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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近年來由於全球環境變遷、氣候異常現象日益顯著，降雨型態改變
、極端集中，使得天然災害頻傳，而台灣水資源流域空間面對災害
來臨(例如颱風侵襲引發洪災或土石流)之風險也大幅提升並面臨嚴
重衝擊，如2009年的莫拉克颱風與2010年的凡那比颱風即造成重大
災情，而莫拉克風災的經驗發現，因政府與民眾風險溝通不良而造
成大規模損失。風險溝通是風險事件中常用於的交流途徑，可應用
於災難預警到緊急應變之處理過程，也可應用於日常風險教育、促
使應變行為改變及採取預防措施。然台灣目前災害風險溝通的知識
缺乏，以致政府單位於災前防災教育宣導、災害時之疏散避難之決
策指令、災後復原等作為，未能與居民建立有效之災害風險溝通機
制與具體之防救災行動。
此外，利害相關者參與流域治理與防洪計畫，已成為國際趨勢並推
行多年。利害相關者參與洪災管理，能使利害相關者共同分享需求
與個別團體目標，以利於更充分瞭解資訊與價值，及共創可達成之
社會目標。尤其是透過不同利害相關者的合作與協調，可降低流域
環境脆弱度與提升回復力，及強化利害相關者互動關係與減少衝突
。然而，我國對於位於流域之環境敏感地區的家戶與社區如何認知
颱風所產生的災害風險，或政府採用之災害溝通策略與當地居民進
行宣導是否有效，其溝通過程與災後重建行為與流域治理產生的影
響等類似研究目前仍為稀少。因此，本研究第一年回顧國內外相關
研究經驗與文獻，並於高屏溪流域敏感地區之社區進行訪談，探討
社區風險溝通操作機制與互動過程，確立本研究之於面臨水災之風
險溝通之範疇，建立災害風險溝通理論架構，歸納風險認知、風險
溝通參與機制，以及民眾採取調適行動等各面向影響因素。研究第
二年進一步於針對水患自主防災社區發放問卷，以進行相關研究與
資料蒐集，之後藉由多變量分析進行實證分析。
SEM實證分析結果顯示調適行為受到內在認知影響，而內在認知同時
受到風險溝通機制與外在環境之影響，風險溝通機制中，社區與媒
體為重要管道，且社區居民間連結強度與社會協助亦是外在環境中
重要影響因素，此外，研究結果亦顯示，各村里在調適行為上有所
差異，原因可能來自於各村里風險溝通特性、外在環境、社會經濟
與認知上的不同，最後依據實證結果，與水患自主防災社區風險溝
通現況，提出改善家戶風險溝通之策略建議，期望增進風險溝通機
制的完備與促進家戶採取調適行為，以減緩極端氣候造成的衝擊。
中 文 關 鍵 詞 ： 風險溝通、風險認知、調適行為
英 文 摘 要 ： Risk communication is usually used for risk events, it can
be applied in the process of disaster warning to emergency
response and also in daily risk education to promote the
change of adaptation behaviors and to take precautions.
However, because we lack for knowledge of risk
communication, the disaster education propagandas before
disaster, evacuation decisions during disaster and recovery
measures after disaster proposed by the government can’t
establish effect disaster risk communication mechanisms
with residents and stimulate specific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scue actions.

