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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關理論與文獻回顧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行動弱勢族群在大規模災害下的疏散避難決策行為，

因此文獻回顧將分為四個部份：第一部份為行動弱勢族群相關文獻，第二部

份為避難行為之特性，第三部份為土石流災害調整與認知以及災民決策行為，

第四部份則為個體決策行為理論。 

第一節  行動弱勢族群相關文獻探討 

內政部營建署(1998)出版的公共建築物供行動不便者使用設施與設備設

計施工手冊一書中提到，行動不便者泛指因個人生理或心智條件和建築環境

條件間存有差異，而在使用建築環境時受到限制的個人。並依其生心理條件

與障礙的不同而分為： 

1. 暫時性行動不便者：因疾病、傷害、正常生理發展或從事日常活動，使其

個人生理上受到某種程度之限制，而暫時行動不便者，例如孕婦、抱小孩

的成人、骨折患者、心智未成熟之幼童、心智退化之老年人等。 

2. 絕對性行動不便者：因受限於生理或心智能力的不足，不管如何改善環境，

行動仍然不便或困難，其包括視覺障礙者、聽覺障礙者、肢體障礙者(包

括上肢殘障者和下肢殘障者)以及心智障礙者。 

而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三條5指出，身心障礙者係指個人因生理或心理因

素致其參與社會及從事生產活動功能受到限制或無法發揮，經鑑定符合中央

衛生主管機關所定等級之下列障礙並領有身心障礙手冊者為範圍：(1)視覺障

礙者(2)聽覺機能障礙者(3)平衡機能障礙者(4)聲音機能或語言機能障礙者

(5)肢體障礙者(6)智能障礙者(7)重要器官失去功能者(8)顏面損傷者(9)植

物人(10)失智症者(11)自閉症者(12)慢性精神病患者(13)多重障礙者(14)頑

性(難治型)癲癇症者(15)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定，因罕見疾病而致身心功

能障礙者(16)其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定之障礙者。 

美國都市大眾運輸法案(The Urban Mass Transportation Act of 1964)第二

條(a)(5)6中將行動障礙者定義為： 

「行動障礙者意指在沒有特殊的設施、計畫與設計下，因為身體不適、

受傷、年齡、先天疾病、傷殘與暫時或永久的殘障等，而沒有辦法有效率地

使用大眾運輸服務者。」 

另外，美國聯邦可及性一致標準(Uniform Federal Accessibility Standards；
                                                 
5參考至全國法規資料庫    law.moj.gov.tw/ 
6參考自 Cornell LawSchool    www.law.cornell.edu/ 



土石流災害下行動弱勢族群疏散避難決策行為之研究 

 

 - 10 -

UFAS)7中定義，身體殘障者係指其身體受到損傷，包括感官上的損傷、四肢

與說話能力的損傷，以致於其移動或使用設施等受到限制。 

由上述可得知，行動弱勢者並非只是單純的四肢殘障使得行動緩慢而已，

尚包括年齡、暫時行動不便、疾病或受傷等其他造成行動不變的因素，由於

這些因素影響而無法有效率移動者，像是老年人、兒童、孕婦、慢性病患、

暫時受傷者等，皆為廣泛的行動弱勢族群。此外，聽障、視障、運動調節障

礙8、心智障礙、語言困難與學習困難等身心障礙者，屬於絕對性行為不便者，

並應視為行動弱勢族群。 

根據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www.stat.gov.tw)顯示，至民國 95 年 6 月底，

全台灣有 95 萬 3214 位身心障礙人士9，佔總人口的 4.18%。除了這些定義中

的身心障礙者外，60%-70%的正常健康者，一生中也將遭遇至少一次的移動

困難階段，成為暫時性之障礙者（International Rehabilitation Review，1975）；
而隨著人的成長過程，每個人一生中約有 1/3 的時間是在有障礙的狀況下渡

過的（曾思瑜，1997）。 

美國人口普查局(The US Census Bureau)估計全美國有超過 8 千 4 百萬人

年紀在 50 歲以上，而全美國有超過 5 千 4 百萬的殘疾人士。而根據美國退休

人員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Retired Persons；AARP)的調查顯示，面臨

自然災害時，約有1千3百萬年紀50歲以上的人認為自己在避難時需要協助，

其中一半的人認為自己需要家裡以外的人協助避難。調查更發現這些年紀較

大的人面對災害威脅時的需求與一般人不同，像是他們需要一般生活的協助、

維持健康的協助、維持生命的協助、醫療照顧與手術後的照顧等。 

AARP 的執行長 Christopher Hansen 說：「颶風卡崔娜(Hurricane Katrina)
侵襲路易西安那州的期間，有 71%的罹難者年紀超過 60 歲，而 47%的罹難者

