會的委員以及媒體共同勘

驗，聯合報也撰寫了一系列的「納莉周年探討系列報導」（91年 9月 17日至 9

月 21日，聯合報，綜合新聞），讓民眾了解市府重建的情形，整體的救災復災工
作，順利的完成，市府團隊的努力受到肯定，進而在民國九十一年年底時又再次

獲得執政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