Besides, stakeholders participating in watershed governance
and flood prevention plan have become the international
trends and been practiced for many years. The
participations of stakeholders in flood managements can
help information and values to be more realized and create
achievable social goals together. Moreover, we can reduce
vulnerability, enhance resilience, reinforce interaction
between stakeholders and reduce conflicts through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stakeholders. Nevertheless, in Taiwan
there are few studies about how households and communities
perceive flood disaster risks, the effectiveness of risk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or the process of risk
communications in environmental sensitive area of
watersheds. Therefore, study review related literature and
interview with communities in Kaoping River Watershed area
to discuss the interaction process in risk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and establish the framework of disaster risk
communication. Then, the questionnaires were sent to the
households of flood-prone communities in Kaoping River
Watershed area to verify the framework by utilizing SEM
model.
The result points out that local community and media are
very crucial communication channels in risk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Besides, community connection and social
assistant are key factors in external environment. This
study also find out that people from different communities
would take different adaptive behaviors which is resulted
from different risk communication attributes, external
environment, socioeconomic attributes and disaster
cognition. Based on the empirical results, some risk
communication measures are proposed to improve disasterprevention strategies .
英 文 關 鍵 詞 ： risk communication、risk cognition、adaptive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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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下流域空間災害調適與風險溝通之研究-以高屏溪流域家戶社區為例(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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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期限：104 年 8 月 1 日至 105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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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參與人員：黃冠華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系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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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由於全球環境變遷、氣候異常現象日益顯著，降雨型態改變、極端集中，使得天然
災害頻傳，而台灣水資源流域空間面對災害來臨(例如颱風侵襲引發洪災或土石流)之風險也大幅
提升並面臨嚴重衝擊，如 2009 年的莫拉克颱風與 2010 年的凡那比颱風即造成重大災情，而莫拉
克風災的經驗發現，因政府與民眾風險溝通不良而造成大規模損失。風險溝通是風險事件中常用
於的交流途徑，可應用於災難預警到緊急應變之處理過程，也可應用於日常風險教育、促使應變
行為改變及採取預防措施。然台灣目前災害風險溝通的知識缺乏，以致政府單位於災前防災教育
宣導、災害時之疏散避難之決策指令、災後復原等作為，未能與居民建立有效之災害風險溝通機
制與具體之防救災行動。
此外，利害相關者參與流域治理與防洪計畫，已成為國際趨勢並推行多年。利害相關者參
與洪災管理，能使利害相關者共同分享需求與個別團體目標，以利於更充分瞭解資訊與價值，及
共創可達成之社會目標。尤其是透過不同利害相關者的合作與協調，可降低流域環境脆弱度與提
升回復力，及強化利害相關者互動關係與減少衝突。然而，我國對於位於流域之環境敏感地區的
家戶與社區如何認知颱風所產生的災害風險，或政府採用之災害溝通策略與當地居民進行宣導是
否有效，其溝通過程與災後重建行為與流域治理產生的影響等類似研究目前仍為稀少。因此，本
研究第一年回顧國內外相關研究經驗與文獻，並於高屏溪流域敏感地區之社區進行訪談，探討社
區風險溝通操作機制與互動過程，確立本研究之於面臨水災之風險溝通之範疇，建立災害風險溝
通理論架構，歸納風險認知、風險溝通參與機制，以及民眾採取調適行動等各面向影響因素。研
究第二年進一步於針對水患自主防災社區發放問卷，以進行相關研究與資料蒐集，之後藉由多變
量分析進行實證分析。
SEM 實證分析結果顯示調適行為受到內在認知影響，而內在認知同時受到風險溝通機制與
外在環境之影響，風險溝通機制中，社區與媒體為重要管道，且社區居民間連結強度與社會協助
亦是外在環境中重要影響因素，此外，研究結果亦顯示，各村里在調適行為上有所差異，原因可
能來自於各村里風險溝通特性、外在環境、社會經濟與認知上的不同，最後依據實證結果，與水
患自主防災社區風險溝通現況，提出改善家戶風險溝通之策略建議，期望增進風險溝通機制的完
備與促進家戶採取調適行為，以減緩極端氣候造成的衝擊。
關鍵詞：風險溝通、風險認知、調適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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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situation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the phoneme of climatic anomaly is increasingly
obvious. The rainfall patterns change to be centralized and make natural disasters occur frequently. In
Taiwan, river watersheds also face higher risk of natural disasters and severe impacts, like Typhoon
Morakot in 2009 and Typhoon Fanapi in 2010. From the experience of Typhoon Morakot in 2009, we
learned that poor risk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s and the households and communities
would lead to large scale loss. Risk communication is usually used for risk events, it can be applied in
the process of disaster warning to emergency response and also in daily risk education to promote the
change of adaptation behaviors and to take precautions. However, because we lack for knowledge of
risk communication, the disaster education propagandas before disaster, evacuation decisions during
disaster and recovery measures after disaster proposed by the government can’t establish effect disaster
risk communication mechanisms with residents and stimulate specific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scue
actions.
Besides, stakeholders participating in watershed governance and flood prevention plan have
become the international trends and been practiced for many years. The participations of stakeholders in
flood managements can help information and values to be more realized and create achievable social
goals together. Moreover, we can reduce vulnerability, enhance resilience, reinforce interaction between
stakeholders and reduce conflicts through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stakeholders. Nevertheless, in
Taiwan there are few studies about how households and communities perceive flood disaster risks, the
effectiveness of risk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or the process of risk communications in environmental
sensitive area of watersheds. Therefore, study review related literature and interview with communities
in Kaoping River Watershed area to discuss the interaction process in risk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and establish the framework of disaster risk communication. Then, the questionnaires were sent to the
households of flood-prone communities in Kaoping River Watershed area to verify the framework by
utilizing SEM model.
The result points out that local community and media are very crucial communication channels in
risk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Besides, community connection and social assistant are key factors in
external environment. This study also find out that people from different communities would take
different adaptive behaviors which is resulted from different risk communication attributes, external
environment, socioeconomic attributes and disaster cognition. Based on the empirical results, some risk
communication measures are proposed to improve disaster-prevention strategies .
Keywords：risk communication、risk cognition、adaptive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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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
近年來由於全球環境變遷、氣候異常現象日益顯著，降雨型態改變、極端集中，使得天然災害
頻傳，環境脆弱地區（洪泛地區、坡地災害地區等）之災害風險更是大為提升（Anderson, 2000;
Linnerooth-Bayer and Amendola, 2000；蕭代基，2002）
。位於亞洲的台灣屬海島型國家，存有亞熱帶
多颱風之氣候，以及本身地文形勢險峻除峭、水文型態複雜分布、流域地區人為開發等特性，水資
源流域空間面對災害來臨(例如颱風侵襲引發洪災或土石流)之風險，如 2009 年的莫拉克颱風與 2010
年的凡那比颱風等重大災情，使社會正視氣候變遷所帶來水資源運用、災害風險管理、國土保育與
基礎設施等衝擊。然而，災害風險的認知是風險管理的基礎，災害風險認知（risk/hazard perception）
主要是探究公眾如何透過感官獲取有關災害知識與訊息，以此作為採取避難疏散、接受災害風險的
態度或行動的判斷（程曉陶，2003）。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依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於 2011 年 11 月所發表之「臺灣氣候變遷科學
報告」之情境推估，於 2012 年制訂「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針對氣候變遷下可能產生的八
大領域衝擊領域提出調適策略，其中「推動流域綜合治理」為總體調適策略重點之一。另一方面，
2013 年 8 月康芮颱風造成中南部嚴重淹水災情，讓即將於 2013 年底執行完畢的「易淹水地區水患
治理計畫」成效備受關注。特別是已執行八年的治水計畫，似乎仍無法降低災害的衝擊，顯示傳統
工程治水的概念需要重新被檢視，取而代之的流域綜合治理概念逐漸成為新興的水資源管理方向。
行政院亦於 2013 年 11 月 14 日通過「流域綜合治理特別條例」草案，亦呼應前述氣候變遷與災害調
適策略，成為政府力推的災害風險管理政策。
許多文獻均強調「人」因素的重要性，居民對認知更是影響其回應災害的關鍵（Basher, 2006；
Renn et al., 1992；Twigg, 2002）。2009 年莫拉克風災的發生，由於政府與民眾風險溝通不良，以及
民眾對災害的認知或知覺不同，而引發規勸疏散與強制撤村不易，進而造成大規模損失。風險溝通
是風險事件中常用於的交流途徑，可應用於災難預警到緊急應變之處理過程，也可應用於日常風險
教育、促使應變行為改變及採取預防措施（Covello VT,1991）
。然台灣目前災害風險溝通的知識缺乏，
以致政府單位於災前防災教育宣導、災害時之疏散避難之決策指令、災後復原等作為，未能與居民
建立有效之災害風險溝通機制與具體之防救災行動，往往形成道路或通訊中斷之防救災不易進行的
「災害孤島」。Renn（2005）研究也指出，在現代社會中傳播是高度異質性的，與政府與單一公眾
溝通可能會產生誤導，畢竟社會上存在著許多不同的公眾，因此風險溝通也必須有效針對目標對象
進行溝通。因此決策者須藉由風險溝通(risk communication)，及系統性的納入民眾參與機制，增強
民眾與相關團體對氣候變遷與災害衝擊特性的認識，及協助家戶與相關組織進行災害調適，才能順
利推廣與執行流域治理與調適政策(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2011)。
此外，利害相關者參與流域治理與防洪計畫，已成為國際趨勢並推行多年。例如，WMO (2006)
於《綜合性洪災管理之社會面向與利害關係者參與》(Social Aspects and Stakeholder Involvement in
Integrated Flood Management)中，明確提及利害相關者參與洪災管理，能使利害相關者共同分享需求
與個別團體目標，以利於更充分了解資訊與價值，及共創可達成之社會目標。尤其是透過不同利害
相關者的合作與協調，可降低流域環境脆弱度（vulnerability）與提升回復力（resilience）
，及強化利
害相關者互動關係與減少衝突。然而，我國對於位於流域之環境敏感地區的家戶與社區如何認知颱
風所產生的災害風險，或是政府採用之災害溝通策略與當地居民進行宣導是否有效，其溝通過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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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後重建行為與流域治理產生的影響等類似研究目前仍為稀少。在氣候變遷下災害愈趨劇烈的情勢
下，若能藉由風險溝通的概念成功掌握敏感地區居民的風險知覺、觀念，致使家戶或社區面對災後
重建復原工作，能以由下而上的「災害治理」概念與操作，能更有效提昇家戶或社區的回復力，減
低災害風險與及其造成的損失。故此，本研究以颱風致災情境下之風險溝通與風險認知為核心，企
圖了解高屏溪流域之敏感地區家戶與社區對於災害風險認知與調適行為，以及探討家戶與社區對於
災害風險溝通過程與災害調適行為之相關性，建構家戶與社區的風險溝通架構，並將研究結果提供
政府或相關單位因應颱洪災害，研擬有效家戶與社區之風險溝通模式以及流域治理調適策略的參考。
二、研究目的
政府應試圖讓民眾暸解，現今災害(水災、風災等)常受到人類無法預期之天然因素(如強降雨、
颱風)所影響，也與民眾本身的脆弱性有關，決策者必須藉由風險溝通增強民眾對於危害的認識並協
助他們進行調適。因此，本研究欲探討高屏溪流域範圍於颱風災害風險情境下，以家戶與社區為主
之風險溝通方式，故高屏溪流域範圍內經歷八八風災之家戶與社區如何認知颱風災害的風險，或是
政府、當地居民等利害關係人於溝通過程中的網絡關係，產生的調適行為為何等皆為研究課題，因
此本研究構面表與概念圖(詳表 1 與圖 1)。第一年度及第二年研究目的工作如下：
第一年：
探討氣候變遷、風險溝通、風險認知等相關研究，並確立本研究之於面臨水災之風險情境，以
定義本研究風險溝通之範疇，於颱風災害風險情境下，建立災害風險溝通架構。基於前項文獻回顧
與架構建立，選擇高屏溪流域中受到淹水衝擊地區，透過深度訪談了解水災社區災害風險認知、溝
通方式，和調適措施的影響。
第二年:
基於上年度風險溝通架構，第二年持續針對高屏溪流域內之家戶與社區進行實證研究，建構建
構風險溝通模式。針對高屏溪流域內之家戶與社區建置流域空間之風險溝通模式，驗證高屏溪流域
水災家戶與社區災害風險認知、溝通方式，和調適行為之關係。藉由分析結果，提出家戶與社區之
風險溝通策略建議，期對政府、家戶與社區達有效的環境風險溝通，以便決定有效溝通訊息，選擇
最有效的管道來傳送災害訊息。
本計畫將與其他計畫不同流域空間(基隆河與高屏溪流域)、不同利害關係人(政府、NGOs 等團
體、家戶社區)，以及進行不同流域間與有無受災經驗等比較整合，以了解不同研究主題於風險溝通
機制中的異同，以做為流域跨域治理政策應用參考。
三、研究範圍
1.風險溝通
風險溝通模式眾多，隨著時代演變，災害風險溝通的定義乃由上位者單向傳遞訊息，漸演
變為不同利害相關者互動、參與及價值交流過程。本研究聚焦分析「經歷災害過程之家戶與社
區的風險溝通模式」，掌握形成因素、雙向溝通與互動過程，透過雙向提供的資訊鼓勵家戶與
社區改變高風險、危害流域環境之調適行為，並與政府組織有共識的基礎下，選擇最有效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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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來傳送災害訊息。
2.調適行為
依據 IPCC (2007)之定義，其將調適定義為一動態的過程：「系統面對氣候變遷（含氣候變
化與極端天氣事件）
，降低潛在損害、創造機會與處理其影響的能力」
。本研究將採取此定義，
將家戶與社區之災害調適行為，廣義界定為「面臨氣候變遷下，家戶為減輕颱洪災害所造成之
衝擊或從衝擊中回復而採取之回應行為，包含平時調適措施與災時應變措施等」。
3.研究對象與空間範圍
本研究選定莫拉克颱風高屏溪流域受災地區作為研究範圍(圖 2)，因其歷經若干颱風災
情，尤其是莫拉克颱風對於居民生命及財產損失相較其他區域來得嚴重，故本研究將篩選出實
際經歷風災(淹水地區)的家戶與社區(村、里)為研究對象，第一年以表 1 與圖 1 為基礎，於高
雄市大樹區久堂里、檨腳里、高雄市美濃區泰安里社區、屏東縣高樹鄉建興村、屏東縣里港鄉
中和村之村里長或社區總幹事進行訪談，探討社區風險溝通操作機制與互動過程。第二年進一
部針對水患自主防災社區，高雄市旗山區大德里、美濃區泰安里以及屏東縣九如鄉玉水村、萬
丹鄉興全村等四村里(圖 3)發放問卷，以進行相關研究與資料蒐集。

情境與目標
 經歷八八
風災的家
戶與社區
災害認知
調適作為
 水災
 建立災害
風險有效
溝通模式

１. 風險溝通對象
２. 風險溝通範疇
 流域空間之水
災潛勢範圍內
的家戶/社區
 家戶/社區與政
府溝通管道
 家戶/社區間溝
通網絡

表 1 研究構面表
風險溝通工具
推動成員
 災 害 預 警  村里長
制度
 家戶代表
 說 明 會 / 公  社區組織
聽會
 淹水潛勢
圖
 居民或社
區資訊交
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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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資源
 家戶願
意付出
的費用
與人力
 社區自
行籌措
的經費
與投入
人力
 各村里
被分配
之年度
災害相
關預算