年紀更超過 75 歲。很明顯地，在緊急危難時需要對居民提出避難計畫且提供

避難處所，尤其是對於年紀較大的人。」 

美國聯邦緊急救難署(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FEMA)於
1998 年公布了一項「Assisting People with Disability in a Disaster」資訊，其中

對提供協助者提出一些訊息，包括： 

●行動弱勢者，於發生災害時通常要比較多的準備時間。 

●視障或弱視的居民，尤其是老人，傾向於拒絕離開熟悉的環境，特別是被陌

生人告知要進行疏散。 

                                                 
7參考自 United States Access Board    www.access-board.gov/ 
8
由於腦、脊椎或末稍神經受損而引起的運動調節障礙或麻痺者 

9此身心障礙人數係指符合「身心障礙者保護法」所定等級，並經鑑定領有身心障礙手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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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學習困難的居民可能無法瞭解災害的發生，並可能無法做出適當的判斷。 

●呼吸困難的居民可能因緊張與壓力而使病情惡化，而發生災害時卻往往無法

立即提供氧氣及呼吸輔助設備。 

美國司法部(U.S. Department of Justice)公民權利處(Civil Rights Division)
的殘障人權科(Disability Rights Section)(2006)，以美國殘障法案(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of 1990；ADA)為依據，提供地方政府對於殘障人士在緊

急避難時所需注意的特性。其中指出避難計畫負責人需要考量到一些在行動

時需要輔助器材的人，包括使用輪椅者、使用學步車的小孩或是使用拐杖者，

另外還須考慮到使用氧氣設備的人士、眼盲或是弱視者、耳聾或是重聽者、

認知障礙者、心理疾病者以及其他類型的殘疾。並就以下三個面向對地方政

府提出相關說明與建議： 

(一)疏散通知 

傳統的疏散通知方式並無法有效地通知殘障人士，因為耳聾的人根本無

法聽見收音機的聲音、電視的聲音以及警鈴聲，眼盲的人也無法看到警告燈

光，因此必須要用結合影像與聲音的方式，確保所有人都可以收到疏散通知，

例如電視上可以用字幕與播報的方式通知疏散，而行政單位挨家挨戶通知疏

散時，亦可攜帶避難字卡，停電時使用電話等方式通知等，讓失明與失聰的

人士皆能獲得疏散的消息。 

(二)疏散避難 

行動弱勢者在離開住處避難時，往往需要其他人的協助，地方有關單位

在進行疏散避難時，可以尋找熱心的志工幫忙，並且須調派合適的交通工具

以運送坐輪椅的人、持拐杖的人、失明失聰者等行動弱勢族群，例如可以徵

調擁有可供輪椅進出的學校巴士。然而在避難疏散時，私有車輛與大眾運輸

車輛可能會造成交通的壅塞，有關單位需要特別注意。 

(三)避難所 

根據以往經驗，避難所通常會設在學校、辦公大樓與帳篷營地等地方，

而值得注意的是，避難所裡要有食物、水以及毛毯等必需品。然而避難所的

許多設施往往無法讓殘障人士使用，像是坐輪椅的人沒有適合的道路進去避

難所或是無法使用一般的廁所等等。因而地方有關單位在設置避難所時，需

考慮到附近停車空間、進去避難所的路徑以及殘障廁所等相關設施，以便行

動弱勢族群使用。 

Ayis, S.等人(2006)針對 999 位 65 歲以上的老年人展開訪問，進行老年人

行動力減少之研究，發現老年人行動力大幅減弱，且對於健康狀況的察覺能

力較差、喪失控制能力與經常感到害怕。並指出其行動力大幅減弱與年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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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70 歲這兩項因素有強烈的相關，此外，沒有能力做費力的家事、無法提重

物、無法彎腰剪腳指甲等皆與行動力大幅減弱有強烈的相關。 

趙勇維(2002)指出，由於老人、持柺杖者或需接受幫助而行動之人、殘障

等行動弱勢者本身在移動上需依靠輪椅、在生理上具有聽覺與視覺的障礙、

或在思考反應上較遲鈍等各種問題，其避難行動較正常人困難，故在避難安

全設計方面本應要有特殊的規劃與考量，應對這些行動弱勢者提供適當以及

足夠的暫時避難所，以保障其生命安全。 

Kuba, M.等人（2004）研究老年人在災害發生時之疏散行為，確認了看

護家庭的疏散過程之程序，並提出需改進的設備與作業程序，並對機構的員

工進行問卷調查與訪談，其內容包括： 

●請問您是否知道貴機構有緊急之災害應變與避難計畫？ 

●避難之應變是否成功？ 

●貴機構災害應變處理仍有進步與改善的空間？ 

●貴機構對於未來可能發生之災害是否有做好適當的準備？ 

Wise(2004)發現老年人從看護家庭避難到醫院的途中，經常會轉乘一次以

上的交通工具，而這將導致他們處於危險的情況中，並可能增加他們的死亡

率。 

從前述之文獻中可以發現，行動弱勢族群常常是災害下的罹難者，他們

的需求、特性、反應和動作等皆與一般人有所不同，不應該以一般人的標準

考量，且需對行動弱勢族群建立完善的資料檔案，以利於適時提供協助，並

思考如何對行動弱勢族群提供對他們有用的訊息，讓不同的弱勢族群可以發

展出自己的支援系統，甚至在某些情況下他們也可以協助或支援其他人。以

下文獻則是關於行動弱勢族群的行動能力。 

沈依潔（2004）以台北市大安區與士林區居民為對象，蒐集 406 份問卷

據以進行模式之驗證與分析，發現一般青壯年旅次之起迄點可接受步行範圍

約為 600 公尺，而 65 歲以上之老年人、行動不便人士可接受的步行範圍則只

有一般青壯年的一半，也就是 300 公尺左右。 

黃進興（2002）係以居住於台北市立木柵自費安養中心、市立浩然敬老

院、市立廣慈博愛院等三家市立安養機構之高齡者為研究對象，測試快走 25
公尺和 50 公尺所需的時間，前 10 公尺的步幅數，及高齡者背景資料的調查。

現將所得的數據按高齡者的基本屬性、社會屬性、習慣屬性、生理屬性進行

分析，結果發現自由行動的高齡者平均速度為 1.12 公尺/秒，柺杖行動的男性

高齡者平均速度為 0.803 公尺/秒，女性則為 0.507 公尺/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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梁彰甫(2004)研究顯示，幼稚園的兒童水平移動平均速度如下：大班平均

為 0.85 公尺/秒，中班為 0.77 公尺/秒，小班為 0.63 公尺/秒。垂直移動平均速

度如下：大班平均為 0.78 公尺/秒，中班為 0.67 公尺/秒，小班為 0.57 公尺/
秒。 

辜柏峰(2005)研究顯示，國小學童的水平移動速度為低年級0.71公尺/秒、

中年級 0.88 公尺/秒、高年級 1.01 公尺/秒，垂直步行速度為低年級 0.54 公尺

/秒、中年級 0.7 公尺/秒、高年級 0.98 公尺/秒。 

此外，辜柏峰(2005)亦指出一般未滿 55 歲男子的水平步行速度為 1.65 公

尺/秒，推童車走路的步行速度為 0.92 公尺/秒，領小孩走路的婦女則為 0.72
公尺/秒，並根據戶川喜久二、掘內三郎的研究指出身體殘障者的水平步行速

度為 0.8 公尺/秒，垂直移動平均速度為 0.4 公尺/秒。 

表 2-1 為行動弱勢族群與一般未滿 55 歲男子水平步行速度之比較，以水

平步行速度之減少比例來顯示行動弱勢族群與一般壯年人行動力的差異。 

表 2-1 顯示，身體殘障者的行動力與一般壯年人相比少了 51.52%。推童

車走路或是領小孩走路也會大幅降低行動力，使其與一般壯年人相比，減少

幅度達到 44.24%~56.36% 。兒童們的行動力比一般壯年人少了約

38.79%~61.82%，自由行動高齡者的行動力較一般壯年人也少了 32.12%。 

因此，政府在規劃避難疏散計畫時，應考量到行動弱勢族群的特性，包

括無法作出適當判斷、行動能力較差、準備時間較久、需要他人協助、需要

醫療設備等相關配合措施，而另外規劃適合他們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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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行動弱勢族群與一般未滿 55 歲男子行動力之差異比較表 

項目 水平步行速度(公尺/秒) 步行速度減少比例 

一般未滿 55 歲男子 1.65 ------ 

自由行動的高齡者 1.12 32.12% 

柺杖行動的男性高齡者 0.803 51.33% 

柺杖行動的女性高齡者 0.507 69.27% 

國小學童低年級 0.71 56.97% 

國小學童中年級 0.88 46.67% 

國小學童高年級 1.01 38.79% 

幼稚園兒童小班 0.63 61.82% 

幼稚園兒童中班 0.77 53.33% 

幼稚園兒童大班 0.85 48.48% 

推童車走路 0.92 44.24% 

領小孩走路的婦女 0.72 56.36% 

身體殘障者 0.80 51.52%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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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避難行為特性相關文獻探討 