調適行為
 是否有做
風險規劃
 災前溝通
後所做的
準備
 災難來臨
採取得行
動
 災後短期
重建
 災後長期
復甦與防
洪保水減
災策略

圖 1 研究架構圖

圖 2 研究範圍圖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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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研究村里位置及淹水潛勢示意圖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之研究方法選擇與設計，如下說明。
1. 文獻資料之回顧歸納：
透過國內、外關於風險溝通（risk communication）、災害認知(hazard recognition)、與調適
(adaptation)等相關文獻回顧評析與歸納，並建構出風險溝通概念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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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深度訪談法：
以文獻回顧為基礎初步研擬風險溝通架構，爾後訪談受災經驗的家戶與社區，以利修正風
險溝通架構與了解上、中、下游流域空間之家戶社區之調適作，以確認本研究所研擬溝通模式
或內容的完整性與可行性。
3. 問卷調查：
本研究進行高屏溪流域範圍內（易淹水地區）之家戶與社區對颱洪災害的認知、風險溝通
與調適行為進行問卷調查。
4. 多變量分析：
經問卷回收後，將針對蒐集的資料，應用多變量分析，包含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等，協助釐清各變項之關係與驗
證風險溝通概念架構。
5. 比較歸納：
在本整合型計畫兩年期的各階段，都將就各子計畫的調查分析成果將進行整合與歸納，並
進行各子計畫間的比較分析（亦即針對不同流域範圍與不同風險溝通對象之風險溝通與認知，
進行比較性分析與歸納）。此部分的分析結果，將與整合總計畫撰寫整體結論，並於此有效的
風險溝通模式下，提供政府或相關單位因應颱風災害風險下之 整體流域治理計畫。
五、研究流程
本研究兩年之研究流程圖如圖 3 所示。
第一年：探討氣候變遷、風險溝通、風險認知等相關研究，並確立本研究之於面臨水災之風險
情境，以定義本研究風險溝通之範疇，於該情境下，建立災害風險溝通架構，其中易
淹水地區環境脆弱度、社區組織的風險認知、風險溝通參與機制，以及影響民眾採用
的調適行動。基於前項文獻回顧與架構建立，選擇高屏溪流域中受到淹水衝擊地區，
透過訪談了解水災社區災害風險認知、溝通方式，和調適措施的影響。
第二年：持續透過實地現況調查與訪談以取得家戶與社區災害認知、調適行為與災害資訊溝通
過程等資料，經問卷分析後建置風險溝通模式，以驗證家戶與社區之風險溝通管道下
產生的調適行為互動關係，並與其他子計畫不同流域空間(基隆河與高屏溪流域)、不同
利害關係人(政府、NGOs 等團體、家戶社區)，等比較分析，以了解不同研究主題於風
險溝通機制中的影響，提出家戶與社區為主之本土風險溝通策略，以及具流域治理調
適作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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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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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相關理論文獻回顧
一、風險溝通相關理論文獻
風險溝通是一門結合了風險管理及溝通理論兩大領域而形成之新興研究領域，亦是在現代風險
管理中核心而具關鍵性的工作。它與風險認知、風險態度及風險管理方法運用，皆具有密切之關聯。
因此，風險溝通不再是單純的將科技知識由專家傳遞給一般大眾而是在傳遞的過程中要暸解、傾聽
民眾的興趣、價值及想法，以做為進一步調整行動方案之參考。美國國立研究院(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將風險溝通定義為「相關個人、團體或機構，彼此交換資訊與意見之互動過程，以共同決
定如何預防或管理風險」(袁國寧，2007)。
一般認為，風險溝通目的有三(Kasperson and Stallen, 1991)：
1.啟蒙
使人意識到日常生活之中無所不在的風險，並了解有關風險的基本概念認知、評估、態
度與管理的知識，以及風險事故發生後的可能結果。
2.提升能力
提升民眾預防風險和事故發生時的處置能力。
3. 解決爭端
對可能帶來風險的設施或已經被污染的地區的處理方式，必須徵詢附近居民甚至全體國
民的意見。民眾的意見紛歧，有關的政府機構、工商團體、專家學者也有各自的立場和看法，
彼此之間可能抵觸。風險溝通的目的就是要解決爭端，達成共識。
社會系統的溝通（或心理系統的意識）會有風險意識，因而會對是否引入某些事物以化約其與
環境之間的複雜性落差作出風險評估，盧曼稱此為「風險溝通」
，風險溝通不是以「無選擇即無風險」
的模式在運作，而是以「選擇本身內含風險與危險之分」的模式在運作。這是盧曼的社會系統理論
對於風險評估模式的獨到之處之一(黃鉦堤，2006)。
Giddens (1990)則以專家統治的弔詭性切入現代性與風險的關係等理論。使得社會學與風險管理
學進入了一個以風險社會為主軸的嶄新研究領域。它描述的已不在是一個以簡單現代化為基礎，由
勞動、資本、階級及理性化之整合架構來探討單純財富分配之社會發展理論。而是在「風險社會」
架構下以文化社會學的角度結合風險管理學，分析當代社會制度、秩序、心理、生態之危機，並藉
由風險溝通、評估來建立具有集體意識的風險認知與態度，進一步選擇適當的風險管理方法來解決
各項現代社會風險的理論。
現代社會風險管理模式，其重點在於風險認知(risk perception)與風險溝通(risk communication)的
聯繫，風險認知包括風險認識(risk identification)與風險評估(risk evaluation)等層面，並以認知風險
(perceived risk)作為其最終的評價，而風險溝通則是扮演連繫與修正風險認知的核心角色，繼之而形
成一致的風險態度，並選擇保險的風險管理方法，最後據以訂出其行為準則，以為遵循(袁國寧，
2007)。
根據 Vaughan(1995)風險管理程式加以修正而形成現代風險管理之程式包括在風險理性驅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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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立現代社會風險管理之動機，其次藉由風險溝通是一種雙向溝通。包括專家與專家以外單位之溝
通，來針對風險之評估有一致之評價進而建立具有集體意識之風險認知與態度，最後選定最佳的風
險管理方法來處理風險，並據以建立風險管理行為之規範，最後再做績效評估與檢討，其流程如下
圖 5：

圖 5 現代社會風險管理程式圖
資料來源:Vaughan(1995)
基於風險社會中現代社會風險之可變性、外部性、與可測度困難，加諸風險分配的不平等，促
使風險溝通在風險管理程式中扮演了極具關鍵而核心的角色，特別是針對風險評估與其評價之風險
認知的確立，皆具有整合之作用與功能(袁國寧，2007)。傳統風險管理與現代社會風險管理程式之
比較如表 2。
表 2 傳統風險與現代社會風險管理程式比較表

資料來源:袁國寧(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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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風險溝通的模式，在考量雙向溝通與避免預設式的強迫接受之缺失下，基本上，將溝通過
程分為「溝通者」、「溝通資訊」、「溝通管道」、「參與溝通者」等四個層次，是一個大致完整且普遍
被接受的架構(Schramm, 1955)，如圖 6。

圖 6 風險溝通架構圖
資料來源:袁國寧(2007)
「溝通者」通常是「可能風險源」的負責機構及其工作人員，他們是溝通的發起人。
「溝通資訊」
是溝通者要傳達或與「參與溝通者」互相討論的有關風險的資訊。
「溝通管道」則是溝通資訊傳播的
方式、路徑，可能是廣播、報紙或公聽會、訪談……等。
「參與溝通者」包括所有溝通者所欲傳達資
訊的對象，通常是可能暴露在該風險源之中的民眾。
1.溝通者：
溝通者是風險溝通的發起人，一般是政府機構或是廠商代表事業經營者或防救災等的風
險管理者，在西方先進國家，法律明文規定若要進行相關建設，例如山坡地利用開發遊憩設
施，不論是政府或民間機構都有義務要和附近的社區民眾等進行建設前的溝通，尤其是環保
評估、區域安全等，取得民眾同意才能建設。而興建之後也有義務要時時提供民眾相關風險
源的管理情況及資訊。尤其在災害發生時，更要迅速主動、坦白地提供資訊給民眾並做出適
當處置(Hadden, 1989)。
「信任」正是風險溝通發生實際功效的開始。它是指溝通者和參與溝通者的互相信賴
(Covello, 1987)。而爭取信任之主要影響因素包括：風險管理的能力;溝通要及早開始且長期持
續;溝通者要信任參與溝通者;溝通必須採「雙向互動」的模式與「彼此學習」的態度;溝通者
最好是當地人等。
2.溝通資訊
溝通資訊包括：可能風險的性質、基本知識、事故發生的可能機率、時機、地點、癥兆、
過程、預防及事故發生時的因應之道、在緊急或受傷時可以向那些機構求助、可以獲得什麼
樣的援助、以及如何找尋更多相關資訊(Hadden, 1989；Covello, 1987)。一個完善而有效率的
溝通資訊必須要符合下列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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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儘可能蒐集所有可能有關的資料，以提供給參與溝通者。
(2) 對包含不確定性的資訊，要有耐心地向參與溝通者解釋，以使之了解科學與技術也是有能
力限制的，不要試圖迴避。
(3)選擇資訊必須是為了因應不同的對象(利益團體、宗教、性別……)的特性，使之易懂、易應
用，不可純粹為了說服而過濾資料。
(4) 儘量針對參與溝通者個別關切的問題來編選資料，不要用過分抽象的數據，同時也要教參
與溝通者如何詮釋數據。
(5) 有關風險事務的經濟因素要適當呈現出來，例如國家預算的增加、對整體經濟盛衰的影響，
但是不可用以威脅參與溝通者。
(6) 說明全盤的利害得失，使人們了解可能的獲利，以及對可能發生的風險有心理準備，並尊
重參與溝通者的選擇。
(7) 儘量把專業知識用一般人的語言表達出來，使參與溝通者易於理解應用。
3.溝通管道
不論溝通資訊有多麼充足，如果沒有迅速、正確、暢通的溝通管道，溝通雙方必定無法
完成良性的互動。溝通管道可分為普通的與特殊的適應地區性的溝通管道(Null, 1991)：
(1)普通溝通管道
A.寄送到參與溝通者家中，或是放在公共場所任人取閱的傳單或小冊子。
B.大眾傳播媒體對溝通資訊的傳播與討論。
C.大小型、正式或非正式討論會、說明會、公聽會、社區里民大會、社區互助組織會議等。
D.溝通者與參與溝通者之間，面對面的或透過電話的直接訪談。
E.由溝通者、參與溝通者、專家、及其他有關人士共同組成「聯合委員會」
，參與一切有關
風險評估、溝通、管理的事務，並作為溝通雙方的仲介。
F.建立諮詢專線電話及部門。
(2)特殊溝通管道
這一類管道是屬於地區特有的資訊傳播方式，無法一一列舉，可能是教堂集會、廟會、
或某一好客家庭的日常非正式聊天會。這一類溝通管道對風險溝通的影響，可能比溝通者
試圖建立的新的溝通管道還大。
4.參與溝通者
參與溝通者包括一切溝通者欲進行溝通的對象。他們在風險溝通的過程中，大部分是處
於比較被動的地位，但是某些較積極的個人或團體也可能主動進行溝通與資訊查詢，甚至對
負責風險管理的機構進行監督，例如各國有關環境保護與救災防災的民間社團。在某些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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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可能風險源」附近的民眾也會集結在一起，主動要求相關單位進行風險溝通。
此外，Poussin et al. (2014)基於保護動機理論(Protection Motivation Theory，PMT)探討影響調適
行為之因素，研究指出提供調適措施相關資訊將會增進個體的因應評估(Coping Appraisal)，進而促
進其採取調適行為。Lindell & Perry (2003)提出行為保護決策模型中的資訊溝通過程，強調風險溝通
者應適時提供正確的風險資訊，並瞭解訊息接收者對風險資訊之需求，藉由適當的管道及訊息內容
幫助訊息接收者作為行為決策之參考。

圖 7 行動保護決策模型中的資訊溝通過程
資料來源：修改 Lindell & Perry (2003)
Rohrmann(2000)提出風險溝通過程架構(圖 8)，認為人們如何面對災害(hazard)、風險資訊如何
被處理與評估以及接收的資訊如何改變風險認知、風險評估和行為決策，以上過程是高度相關的，
雖此模型主要關注於訊息與行為之關聯，但成功的風險溝通必須被視為一個互動的過程(Leiss，
1996；Renn，1992)，因此，向風險管理者諮詢、回饋與互動機制是非常重要的(Rohrmann，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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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風險溝通過程架構
資料來源：修改 Rohrmann(2000)
另外，盧曼指出，風險溝通的風險評估不是採單純的「風險∕安全」模式，而是採「風險∕危險」
（Risiko / Gefahr）模式。溝通中不僅感知風險（其是指往後發生的傷害有可能是因溝通本身所引
起），而且也感知危險（其是指往後發生的傷害有可能是因溝通之外的環境所引起）。舉例而言，甲
（一個心理系統）在考慮是否在公共場合中抽煙，按照「風險∕危險」的模式而言，此時甲不僅感知
風險，例如抽煙可能危害其本身健康；甲同時也感知危險，例如有人因此會吸進二手煙（Luhmann,
1990；Hiller, 1994；魯貴顯譯，1998）。
社會系統對於風險評估的運作過程具有多重偶變性。風險溝通之中存有事物意義、社會意義與
時間意義之多回合的相生相剋，因此其中的任何一個事物意義、社會意義與時間意義的被確定都具
有多重偶變性，而且風險溝通本身是具有「組織化了的複雜性」(黃鉦堤，2006)。
社會系統知道溝通一定伴隨風險，不可能達到無風險而處於完全（或說最高的）安全之情境。
因此，風險溝通其實就是要盡量地降低可能傷害的發生，這是一種將最高級的可能傷害轉化為比較
級的可能傷害之處理態度（魯貴顯譯，1998：236）。
在相關研究方面，吳宜蓁(2004)從「危機溝通」的角度，評析政府在 SARS 蔓延期間的溝通作為，
並點出其中的缺失之處，包括危機應變中心疊床架屋、指揮不力；中央與地方意見不一、屢生衝突；
媒體溝通不良、對外窗口不一；危機前未能宣導正確防疫知識，導致民眾過度恐慌等。在檢視現階
段政府的防疫宣導與危機預防策略時，發現宣導策略已能針對上一波疫情的溝通缺失有所改進，且
加強了媒體溝通與政府防疫形象建立的工作。最後提出如下建議：一、政府應從過去的傷害經驗中
學習，做好新風險概念的宣導溝通工作；二、完善的危機應變計畫必須時常演練，並且隨情勢及外
界反應進行彈性修訂，方不致流於紙上談兵；三、宣導是強調單向溝通，溝通的本質就是雙向對話，
建議政府應有更明確的行為指引，使民眾願意將屬於外在強制的 SARS 防疫概念，內化成個人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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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為。
謝曉非等(2005)採用問卷調查的方法，通過探討信任和社會心理支持兩個主要因素的效應，分析
“以受衆為中心的風險溝通”方式在 SARS 危機中的表徵。結果發現，SARS 期間民衆通過大衆管道、
專門管道和人際管道獲得資訊，並以風險資訊的“焦點漸進知覺模式”知覺資訊；民衆對政府和專傢
俱備基本的信任；我國民衆的社會心理支持體系可區分為情感型和權威型，兩種類型對個體有不同
的意義。通過整合上述特徵，可形成有效的“以受衆為中心的風險溝通”方式。
林宜平、張武修(2006)簡介世界衛生組織倡議的預警架構，及其有關行動電話風險管理及溝通之
建議，並應用比一架構分析台灣行動電話的使用現狀，供國內政策單位進行健康風險管理及溝通之
參考。世界衛生組織電磁波計畫於 2004 年依據預警原則，針對電磁波之風險管理，進行問題脈絡、
風險分析、選項、決策、行動、及評估等六階段之分析及建議；本文參考此一架構，分析台灣行動
電話的使用現況，並提出風險管理及溝通之政策建議。
黃鉦堤(2006)曾以台灣地區的身分辨識問題對社會系統的干擾為例，以二階觀察的立場來探討社
會系統中的法律系統與政治系統對於引入全民指紋建檔以解決身分辨識問題的風險溝通。
吳宜蓁(2007)從檢視 2003 年台灣 SARS 疫情的媒體溝通機制與報導失誤問題，建構一套未來發
生重大疫情的媒體溝通標準作業流程(SOP)，作為政府與媒體皆可遵循的疫情新聞處理準則。面對疫
情危機，政府宜立即建立緊急應變機制及發言人機制；媒體應確實遵守三層次之採訪準則；對於錯
誤報導，政府應直接與記者及其主管連繫要求立即更正。
袁國寧(2007)以台灣的天然災害風險為例，包括颱風、洪水等在不同的風險分類下，就其相應的
風險管理模式做比較分析。故以社會風險與風險社會中之現代社會風險作為分析的開端，進而探討
由傳統的風險管理模式，走向現代社會風險之管理模式，其中涉及風險管理的動機，分別包括經濟
理性與風險理性；風險認識、風險認知、風險評估、風險態度等其與風險溝通的連繫；風險管理方
法的選擇，主要係指颱風、洪水保險方案；決策的執行最後引申出現代社會風險管理行為的規範，
藉以建立在災害事件中個人、社會、政府與媒體之行為準則。
梁哲等(2008)之研究指出，任何突發公共安全事件一定會影響到公眾的心理，而公眾的心理行為
反過來又會對事件的發展演變產生巨大的影響。在危機發生時期，相關政府部門尤其需要瞭解突發
事件中的公眾心理，並通過科學地發佈風險資訊來減輕和化解社會心理壓力，同時引導公眾正確地
認知風險。從風險溝通的角度入手，以問題形式報告了心理學界在風險認知及行為決策方面所積累
的研究，希望這些研究成果能夠為突發公共安全事件應急方案的制定提供心理學方面的理論依據。
綜上文獻回顧，Burger & Gochfeld(2006)表示態度、行為、暴露和危害構成風險的要素，其中信
任度、對風險反感、對環境關心的事、文化習慣及個體行為便是風險管理的項目，而社這也是風險
溝通需納入考量的因素。為了整合這些個體間的差異而衍生出風險溝通，風險溝通是扮演聯繫與修
正風險認知的核心角色，繼之而形成一致的風險態度，並選擇以降低風險衝擊的管理方法，以訂出
風險管理行為下之準則，因此，本研究主要探討高屏溪流域地區經歷颱風災害之家戶與社區，因應
災害的風險溝通相關管道等互動過程，作為家戶與社區針之調適行為與認知之判斷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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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災害治理相關理論文獻
根據行政院經建會都市及住宅發展處（1990）之定義，所謂「都市災害」是指隨著技術的現代
化、都市空間被高度的利用，且人口或設施集中之都市化地區發生多樣化的災害之現象。而災害的
發生與社會有密切的關係，因為都市社會的變化常將災害的質與量改變，在不知不覺中將危險累積，
一旦發生災變，災害產生連鎖反應，且由於人的集中，都市及建築的建造方式不妥適或使用不當，
使災害迅速擴大及蔓延。
而根據行政院經建會都市及住宅發展處（1990）對於都市災害的特徵闡述，歸納以下三點 :
1.都市因人口及設施發展高密度化、垂直化，單純的災害發生後常誘發多樣型態與不同程度的損
害。
都市由於多數人居住，建築物分佈密集，因此一旦發生災害，受損之建築物以及公共設
施(如維生管線、瓦斯管、電纜)容易成為新的災害誘因，促使單一災害發生演變成為大面積、
大範圍涉及層面眾多的複合型都市災害型態。
2.都市地區災害重視度應依地區區位環境及條件差異而有不同對策。
都市內發生的災害類型種類複雜，依地區的區位環境及條件差異應受重視順序以及所應獲得
分配的社會資源也應當有所不同，有些地區是地震最受重視(如位於斷層帶附近或是地震頻繁
區)，有些則是水災較被重視(如低窪地區)，而都市發展則針對地區區位特性必須不同的因應對策
(如土地使用劃設禁限建地區)，藉以減少災害發生所造成的損害。
3.都市或聚落地區相較於發展密度較低的地區更容易發生災害。
隨著時代的演進，大量人口聚集而成都市或聚落，為因應大量的生活需求，不得不大規模改
造環境，藉由人為手段改變自然的地景、地物、地貌，卻也因此造成河川或天然環境遭受破壞，
也增加周邊地區災害發生的潛在機率及危害程度。
趙家民、吳仁明(2004)之研究指出，土砂災害治理調查，有助於瞭解調查區內可能發生土砂災害
的地點、規模與分佈情形；而治理規劃係利用工程方法來防止上述地點發生災害的手段。本文運用
地理資訊系統分析土砂災害之環境現況、發生原因、地點與規模等主要因子項目並進行調查，結合
理論分析、航照判釋、現地調查等方法，達到建立災害活動性與影響性資料，依此可作為工程治理
規劃之輕重緩急依據，及未來防災與應變實務提供具體規劃藍圖。本文以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為例，
說明上述方法有助於環境管理與工程治理規劃，以達保障居民與遊客生命財產安全之目的。
災害管理是涉及多部門的運籌帷幄，包含規劃、計畫實施、預警、緊急應變、救助等措施，以
減少或降低天然災害或人為災害對於社會所造成的影響及衝擊。災害管理對應災害發生時序，可分
成災前的減災、整備，災時的應變，以及災後的復原四階段(彭光輝、林峰田，2006)。
1.減災（Mitigation）：
通常發生在非災害時期，主要目的在研究災害發生的現況及評估可能的改善策略，期望透
過有效的處置步驟，消除或減輕災害之影響或發生的機會，並持續性的降低災害中之潛在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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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整備（Preparedness）：
主要工作為在現行環境、體制、資源狀況下，規劃面臨災害時可採行的相關處置作為，整
備須達到減災未包括或未能阻止之災害發生範圍。此階段相關主管機關應擬定各類災害應變計
畫，包含緊急行動中職責之建立，以及儲備支援救災行動的資源，以應緊急需要，並使災害損
失減至最小。轄區必須指定幕僚準備設施、裝備和其他資源以完成救災任務；幕僚必須接受訓
練，設施與裝備需定期維護。
3.應變（Response）：
係隨著災害緊急事件發生後，快速而有效的掌握即時資訊、傳遞重要警訊、因應實際災害
情況有效調派救助人力與資源。其重點工作包含：即時性災害相關資訊蒐集與傳遞、災害預警、
人員疏散通報、災情通報、救災人力及資源派遣及救災資源管理等。
4.復原（Recovery）：
發生在實際災害過後，有效的復建受災地區，使其能在最短的時間內恢復原有的運作機
能，復原工作將持續至所有都市機能回復至正常或最佳狀況。初期時，係將各項設施之重要功
能回復至最低營運標準，其復原重點為維生管線系統（Lifeline Systems），包括電力、通訊、
自來水、污水系統、運輸等系統，提供居民基本食物、衣物、避難之需求，並維持災區治安；
而正式復原則於災害發生後持續數年，俟各種設施回復正常或改善水準。因此，復原行動為重
建公共建設，讓社會與經濟恢復正常運作之長期政策。
李潔、周應恆(2007)為了應對水災對我國種植業生產的破壞，國家每年要投入大量資金用於防災
減災工作，在對 1980 年以來我國種植業生產、自然災害和水利建設的統計資料進行描述性分析的基
礎上，通過建立模型，定量分析了 26 年來我國救災工作和各種防災水利建設對種植業增長所起的作
用，為我國進一步制定科學有效的國家防災減災政策提供參考。
王修貴等(2008)之研究指出，水災害治理標準是在一定的自然、社會經濟和歷史條件下的產物，
並隨著社會經濟條件的變化而變化；同時，在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下具有暫時性和階段性。水災害
治理標準發生作用的大小受人類活動幹預程度的影響。水災害治理標準具有可測性，通過對水災害
治理標準影響因素的統計或預測，可以有效地把握其發展變化趨勢。認識並遵循水災害治理標準的
規律，對於正確制定水災害治理標準，最大限度地發揮其作用具有積極意義。
洪維彬(2008)以南投縣各鄉（鎮、市）層級災害防救體系為研究個案，並以新制度理論的觀點來
探討災害防救管理之組織面及功能面，藉由文獻分析法、案例分析法及深度訪談，加以檢討、整理
及歸納，探討目前南投縣各鄉（鎮、市）地方政府災害防救管理體系的問題與需改進之處，並針對
研究中所發現之問題，提出建議供中央及地方政府在災害防救處理機制之參考。
張燕菁、胡春宏、張治昊(2009)引黃灌區泥沙災害具有時空分佈的不均勻性、漸變性、多樣性、
危害嚴重性及治理難度大等特點。灌區泥沙災害水準由灌區泥沙淤積量及分佈、清淤泥沙處理量、
灌區堆沙場地狀況、自然氣候條件以及灌區內人口密度等因素決定。提出了實施灌區水沙優化調度、
改造管道以提高管道輸沙能力、實施灌區泥沙資源的優化配置、植樹造林改善灌區生態環境等泥沙
災害治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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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氣候變遷調適相關理論文獻
1.氣候變遷的意義
1997 年 12 月 1 日至 10 日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三次締約國大會於日本京都舉行，共有
159 個締約國、250 個非政府組織及媒體參加，總人數逾一萬人。會中通過執行具有法律效力的議
定書，以管制溫室氣體的排放，又稱「京都議定書」
（Kyoto Protocol）
。京都議定書的通過與正式生
效，堪稱因應氣候變化的重要里程碑。該議定書之所以受到國際社會的重視，在於溫室氣體的排放
是全球氣候變遷的主要成因(馮正民等，2007)。
童慶斌(2006)提及 CO2 濃度約從工業革命前之 280ppm 增加到目前的 370ppm；根據 SRES
（Special Report on Emissions Scenarios）預設情境考慮世界未來經濟社會發展設置之進行 35 個情境
模擬，從 1990 年至 2100 年，溫度可能上升 1.4℃~5.8℃，而因人類活動造成之全球暖化平均每 10 年
約上升 0.1℃～0.2℃。溫室效應的加強可能造成全球氣候變遷，進而改變各區域的溫度及降雨，氣
候改變最直接的影響包括水文、水資源、農業生產與農業需水量、公共衛生及生態環境等。
對全球環境變遷而言，土地使用改變對環境所造成的衝擊是最直接且最明顯的（Lambin et al.,
2001），Our Common Future（WCED，1987）一書中，探討第三世界及開發中國家之都市所存在之
環境問題與危機，並推估 21 世紀世界將有 50％以上的人口居住於都市地區，顯示都市在全球環境
變遷中所扮演角色愈顯重要。所以才有永續都市觀念的提出，建議由地方層級配合全球性永續發展
行動計畫，以因應全球性環境變遷問題（Roseland, 1997）。
近年來全球環境變遷、氣候異常現象，使得台灣天然災害頻率增加、強度增強。由於台灣山坡
地地質脆弱，坡度陡峭，河川湍急短促，加上颱風、豪雨頻繁，屢屢釀成土石流失、崩塌及土石流
等天然災害，再加上台灣約有 73%的人口是居住在有三種以上災害可能衝擊之地區。地震與颱洪災
害是台灣最常面對的。特別是在 921 地震後土石鬆軟，颱風帶來得豪雨使得坡地區土石流頻傳或低
窪地區淹水。
2.調適的意義與目的
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中界定了兩種減輕氣候變遷衝擊的方法，一是減緩（mitigation）
，二是調適（adaptation）
。UNFCCC
的會員國大會認為各國在進行調適時需要一個規劃準則，因此，聯合國發展規劃署與全球環境基金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提出了氣候變遷調適策略綱領
（Adaptation Policy Frameworks for Climate Change, APF）（Burton et al., 2004）。
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摘要中，首先定義了調適，調適是一種個人、社區和國家在尋求妥善
處理氣候變遷與其變異之影響的過程。此調適過程並非全新的，因為在人類的歷史中，人類不斷地
在調適新的情況，包括長期的氣候變化。然而，APF 的特色是要協助國家將氣候變遷的調適，納入
更廣的國家發展政策制定與執行過程中(郭彥廉，2008)。
2007 年 12 月舉行的 COP13 公約第 13 次締約國會議，通過所謂的「峇裡島路線圖」（Bali
Roadmap），確立了「減緩」（mitigation）與「調適」（adaptation）同等重要的氣候變遷因應策略。
面對全球暖化不應該只談「減碳」，因為全球氣候變化正在發生，「減碳」緩不濟急，由於全球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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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加劇，調適策略成為因應氣候變遷的重點，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和小島國家，已成為氣候變化的主
要受害者-氣候難民，如何減緩氣候對經濟與社會的衝擊，將是一項艱钜的挑戰。在各方談判的過程
中，調適和技術轉移的資金扮演了極為關鍵的角色。
目前面對氣候變遷衝擊，各國之因應作法主要集中在兩個面向，包括減緩（mitigation）與調適
（adaptation），而在減緩與調適的策略構想上，近年來的重要方向之一，即透過空間規劃為主要工
具，亦即透過空間規劃的途徑，提供影響土地使用的機制，及達成更整體性與策略性的發展，以因
應氣候變遷的威脅。在 2006 年發表的史登報告中，即強調空間規劃在促進氣候變遷調適及調適因
應，必須整合到各層級的空間計劃內的重要性(柳中明、蕭代基，2009)。
調適和減緩不同的地方在於，減緩目前只是針對幾個特定的部門(例如：能源部門)發展新的溫室
氣體減量技術，而調適則是橫跨整個社會經濟部門(包含了水資源、公共衛生及公共建設)，並以目
前現有的調適策略作全面性的調整；此外策略決策者在訂定調適策略之前需考慮調適資金調度的問
題。
國際上對於氣候變遷的調適(Adaptation)策略，在科學與政策辯論上，已有越來越多的關注，並
且將它視為與減緩是一種互補的策略(McCarthy et al., 2001)。
調適的目的可以分為預防性(anticipatory)及反應性(reactive)策略兩大類，預防性調適策略的目的
是為了預防氣候變遷造成災變發生所採取的策略；而反應性調適策略的目的則是降低氣候變遷造成
災變之後的傷害所採取的策略。
總而言之，各國應加強合作，利用脆弱度評估、風險管理等方式，將調適行動納入政策與計畫
中。雖然全球氣候變遷會對自然系統或人為系統帶來衝擊，但是適當的因應與調適可以降低衝擊，
只要具有效調適管理（adaptive management）能力，即可將系統脆弱度（vulnerability）降至最低，
即使顯著氣候變遷也不必然帶來巨大的衝擊。
2.調適行為影響因素
IPCC(2007)將調適行為定義為，在自然或人類系統所為之調整，以因應實際或預期的氣候刺激
(Stimuli)或其影響，使氣候衝擊減緩或創造有利的機會。Grothmann ＆ Patt (2005)以 PMT 為基礎建
立個體氣候變遷主動調適模型（Model of Private Proactive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MPPACC）
(圖 9)，探討影響個人採取調適行為的決定因素，強調心理認知在個體調適行為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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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個體氣候變遷主動調適模型
資料來源：Grothmann ＆ Patt (2005)
Paton(2003)提出社會認知準備模型描述個體調適行為之發展歷程，即從誘發人們採取調適/整備
行為的因素，進一步產生意圖直到形成調適/整備行為的過程。Paton(2003)認為調適過程將經歷三個
階段，而各階段分別受特定變項所影響。(圖 10)