何明錦與江崇誠（1999）認為避難是有目的之移動，更是時間與空間的

競賽，由此可知，避難是為了安全，人員才有避難之行為發生，若可以在越

短時間內離開危險空間，就越能確保安全。 

鄭錦峰(1983)的研究表示，人在避難逃生時的心理狀態會有以下特性： 

(1) 災難中人類心理與所處危險狀況成正相關，越危險越緊張。 

(2) 擁擠會增加逃生者的緊張。 

(3) 消防隊所救助的對象為被困者，其心理正處於高度緊張狀態。 

(4) 逃生者至少經歷一次循環。也可能經歷多次循環。 

(5) 經歷逃生困難的人，其緊張程度更為嚴重，同時也與時間有關，即時間拖

越久越緊張。 

其研究亦指出災害發生時人的心理狀態，可分為三個時期： 

(1) 開始期：假定個人在災難開始時是在睡眠或覺醒的狀態，此時期包括了知

覺與警覺的時間，災難開始發生時通常會令人驚愕，故快速的行動是極為

重要的。 

(2) 準備期：此時期是人類生理上做出最快速的思考及行動的準備所需的時間，

任何較長的拖延均會導致嚴重的後果。 

(3) 反應期：此時期受到預備時間是否充分，對建築物及環境的熟悉程度及他

人的存在等因素的影響，其反應時間包括從災難狀況中人類行為與精神緊

張及準備完成以至到達安全處所的時間在內。 

室崎益輝（1997）在「大規模災害時之避難行動與避難計畫」中指出，

大規模災害時人員的避難行為特性如下： 

(1) 移動性：一般具有「除非危險迫近，否則不會逃離的特性」，雖然已經發

佈疏散勸告與指示，但許多人仍不願意避難，直到親眼看到危險情況才會

開始行動。其細分為以下幾項特性： 

●日常動線指向性：選擇日常使用的上班路線或外出購物路線。 

●幹線指向性：選擇主要幹道進行避難。 

●背向逃避性：背向危險事件而遠離災害。 

●附和雷同性：跟隨大眾避難方向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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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光性、向開放性：朝光亮之方向或具有開放感之方向進行避難。 

●易視路徑選擇性：選擇最初看到的路徑。 

(2) 危急性：遇到意料之外的情況、所期待的事情未出現、無法取得適當的資

訊或是生理上的痛苦突然大增等。且須傳達適當的指示或資訊以避免心理

動搖，或是要有指揮與誘導避難的人員存在。因此，人員即使獲得充份災

害發生的訊息，仍未必會在第一時間立即開始避難。 

(3) 集合性：避難常是集體行動，易喪失私密性或由於過分擁擠而不愉快，這

些情形會引起心理的焦躁而形成「疲勞型恐慌」，與產生謠言而形成「資

訊型恐慌」。人群中如果有一般人、小孩與病弱殘障者相互混合的「異質

人流」，弱勢者會有被人群捲入或遭受擁擠踐踏的現象，或是不同方向而

來之群眾相互交錯形成的「對抗人流」，有因衝突而引發的跌倒、混亂等

問題。 

趙勇維(2002)歸納了災變中人群避難特性，說明如下： 

(1)歸巢性：當人遇到意外災害時會本能的折返原來的途徑，或以日常生活慣

用的途徑以求逃脫。 

(2)從眾性：在緊急狀態中，因恐慌很容易失去判斷能力，而追隨多數人的傾

向，且與多人一同避難時，可有較大安全感。 

(3)向光性：人們具有往較亮方向移動的傾向，並認為明亮的地方可能為較安

全之處。 

(4) 躲避性：當察覺災害等異常現象接近，感覺有危險時，會反射性地從反方

向遠離。 

(5) 日常動線習慣特性：對於經常使用的空間較瞭解也較具安全感，災害發生

時寧可選擇較危險但卻熟悉的路徑。 

(6) 往開闊處：愈開闊的地方表示其障礙可能越少，安全性也可能較高，生存

的機會亦可能較多。 

(7)駝鳥心態：當災害發生而無法有效應變時，會往狹窄的方向與角落前進，

如躲入浴室或爬到窗外及屋角，等待救援。 

(8)潛能發揮：人處於危險狀態中，常能做出一般不能做到的事，如使出異常

的力量，排除障礙而逃生。 

(9) 易視路徑：選擇最先看到的路徑作為第一避難的選擇。 

(10) 便利性：人們會選擇較省力與較便利之方式避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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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從近性：若人們不知道避難出口的位置與狀況時，期會朝最近之出口移

動避難。 

(12) 直進性：人們較會選擇簡單明瞭的路徑避難，而路直比路短更重要。 

Lovas(1994)提出人的避難步驟為初始反應、路徑選擇、移動到另一個節

點、終點與結束等五個步驟，如圖 2-1 所示。 

初始反應(Initial Response)

路徑選擇(Route Choice)

移動到另一個節點(Move to next node)

終點(Final Destination)

結束(End)

 