圖 10 社會認知準備模型(Social-cognitive Preparation Model)
資料來源：修改自 Paton(2003)
魯開元(2005)以災害識覺(Hazard Perception)理論為基礎，探討居民對汐止水患的災害識覺與調適
行為，其考量情境因素與認知因素，情境因素探討社會因素、個人資料，認知因素包含生理及態度
的認知。研究指出，個體特性的不同對於災害視覺有不同程度之影響，另外，災害經驗亦提高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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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進而提高採取調適行為的可能性。
王韋超(2013)探討新北市新莊區的七個里之個體水災調適行為影響因素，其應用災害識覺、保護
動機理論的概念以羅吉特迴歸模型進行分析，將因素分為水災經驗、心理因素、水災風險評估、個
體水災調適行為評估與調適能力等五大面向分析。研究發現與大多文獻不同的是，當水災經驗較多
時個體反而可能因為對水災已毫無感覺導致失去防災動力。
許天生(2009)以保護動機理論分析颱風警報資訊之溝通方式與颱風災害風險判斷與防備行為之
間的關聯，以颱風災害的風險判斷、颱風災害防備意向與個人背景為變項，研究結果顯示颱風警報
資訊的準確性會影響災害威脅評估，受災次數對因應評估則具有正相關，同時，威脅評估與因應評
估也有高度相關性，並對颱風災害防備意向有很好的預測能力。
周嘉盈(2011)結合保護動機理論與個體氣候變遷主動調適模型探討影響民眾採取水災整備的因
素，發現威脅評估與因應評估影響整備意願，且威脅評估與對政府的信賴感與受災經驗相關。盧禹
廷(2011)則強調社會資本與調適行為的關聯，社會資本包含社會支持、社會信任與社會參與等面向，
同時也納入個人因子、災害經驗認知因素。
社會經濟條件與調適行為之關係在過去文獻中多有討論，洪鴻智、盧禹廷(2015)研究中指出，年
齡較輕或居住期間較長者顯著較有災後的調適行為，而居住期間較短者則有顯著災前整備行為，然
Griffin et al.(1999)指出年齡較高者對災害的害怕程度較高，所以具有較高的風險知覺亦較有可能進
行調適行為。另外，大多文獻認為教育程度較高者，能夠取得較多災害資訊故更有可能採取調適行
為，以性別來看，女性對環境問題較敏感、較關心居家安全，因此也較有可能進行災害整備(張長義，
2003)。Grothmann 等人(2005)指出家庭收入較多者或房屋擁有者較有購買防洪設備或採取其他調
適。Takao(2003)研究顯示，年紀較大者基於擁有較多災害經驗以及對洪患的恐懼而較有可能採取災
害整備行為，洪患恐懼與災害整備與個體是否為房屋所有權人或租屋者有關，研究結果指出洪患恐
懼與災害整備與房屋所有權人有顯著相關，但與租屋者關係卻不顯著。Edwards(1993)研究發現較高
教育水準、較高家庭收入以及有小孩的家庭會比較傾向採取整備措施，由於較高收入之家戶擁有較
多資源，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則更易理解備災對減少災害衝擊的影響，因此也比較願意採取災害整備。

參、研究設計
一、研擬家戶與社區調適行為之風險溝通概念架構
依據 IPCC (2007)之定義，本研究將家戶與社區之災害調適行為，廣義界定為「面臨氣候變遷下，
家戶為減輕颱洪災害所造成之衝擊或從衝擊中回復而採取之回應行為，並包含平時調適措施與災時
應變措施等」。經文獻回顧了解風險溝通要素與調適行為影響因素，本研究釐清風險溝通要素與各
因素之關係，及經由風險溝通如何影響調適行為的形成過程。參酌 Rohrmann(2000)風險溝通過程架
構、Lindell & Perry (2003)行動保護決策模型中的資訊溝通過程、Paton(2003)社會認知準備模型以及
Grothmann＆Patt (2005) 個體氣候變遷主動調適模型，建立家戶調適行為之風險溝通概念架構，如圖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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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本研究家戶與社區調適行為之風險溝通概念架構
家戶與社區調適行為之風險溝通概念架構中描述進行風險溝通至最終採取實際調適行為中各因
素之間的關聯性，其中，風險溝通機制與外在環境將影響個人因素，包含災害經驗與心理因素等，
並結合社會經濟屬性之交互作用下，共同影響認知與態度形成過程，進而影響後續調適行為決策。
二、問卷設計與抽樣過程
本研究依循概念架構研擬問卷，問卷內容包含 1.災害認知與災害經驗；2.災害心理因素；3.風險
溝通機制與社會環境因素；4.調適行為評估與決策；5.社會經濟屬性等五大部分。
本研究為使問卷內容具有效性，於民國 104 年 12 月 11 日前往當地與村里長或村里幹事進行聯
絡，執行問卷前測作業，了解當地災害情形、民眾相關災害認知與調適行為等，並依據前測結果進
行問卷內容的調整。於民國 105 年 1 月 11 日進行實測，以家戶為單位隨機抽樣發放問卷，並由戶中
主要行為決策者為受訪者填答問卷，作為該家戶整體調適行為之代表，每個村里發放 60 份問卷，總
計共發放 240 份問卷，截至民國 105 年 2 月 27 日止共回收 239 份問卷，包括 195 份有效問卷，問卷
有效回收率為 8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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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家戶調適行為之風險溝通架構實證分析
一、敘述統計分析
1.社會經濟背景
本研究從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及平均家庭月收入等面向，初步了解受測家戶社會經濟背
景狀況。首先，整體受測家戶性別比例上呈現大致平衡之狀態；年齡分布而言，則是青壯年階
層(25-65 歲)占多數，唯大德里受測家戶中，65 歲以上比例較其他村里高；在教育程度方面，
整體受測家戶以高中/職以上所占比例較高，此外，玉水村與泰安里大學/專科以上教育程度之
受測家戶比例較其他村里高；從家戶平均家庭月收入來看，在整體受測家戶中，大德里家戶平
均家庭月收入較低。從文獻回顧得知，調適行為會受到社會經濟背景因素之影響，同時，不同
社會經濟條件對於風險溝通機制之看法亦有所不同，本文初步掌握研究對象之社會經濟背景屬
性，並於後續實證分析中進一探討。

a.受測家戶性別比例分布圖

b.受測家戶年齡比例分布圖

c.受測家戶教育程度比例分布圖

d.受測家戶平均家庭月收入比例分布圖

圖 12 受測家戶社會經濟背景分析圖
2.災害經驗
各村里在災害經驗上差異較大，其中興全村及泰安里多數受測家戶五年內都有因颱風而淹
水之經驗，玉水村也約有一半受測家戶五年內有因颱風淹水，然大德里則僅有 16%，此外，「因
颱風淹水對生命財產造成損害程度認知」及「水災經驗對水災危機意識與警覺性提高程度認知」
卻以大德里受測家戶較高，顯示大德里雖淹水情形集中於社區部分地區，但造成的損害十分嚴
重，而興全村及泰安里在「因颱風淹水對生命財產造成損害程度認知」及「水災經驗對水災危
機意識與警覺性提高程度認知」分數亦呈現很高的分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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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受測家戶五年內淹水經驗分布圖

b.五年內因颱風淹水對生命財產造成損害
程度認知分析圖

c.過去水災經驗對水災危機意識與警覺性提高
程度認知分析圖

圖 13 受測家戶災害經驗分析圖
3.災害認知與心理因素
在災害認知分析中，「您是否知道您社區位在淹水潛勢範圍內」、「在您住處附近發生水災
的機率很高」及「發生水災會對您和您家人的生命與財產造成損傷」主要呈現受測家戶的災害
風險認知，而「您很清楚社區防災地圖的內容與疏散避難路線」與「您很清楚平時可以採取的
防減災措施有哪些」則顯示受測家戶對水災防救災計畫的認知。其中，大德里與泰安里受測家
戶的災害風險認知較高，此外，水災防救災計畫有較高認知者則是玉水村與泰安里受測家戶。
心理因素部分從對災害擔心害怕情緒、宿命論、樂觀偏誤與責任知覺來探討，而在圖 15
中分數越高代表其越有宿命論、樂觀偏誤以及責任知覺低的傾向，文獻回顧指出是比較傾向不
採取調適行為的。整體而言，四個村里受測家戶對水災感到擔心害怕程度偏高，而宿命論與責
任知覺低的傾向則較不明顯，僅玉水村在樂觀偏誤之分數較高，較可能有樂觀偏誤的傾向。

a.是否知道社區位在淹水潛勢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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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在您住處附近發生水災的機率很高

b. 發生水災會對您和您家人的生命與財產造
成損傷

c. 您很清楚社區防災地圖的內容與疏散避
難路線

d. 您很清楚平時可以採取的防減災措施有哪
些

圖 14 受測家戶社會經濟背景分析圖

a.您對住處附近發生水災感到擔心(不安、
焦慮)

b.水災發生是上天旨意、無可避免，人類無法
改變

c.跟別人比起來，水災發生比較不會對您造 f.防範水災是政府的責任而非家戶，發生水災
成威脅
是政府的過失
圖 15 受測家戶心理因素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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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風險溝通管道、來源與訊息內容
在風險溝通機制面向，本研究首先了解受測家戶風險溝通管道使用情形、各風險溝通管道
易取性、對溝通訊息內容的看法以及溝通來源信任度，初步了解受測村里風險溝通特性。
首先，「電視、收音機」是最多家戶會使用的溝通管道，其次為「派出所、消防隊、鄉公
所、村里長宣導或通知」與「親朋好友、社區鄰居聊天」，反之，「手機 APP 軟體」及「防
汛演習」則是較少家戶從該管道取得水災相關資訊。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大德里與泰安里「報
章雜誌」比例高而「網際網路」及「電話或手機簡訊」比例低，相反的，玉水村與興全村「報
章雜誌」比例低而「網際網路」及「電話或手機簡訊」比例高，此現象可能與年齡階層有關，
由於大德里與泰安里在 66 歲以上比例相對較高，也因此在「網際網路」及「電話或手機簡訊」
使用上較不熟悉。
而在風險溝通管道易取性部分，以「電視、收音機」
、
「派出所、消防隊、鄉公所等政府單
位的宣導或通知」
、
「村里長告知」及「親朋好友、社區鄰居」等溝通管道易取性較高，而「手
機 APP 軟體」與「網際網路」易取性最低。
就訊息內容的看法而言，三個問項的結果差異不大，普遍受測家戶對於訊息內容都認為是
清楚、感到認同，且有助於防減災、緊急應變與復原。
有關風險溝通來源信任度，整體來說受測家戶對「村里長」的信任度是最高的，其次「派
出所、消防隊、鄉公所等政府單位」
、
「電子媒體」與「親朋好友、社區鄰居」也是受家戶所信
任的，由此可推，社區網絡形式的溝通來源是最受信任的，而透過社區村里長、居民等共同參
與應能發揮較好的溝通效果。
表 3 風險溝通管道使用比例分析表
玉水村