圖 2-1  人的避難步驟圖 
資料來源：Lovas，1994 

Lovas(1994)亦提出 9 種選擇路徑模式，分別為正確的選擇、總是左轉、

隨意選擇、跟著計畫路徑、方向的選擇、最短路徑、時常使用的路徑、模式

參數及群眾的選擇。說明如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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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選擇路徑模式表 
選擇路徑編號 名稱 內容 

1 正確的選擇 在案例空間中，以最正確之路徑完成避難。

2 總是左轉 
避難過程中，如欲轉角而必須選擇時，其為

非逃生路徑時，皆以左轉方式為之。 

3 隨意選擇 
此模式非取決於個人性格，亦非取決於系統

介面，發生於一個無想法的移動者身上。 

4 跟著計畫路徑 
透過事前演練之避難計畫及避難標示，行走

其避難路線。 

5 方向的選擇 

一些對建築物不熟悉的人有強烈朝向目的

地方向的感覺，例如人在高樓層而知道出口

是在下面樓層的某處；在地鐵站的人認為往

上走可以走到出口等狀況。 

6 最短路徑 以最短可抵達出口的路徑作為逃生路徑。 

7 時常使用的路徑
假設人對於尋找最快的通路有一些概念，例

如人傾向使用頻繁的主要通道等狀況。 

8 模式參數 

若有足夠的實驗性數據，這些參數可為合適

的統計技巧所判斷，但事實上很少有實驗性

資料存在。 

9 群眾的選擇 

人們常是一群人一起做出決定的，報告指出

人們有追隨威權之人的傾向，尤其是在緊急

疏散的時候。 

資料來源：Lovas，1994 

災害是無可避免的，災害預防措施做的再好也會發生意想不到的事，當

災害發生且情況嚴重時，人員就必須疏散至安全的地方或避難場所。而上述

專家學者皆提出並歸納了許多避難的特性，其有助於瞭解民眾之避難行為，

以利相關單位規劃出符合民眾需求的避難疏散路線，並可減少民眾不必要之

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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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土石流災害認知調整及災民決策行為相關文獻探討 

一、土石流災害相關定義 

Mileti(1999)將災害定義為：危害產生的影響已嚴重破壞社會之運作，造

成大規模生命、物質和環境的損失，並超出受影響的社會僅憑其本身資源所

能應付的範圍。災害的構成要素至少有二種因素，分別為危害的發生、造成

生命財產或資源的損失，兩者缺一不可。而我國災害防救法第二條將災害定

義為下列災難所造成之禍害：風災、水災、震災、旱災、寒害、土石流災害

等天然災害與重大火災、爆炸、公用氣體與油料管線、輸電線路災害、空難、

海難與陸上交通事故、毒性化學物質災害等災害。 

行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指出，土石流係指泥、砂、礫及巨石等物質與

水之混合物受重力作用後所產生之流動體，在重力的作用上，沿坡面或溝渠

由高處往低處流動之自然現象，在台灣，土石流大多在豪雨期間發生在山坡

地或山谷之中，其主要特徵為流速快、泥砂濃度高、沖蝕力強、衝擊力大。

其發生原因主要與集水面積內崩積物厚度、地質成分、水文特性及地形特性

等因子有關，簡言之，形成土石流之基本要件為豐富的堆積物、充份之水分

及足夠的坡度等三項，豐富的鬆散土砂提供形成土石流所需的固態物質、充

份之水分潤滑土石流內固體物質並降低固態物質的摩擦力，促使固態物質液

化以助於流動，足夠大之坡度供給土石流流動之動力，使土石流克服摩擦力

後繼續向低處流動。 

行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並將土石流的災害型態分為以下七種： 

1.淤埋：大都發生在下游沖積扇地區。 

2.沖刷：包含河道兩側侵蝕及溪床向下切深等。 

3.堵塞：溪流過窄及橋涵過低均易造成泥沙堵塞。 

4.撞擊：土石流流經路線撞擊力強。 

5.漫流改道：原有河道受土石堆積或兩岸地質脆弱而產生漫流河道。 

6.磨蝕：堤防、固床工等混凝土結構物易受土石流摩擦損壞。 

7.擠壓主河道：河道兩側崩塌及支流帶入泥沙堆積會造成主河道擠壓。 

二、災害調整與認知以及災民決策行為 

Downs(1970)認為，每個人因為成長背景、感官經驗與知識體系的不同，

會對環境的識覺建構出個人主觀的意象，此意象則進一步影響其個人的行為、

態度與決策過程。圖 2-2 為 Downs 提出的環境識覺研究概念圖，此圖說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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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感官接收環境的訊息，並產生意象，進行決策，而影響其行為。 