興全村

大德里

泰安里

合計

人數(百分比) 人數(百分比) 人數(百分比) 人數(百分比) 人數(百分比)
電視、收音機

42 (91.30%) 41 (87.23%) 50 (98.04%) 44 (86.27%) 177 (90.77%)

報章雜誌

7 (15.22%)

網際網路

17 (36.96%) 18 (38.30%)

電話或手機簡訊
手機 APP 軟體

13 (27.66%) 15 (29.41%)

27(52.94%)

62 (31.79%)

7 (13.73%)

6 (11.76%)

48 (24.62%)

15 (32.61%) 19 (40.43%)

8 (15.69%)

12 (23.53%) 54 (27.69%)

7 (15.22%)

2 (3.92%)

6 (11.76%)

10 (21.28%)

25 (12.82%)

親朋好友、社區鄰居聊天 25 (54.35%) 19 (40.43%) 15 (29.41%) 18 (35.29%) 77 (39.49%)
派出所、消防隊、鄉公
33 (71.74%) 26 (55.32%) 6 (11.76%) 41 (80.39%) 106 (54.36%)
所、村里長宣導或通知
防汛演習

8 (17.39%)

18 (3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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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6%)

1 (1.96%)

28 (14.36%)

表 4 風險溝通管道易取性分析表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報章雜誌
標準差
平均值
網際網路
標準差
平均值
電話或手機簡訊
標準差
平均值
手機 APP 軟體
標準差
派出所、消防隊、鄉公所等政府單位 平均值
的宣導或通知
標準差
平均值
村里長告知
標準差
平均值
親朋好友、社區鄰居
標準差
電視、收音機

玉水村 興全村 大德里 泰安里
4.46
4.57
4.86
4.41
0.69
0.54
0.40
0.67
3.39
3.06
4.16
4.14
1.16
1.15
1.30
0.80
3.72
3.55
3.57
3.43
1.31
1.10
1.51
0.90
3.85
3.77
3.65
3.67
1.11
0.96
1.52
0.99
3.50
3.53
3.04
3.31
1.30
1.16
1.54
0.93
4.33
3.57
3.37
4.51
0.87
0.93
1.36
0.58
4.50
4.04
3.76
4.51
0.66
0.88
1.27
0.54
4.07
3.79
4.71
4.16
0.88
0.81
0.58
0.61

合計
4.58
0.61
3.71
1.21
3.56
1.22
3.73
1.17
3.34
1.26
3.94
1.08
4.20
0.94
4.19
0.79

a.資訊內容是清楚、容易了解的

b.對資訊內容是感到認同的

c.資訊內容有助於水災的防減災、緊急應
變與復原

圖 16 受測家戶對風險溝通訊息內容看法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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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風險溝通來源信任度分析表

平均值
標準差

玉水村
4.02
0.86

平均值

3.57

3.60

4.63

4.06

3.98

標準差
平均值
網際網路
標準差
平均值
派出所、消防隊、鄉公所等政府單位
標準差
平均值
村里長
標準差
平均值
親朋好友、社區鄰居
標準差

1.00
3.20
1.09
4.41
0.69
4.50
0.62
3.78
0.89

0.99
3.53
0.88
3.96
0.75
4.19
0.85
3.89
0.84

0.69
4.55
0.76
4.59
0.73
4.69
0.65
4.71
0.64

0.86
3.61
0.70
4.47
0.54
4.47
0.54
4.16
0.50

0.98
3.74
0.99
4.36
0.71
4.47
0.69
4.15
0.81

電子媒體
(如電視、收音機)
平面媒體 (如報紙)

興全村 大德里
4.26
4.76
0.71
0.51

泰安里
4.18
0.79

合計
4.31
0.77

5.調適行為
表 6 顯示，整體受測家戶大多會採取「準備手電筒、緊急照明、電池等」以及「準備水與糧食」
之應變措施，而「啟用抽水機」、「堆沙包」、「疏散避難」則較少家戶會採用，且「疏散避難」
選項有較大差異，玉水村家戶會選擇疏散避難之比例較其他村里高，推論其原因可能是該村家戶在
水災防救災計畫認知較高之緣故，此外，大德里家戶鮮少進行「堆沙包」、「啟用抽水機」與「疏散
避難」等應變措施，而此現象可能與該里受測家戶老年階層比例較高，故不方便進行需機動性高之
應變措施。
表 6 受測家戶採取應變措施比例分布表
表 7 顯示，「要求地方政府改善防洪設施」是多數受測家戶會採取的調適措施，而最少家戶會採取的
玉水村
人數
(百分比)
41
儲備水與糧食
(89.13%)
37
準備手電筒、緊急照明、電池等
(80.43%)
10
堆沙包
(21.74%)
10
架設防水閘門
(21.74%)
4
啟用抽水機
(8.70%)
17
貴重物品搬至高樓層
(36.96%)
20
疏散避難
(43.48%)

興全村
人數
(百分比)
44
(93.62%)
42
(89.36%)
14
(29.79%)
11
(23.40%)
9
(19.15%)
32
(68.09%)
14
(29.79%)
31

大德里
人數
(百分比)
50
(98.04%)
51
(100.00%)
3
(5.88%)
17
(33.33%)
2
(3.92%)
31
(60.78%)
4
(7.84%)

泰安里
人數
(百分比)
43
(84.31%)
46
(90.20%)
10
(19.61%)
13
(25.49%)
10
(19.61%)
25
(49.02%)
10
(19.61%)

合計
人數
(百分比)
178
(91.28%)
176
(90.26%)
37
(18.97%)
51
(26.15%)
25
(12.82%)
105
(53.85%)
48
(24.62%)

調適措施為「購買災害保險」與「向政府請求補償」
。此外，數據上亦顯示，大德里家戶較少比例會採
用「購買災害保險」、「強化建物結構」、「搬家」等需考量金錢成本等調適措施，呼應其在平均家
庭月收入較低之情形。另，「搬家」選項中，泰安里明顯有較高比例家戶勾選該選項，其原因可能與
該里五年內因颱風淹水經驗之家戶比例較高而誘發其搬家意願之緣故。
表 7 受測家戶採取應變措施比例分布表
然而，從表 6 與表 7 整體百分比來看也可發現，受測家戶勾選應變措施之比例相較於調適措施
玉水村
人數
(百分比)
13
(28.26%)

興全村
人數
(百分比)
3
(6.38%)

大德里
人數
(百分比)
1
(1.96%)

泰安里
人數
(百分比)
2
(3.92%)

合計
人數
(百分比)
19
(9.74%)

向政府請求補償

5
(10.87%)

10
(21.28%)

0
(0.00%)

10
(19.61%)

25
(12.82%)

強化建物結構

14
(30.43%)
13
(28.26%)

20
(42.55%)
14
(29.79%)

5
(9.80%)
16
(31.37%)

20
(39.22%)
15
(29.41%)

59
(30.26%)
58
(29.74%)

要求地方政府改善防洪設施

32
(69.57%)

40
(85.11%)

30
(58.82%)

37
(72.55%)

139
(71.28%)

貴重物品永不放置於低樓層

12
(26.09%)

24
(51.06%)

43
(84.31%)

21
(41.18%)

100
(51.28%)

購買災害保險

裝置防水閘門

7
9
6
23
45
(15.22%)
(19.15%)
(11.76%)
(45.10%)
(23.08%)
而言較高，此現象亦顯示民眾對於災時的應變措施較為積極，而對平時的調適措施則相對不熟悉，
可能由於目前水患自主防災社區大多強調的是災時緊急應變措施程序的演練，而比較忽略平日災害
調適措施的加強。
搬家

二、因子分析-主成分分析
問卷回收後經適當整理與轉換，在維持本研究風險溝通概念架構之邏輯下，將各構面設為
SEM 模型中之潛在變項，並就屬同一構面的問項，透過主成分分析將概念性相關之變項加以
整理，求得測量變項。表 8 為經主成分分析後所得變項之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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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SEM 模型變項說明表
潛在變項分類

測量變項分類
社區連結
社會協助
自然社會徵兆
訊息內容
媒體管道易取性與信任度
通訊及新型管道易取性與信任度
社區管道易取性與信任度
災害風險認知
調適行為認知
水災防救災計畫認知
災害經驗
心理因素
應變措施
調適措施

外在環境

風險溝通機制

內在認知

調適行為

三、SEM 實證模型分析
本文採用結構方程式(SEM)驗證家戶調適行為之風險溝通概念架構，經多次模型試擬後求得最終
模型(圖 17)，其整體模型配適度 GFI 值 0.84，已達 0.8 之理想值(Browne & Cudeck，1993、Bagozzi
& Yi，1988、Seyal et al.，2002)。
調適行為
認知
0.41
0.32

0.33

訊息內容

1.00

社區管道易取性
與信任度

0.69

媒體管道易取性
與信任度

災害風險
認知

1.00

水災防救災
計畫認知

0.91(***)