 
圖 2-2  環境識覺研究概念圖 

  資料來源：Downs，1970 

Golledge and Stimson(1987)繼 Downs 後提出一個更複雜的環境識覺概念。

他們認為行為的產生是非常複雜的。除了自身的變數外，週遭的團體和文化，

亦是影響個人認知的重要因素。而個體的識覺、認知、意象、態度等，都會

影響到個人與群體的決策過程，決策又會展現在個體的外顯行為並呈現在空

間之上。 

影響決策行為的因素相當地多，而災害認知會影響到民眾進行災害調整

措施的行為，以下將回顧災害的認知、調整與災民決策行為的關係和影響。 

黃柏鈞(2001)發現南投縣信義鄉神木村村民對長期處於土石流災害空間

之下，災民會將災害的經驗內化於生活之中，並產生一套應付災變的能力，

村民亦因為如此行為，而忽略了災害所帶來的嚴重性，降低了環境風險知覺。 

魏玉蕙(2002)研究南投縣埔里鎮蜈蚣里土石流遷村居民對災害識覺與災

後重建調適，雖然土石流防災避難疏散之預防措施可減輕災民的損失，但土

石流災害風險隨季節變化，災民的識覺與調適行為的選擇也有所不同。 

Drabek(1969)針對美國丹佛市的洪水受災家戶進行疏散避難的行為分析，

其指出災民整個疏散避難反應分別為警告過程、確認過程及疏散過程三個部

分。警告過程包括了官方警告、親友警告以及媒體警告等三種，確認過程則

是經由向官方確認、向親友確認、自行確認以及潛在確認等四種，而疏散過

程則為不疏散、被要求疏散、被強迫疏散及自行疏散等四種方式。 

其研究認為警告、確認與疏散的過程屬於連續反應的疏散避難過程，警

告消息的來源及確認對象將影響災民本身對於危險的認知，而危險的認知將

會影響災民本身疏散避難的決策，因此三方面具有高度的關聯性。警告消息

之內容是否清楚說明災害的發生時間、嚴重程度，傳遞方式是採取電話聯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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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當面傳達等均有可能對災民的疏散避難決策造成影響。 

Ruback 等人(1999)以羅吉斯特迴歸模式（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預

測災民疏散避難決策行為。其研究發現，疏散經驗為災民疏散避難決策行為

的最佳預測因子，而次佳的疏散避難行為預測因子是性別及族群等因素，其

他的影響因素則包括風險認知程度、居住型態（擁有或租賃房屋）、所得、

是否有小孩、教育程度、是否有鄰居及災害經驗等，並發現若是災民能夠獲

得充足的社會支援與協助，將會增加其疏散避難的可能性。 

Johnson(1986)也利用羅吉斯特迴歸模式預測三哩島核災害受災民的疏散

避難決策行為。其研究結果顯示，家戶與核電廠的相對位置、家戶的生命週

期階段（Stage-in-Life Cycle）、戶長對核能發電與核能電廠的態度及戶長的

風險認知會直接影響災民之疏散避難決策，然而戶長的社經地位因素對於其

疏散避難決策行為之影響並不顯著。 

王琳、白璐(1993)的研究中指出，民眾的災害認知會影響其進行災害調整

之措施。民眾對於洪水認知的程度不同，會影響其對於洪水調整措施的準備。

個人對於災害的預防行為會受到災害的認知的影響，包括是否意識到災害發

生的可能性，而影響採取災害調整的措施。而從其所進行的民眾災難意識報

告中，發現受訪者在洪水災害侵襲時，會依據過去遭受洪水災害侵襲的經驗，

評估此次洪水災害是否會造成損失，而影響其採取的災害調整措施。 

自然災害對家戶災害調整行為之影響研究中，發現因地理區域及家戶本

身特性的不同，無論是在災害經驗、災害風險認知皆受到不同災害的因子影

響而呈現出家戶災害調整行為的差異結果，並顯示出家戶透過災害調整措施

的運用而達到災害管理上基本的防災效用(許翔智，2004)。 

針對南投縣中寮鄉民眾對土石流防災認知調查研究中，民眾對土石流防

災認知與警覺方面的績效評量屬中等程度，取得防災資訊來源與機會的績效

評量屬中下程度，而對防災危機認知不足，防災資訊的需求期望高(陳素珠，

2004)。 

何俊彥(1999)指出，受災經驗愈豐富的民眾，災害認知程度愈強烈。在相

同降雨條件下，經常遭受洪水災害侵襲地區與不曾遭受洪水災害侵襲地區的

民眾，會有不同程度的認知。民眾會因洪水災害侵襲況狀的不同，會有不程

度的經驗產生，使民眾會有不同程度的洪水認知。 

Kates(1971)的研究發現，災害的類型、規模、頻率、空間分布和時間，

配合個人遭受災害經驗、次數與損失情況，會影響個人的災害調整行為。並

認為個人的受災經驗愈多，愈相信災害事件會再次發生。 

Saarinen(1976)指出洪水經驗會影響到民眾採取洪水調整的措施。有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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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洪水災害侵襲比沒有遭受過洪水災害侵襲的民眾，會更傾向採取災害調整

措施，以降低洪水災害造成的損害。 

White(1974)認為，個人行為和過去學習與經驗是絕對有關，對於經歷過

事物較易引起反應，個人對災害經驗與次數會影響到對於災害的預期。 

許明禎、林晏洲(2001)研究指出民眾遭受災害侵襲的經驗會隨時間的變化

而淡忘，對於災害的防備也因此隨之下降。無受災經驗者，很難對災害採取

相關對應的行動。而有災害經驗者，則相對地會採取災害調整措施。 

自然成因災害的調整措施，可分為目的性調整措施和偶然性調整措施兩

者。目的性調整措施，可分為三種方式，首先為災害發生後選擇或改變人類

活動區位或資源利用，其次為災害警報時期到災害發生時，防護措施或修正

災害事件減少災害的損失，最後為災害發生前後分擔災害損失措施或災害發

生後接受且忍受災害損失。偶然性調整措施，則分為災害發生與警報時期低

估災害損失、災害發生前採取減少損失前，選擇非敏感區域的策略(魏玉蕙，

2002)。 

魏玉蕙(2002)並將災害影響人類調整行為，分成以下三個災害調整措施階

段： 

1. 災前準備：救援人員演練、糧食和救援物品的準備、逃生疏散、預警系統。 

2. 災害回應與重建：災害發生時的搶建和抑制災情持續擴大的趨勢，災後重

建是恢復災害損失前的生活機能。 

3. 災害減緩：災害發生後制定防災措施或抵擋下次災害可能的衝擊之防護。 

Burton(1978)在防災教育認知研究中指出民眾對於自然災害發生時的反

應行為分為以下四種類型： 

1.拒絕承認的行為(denying behavior)： 

此類型的人會試著去拒絕承認危險，並且認為特殊的危險不會波及或影

響他們，所以沒有採取任何的減災方法。此類型的人反應環境危險的負面行

為會比積極的減災行為來的明顯。 

2.承受損失的行為(acceptance of loss behavior)： 

此類型的人有災害的覺知，也知道災害的危險，卻沒有任何改變的行為。

他們認為大型的自然災害是天生且無法控制的，並且認定自己無能去降低危

險。因此面對自然災害時，採取承受損失的人通常只有情緒反應而沒有減災

行為。 

3.極端的行為(extreme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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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類型的人會採取極端的行為來降低危險。 

4.務實的行為(practical behavior)： 

此類型的人擁有積極的態度並且會採取正確的減災行為，在面對災害發

生時有降低災害的功能。此類型的人會在平時採取一些減災的方法，保障災

害發生時生命財產的安全。 

根據上述專家學者的研究顯示，災民除了個人的成長背景、知識體系、

對於災害的認知、識覺、態度與意象外，環境所造成的經驗更是影響其決策

過程的重要因素。這些因素會促使災民在決策時進行災害調整，而受災經驗

愈多的災民，災害認知程度也會愈強烈，並且愈相信災害會再度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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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疏散避難行為與個體決策行為模式之相關文獻探討 

個體決策行為模式的理論基礎是來自於經濟學的消費者行為理論與心理

學的選擇行為理論。決策者以個人之偏好加以排序其可以選擇之替選方案，

而各個方案皆會給予決策者特定的效用，理性之決策者會以效用最大作為決

策時的考量，決策者選擇某個方案的機率即為該方案效用優於其它所有方案

效用的機率。 

本研究之個體決策行為，以每個問卷調查的個體為基本單元，根據其在

災害方面行為偏好與選擇行為來進行分析，並建構個體決策行為模式。 

假設決策者 i 選擇方案 j 的效用為U 如下： 

U V ε                                                     (2-1) 

V 為可衡量到的明確項，ε 為不可衡量的隨機項10。V 通常為如下的線性

加權函數： 

V a a x a x a x                                   (2-2) 

其中，各個 x 為選擇者或方案的屬性，各個 a 為待校估的係數，a 又被稱

為方案特定係數。 

假設理性之決策行為會選擇效用最高的方案，因此被選擇的方案 j 之機

率P應高於其它所有方案效用的機率，即： 

P P V ε V ε , P ε V V ε ,               (2-3) 

在此令隨機項(ε )為某種特定的機率分配，即可推導出特定的個體選擇模

式。假設ε 為多變量常態分配，則可導出較為複雜的多項普洛比模式

（multinomial probit model，MNP）；假設ε 為獨立且相同（independently 
identically distributed，IID）的 Gumbel 分配，則可導出大家較為熟悉的多項

羅吉特模式（multinomial logit model，MNL）如下： 

P ∑                                                                                                                     (2-4) 

上式c為替選方案集合。(2-2)式的係數通常以最大概似法較估（Maximum 
Likelihood Method），以瞭解各屬性對於選擇行為之影響程度，並進行預測，

                                                 
10在效用函數中經常存在一些不可衡量的部分，這些不可衡量的部分包括衡量誤差

(measurement 

error)與函數指定誤差(specification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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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將決策者與方案各種屬性代入（2-2）式，再經（2-4）式估算對某個方案

的選擇機率。 

羅吉特模式有下列幾個特性： 

1. 選擇某一替選方案的機率與該替選方案所給予選擇者的效用，及其他替選

方案給予選擇者之效用有關，而效用間之差異決定了選擇之機率。 

2. 若效用函數為線性則個體之社會經濟特性對選擇的機率無任何影響，因為

同一選擇者之社經特性必然相同，即社會經濟特性為共成變數。 

3. 個體選擇兩個替選方案時，選擇機率之比值僅與該二替選方案之效用有關，

而與其他可選之效用無關。此特性稱之為不相關替選方案之獨立性

(Independence of Irrelevant Alternatives，IIA)。(洪玉輔，2001) 

評估個體選擇模式樣本資料的方式有兩種： 

1. 實際觀察決策者選擇行為的顯示性偏好法（revealed preference method），

通常運用於已存在之方案且能直接進行觀察的研究。 

2. 敘述性偏好法（stated preference method）。其為研究者事先決定好替選方

案的屬性值，再請受訪者以評分、排序或選擇的方式指出其最偏好的方案，

通常運用於尚未存在之新替選方案的研究。 

以下為 Lindell and Prater(2005)針對路易斯安那州的 Vermilion Parish、
Cameron Parish 兩個郡與德州的 Orange County、Jefferson County、Chambers 
County 三個郡之家戶在 Lili 颶風中疏散避難反應進行的個體決策行為實證研

究。 

此研究中顯示 53.6%的受訪者在 Lili 颶風來襲時有進行疏散避難。圖 2-3
為受訪者接受 Lili 颶風資訊之來源的程度分析，其顯示受訪者接受 Lili 颶風

資訊的來源以地方新聞媒體最為重要，其次是全國性的媒體與當地有關當局，

親朋好友、鄰居、同事與網路則為較不重要的資訊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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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Lili 颶風資訊之來源的程度分析圖 

資料來源：Lindell and Prater，2005 

Lindell and Prater(2005)調查顯示，有 29.1％的民眾在美國國家颶風中心

(Nation Hurricane Center，NHC)10 月 1 日晚上發佈颶風注意(hurricane watch)
之前就已經決定要進行疏散避難，而有高達 59.8％的民眾在 NHC10 月 2 日上

午發佈颶風警報(hurricane warning)之前就已經決定要進行疏散避難。圖 2-4
為民眾決定疏散之時間點分布圖。 

 

圖 2-4  Lili 颶風民眾決定疏散之時間點分布圖 

資料來源：Lindell and Prater，2005 

此研究將民眾進行疏散避難的行為分成6個部份，並調查所費時間如下： 

1.準備從工作崗位離開：平均耗時 15 分鐘。 

2.從工作崗位返回住家：平均耗時 7.9 分鐘。 

3.等待一起避難之親友：平均耗時 30.2 分鐘。 

4.整理避難時需要攜帶的物品：平均耗時 46.1 分鐘。 

5.避免住家遭受颶風損害的措施：平均耗時 38.8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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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關閉住家水電設施、確保住家安全並離開：平均耗時 33.6 分鐘。 

調查顯示民眾從決定要避難到離開住家平均費時 196.2 分鐘。圖 2-5 為執

行上述 6 個避難疏散行為所耗費時間的累積時間分配情形，其中虛線為

Lindell,Lu and Prater(2005)根據民眾在 Lili 颶風實際疏散避難所得之調查結果，

其顯示只有約 28％的民眾可以在疏散避難決策後 2 小時內完成上述 6 個避難

疏散行為而離開住家，而要疏散95％左右之民眾則需耗費至少6個小時以上。

圖 2-5 的實線則為 Lindell(2001)根據預期疏散避難行為之資料所得結果，兩者

的結果相似。 

 

圖 2-5  Lili 颶風民眾避難疏散行為費時累積分配圖 

資料來源：Lindell and Prater，2005 

根據上一節專家學者的研究顯示，災民會因其成長背景、知識體系、對

於災害的認知、識覺、態度、意象與環境所造成的經驗等因素而促使其採取

災害調整，並進行決策。而依據本節個體選擇行為模式理論，理性的決策者

進行決策時，會在數個替選方案中選擇對其本身效用最大的方案，決策完成

後則產生行為。本研究將上述決策者之災害疏散避難決策過程整理為圖 2-6
決策者災害疏散避難之決策行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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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災害決策行為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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