災害經驗

0.87(***)

0.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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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SEM 實證模型驗證結果
結構模型中，
「風險溝通機制」與「外在環境」顯著正向影響內在認知，且進一步影響家戶的調
適行為，顯示藉由風險溝通機制與外在環境來強化個體的內在認知是有助於其採取後續的調適行為
的，其中，
「外在環境」 (因素負荷量為 0.75)較「風險溝通機制」(因素負荷量為 0.18)對內在認知的
影響來的強烈，更凸顯了社區環境對於家戶調適行為之重要性。
在風險溝通機制構面中，以「訊息內容」(因素負荷量為 1.00)的影響最大，顯示家戶對訊息內容
的認同感、內容是否清楚及訊息是否有助於家戶採取調適措施是風險溝通機制當中非常重要之因
素，故訊息內容的設計應符合民眾需求並具易理解性；其次為「媒體管道易取性與信任度」(因素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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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量皆為 0.85)，可見電視、報紙等媒體管道的易取性對民眾來說還是比較方便，信任度也是偏高的，
因此在溝通管道上媒體仍是一個實用的管道之一，此外，「社區管道易取性與信任度」(因素負荷量
為 0.69)高亦表示民眾透過親友鄰居、村里長及地方政府單位取得相關訊息是方便且覺得信任度高
的，由此可知社區管道在風險溝通過程當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通訊及新型管道易取性與信任度」則
因素負荷量更僅僅只有 0.16，可推知民眾對電話、手機簡訊等通訊管道及網際網路、手機軟體等較
新型態之溝通管道普遍較不熟悉且信任度偏低的。
外在環境構面中，「社區連結」(因素負荷量皆為 1.00)與「社區協助」(因素負荷量皆為 0.94)都
呈現顯著且強烈之影響，顯示社區民眾間彼此關係的強弱與社區協助將影響認知形成過程，而「自
然社會徵兆」相較前兩者而言影響較低，然而，觀察自然現象與親友鄰居的行為仍舊是民眾認知形
成過程中之參考依據。
在內在認知構面中，
「調適行為認知」(因素負荷量皆為 1.00)影響最大，其次為「災害風險認知」
與「災害經驗」(因素負荷量為 0.91)、「水災防救災計畫認知」(因素負荷量為 0.87)，最後則是「心
理因素」(因素負荷量皆為-0.31)。由此可知，個體有關調適行為的認知在其內在認知形成過程中扮
演重要角色，包含調適行為的效果預期、自我效能認知以及採取調適行為所需成本都是會加以考量
的，另外，災害風險認知、水災防救災計畫認知與災害經驗則是對對內在認知形成過程具有正向影
響，然，個體本身心理因素，包含宿命論、樂觀偏誤與責任知覺等，則會造成負面影響。
最後則是調適行為構面，從因素負荷量參數可以發現，
「應變措施」(因素負荷量為 1.00) 因素負
荷量遠大於「調適措施」(因素負荷量為 0.59)，此現象顯示整體受測民眾經風險溝通、外在環境與
認知影響後，比較傾向於災害時採取應變措施，而對平時的調適措施則較忽略故有待加強。

伍、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探討高屏溪流域範圍於颱風災害風險情境下，家戶社區災害調適與風險溝通之關係，第
一年針對氣候變遷、風險溝通、風險認知與調適行為等相關研究進行文獻回顧，據以建立風險溝通
架構，並透過深度訪談了解水災社區災害風險認知、溝通方式，和調適措施的影響。第二年進一步
針對高屏溪流域中受到淹水衝擊地區之社區家戶發放問卷，後以敘述統計分析及多變量分析進行實
證分析，驗證本研究建立之風險溝通架構，釐清社區家戶風險溝通與調適行為間各因素之關聯性。
風險溝通架構實證分析結果顯示，調適行為受到內在認知影響，而內在認知同時受到風險溝通
機制與外在環境之影響，風險溝通機制中，社區與媒體為重要管道，民眾對其信任度較高，且取得
上較為便利，而社區居民間連結強度與社會協助亦是外在環境中重要影響因素，更凸顯社區網路在
風險溝通中影響甚大。此外，敘述性統計分析也顯示，不同村里民眾具有不同的調適行特性，此現
象可能來自於其風險溝通特性、社區環境、社會經濟背景與內在認等因素之差異所形成，因此，應
以社區尺度研擬家戶風險溝通策略，事前調查民眾溝通管道之使用情形、社會經濟背景與災害相關
認知程度，透過適合該社區的溝通管道與方式傳達、交流相關資訊，同時針對既有災害認知的不足
加以強化或降低民眾負面的心理因素。
另一方面，從敘述性統計與風險溝通架構中都指出，民眾對於災時的應變措施較為積極，對平
日的調適措施則較不熟悉，而有待加強，其可能由於目前水患自主防社區較強調災害發生時緊急應
變作業程序的演練，但事實上平時的調適措施，如購買災害保險、強化建物結構、避免在高風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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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開發等等，都有助於減緩災害發生時所造成的衝擊，因此，風險溝通若加強民眾對平日調適措施
的重視，將能透過災前的減災結合災時的應變，使社區災害調適策略更加完善。
災害風險溝通為災害管理之一部份，是持續不間斷的過程，是相關個人、團體或機構，彼此交
換資訊與意見之互動過程，本研究以文獻為基礎，建立高屏溪流域社區家戶風險溝架構，試圖釐清
架構中各項因素之關係，並從中了解風險溝通機制對調適行為之影響，然而，如前所述，風險溝通
應為持續不間斷且互動的過程，因此，應持續檢視風險溝通機制，其對於民眾認知提升的效果、是
否有效促進民眾採取調適行為，以及更重要的是，了解民眾對於風險溝通的看法，實際評估風險溝
通機制是否適切以及是否符合民眾需求，藉由不斷修正與調整進而達到更加完備、適合當地民眾的
風險溝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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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氣候變遷下流域空間災害調適與風險溝通之研究-以高屏溪流域家戶
社區為例)

一、參加會議經過
歐洲地球科學聯合會(European Geosciences Union, EGU)於 2002 年 9 月成立，由歐洲地球物理
學 會 (The European Geophysical Society, EGS) 與 歐 洲 地 球 科 學 聯 盟 (The European Union of
Geosciences, EUG)兩學會合併而成，總部設於德國慕尼黑(Munich, Germany)，並固定於每年 4-5 月
間，舉行為期 5 天的年會。
本人於 4 月 17 日～4 月 22 日參加 2016 歐洲地球科學聯合會，本年度會議在奧地利維也納中
心 (Austria Center Vienna, AVC)舉辦(圖 )，共 13,650 人參與，分別來自於 109 個國家，會議包含
4,863 篇口頭報告，10,320 篇海報展示，947 件 PICO(Presenting Interactive Content)展示，內容共分
為 24 類議題，包含大氣科學(Atmospheric Sciences)、生物地質學(Biogeosciences)、氣候：過去、現
在與未來(Climate: Past, Present, Future)、地磁與岩石物理(Earth Magnetism & Rock Physics)、能源、
資源與環境(Energy,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地球與空間科學資訊(Earth & Space Science
Informatics)、地球化學、礦物學、岩石學與火山(Geochemistry, Mineralogy, Petrology & Volcanology)、
自然災害(Natural Hazards)、(Soil System Sciences)土壤系統科學等，其中自然災害(Natural Hazards)
議題的相關研究更是豐碩。本次與會所發表之論文屬自然災害(Natural Hazards)議題，自然災害
(Natural Hazards)議題又細分為 9 個子題1，本研究投稿於天然災害與社會(Natural Hazards & Society)
子題，於 4 月 19 日以海報形式發表(圖 )。
包含水文氣象(Hydro-Meteorological Hazards)、火山(Volcanic Hazards)、滑坡(Landslide Hazards)、地震(Earthquake
Hazards)、海洋(Sea & Ocean Hazards)、(Remote Sensing & Hazards)、野火(Wildfire Hazards)、生物環境與其他(Biological,
Environmental & Other Hazards)、天然災害與社會(Natural Hazards &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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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2016 歐洲地球科學聯合會辦理地點：維也納國際會議中心

圖 2 論文發表海表展示情形
本次會議主辦單位會場空間規劃除了論文發表與海報展示區外，亦提供足夠且寬敞的空間讓
與會者方便使用電腦或是相互討論(圖 )，讓與會者在非常舒適的環境下進行學術交流。此外，會
場也有廠商擺設攤位，介紹相關防災科技產品(圖)，亦有販售書籍攤位供與會者參考(圖 )。整體來
說，會場空間規劃十分舒適完善。

圖 3 會場提供方便使用電腦與進行交流之之公共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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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廠商產品展示區

圖 5 會場販售之相關書籍

二、與會心得
本次參與 2016 歐洲地球科學聯合會，不僅增廣見聞、體驗不同風俗民情，更與許多國際相關
研究學者相互交流，在本篇論文海報展示過程中與各國傑出學者從不同角度探討研究成果，獲得
寶貴建議對本研究之精進有相當幫助。全球氣候變遷與溫室效應的影響日益明顯，極端氣候越發
頻繁，本次會議中與災害相關研究亦十分豐富多元，參與其他場次之口頭或海報會場(圖 )，也增
進對不同地區及各類災害類型之風險分析技術與調適策略的認識，同時發掘國內相關研究之不
足。面臨氣候變遷下，各國專家學者除了在災害風險分析技術上的改進外，對於調適策略更加重
視與社區家戶層級的風險溝通、災害資訊傳遞以及從基礎教育建立民眾對風險與調適行為的認
知。透過與來自各國經驗豐富之防災領域學者互動與討論，深刻體會到各國學者對於氣候變遷衝
擊之重視，了解國際間對於氣候變遷災害風險分析方法與調適策略研究之未來發展趨勢。從本次
研討會中，拓展了與國際學者的交流機會，激盪出許多研究想法，並吸收國外相關研究領域之經
驗，本人獲益良多，期望能夠應用於本研究及後續相關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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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其他場次口頭與海報展示情形

三、發表論文摘要
Along with the global climate change, the rainfall patterns become more centralized and cause
natural disasters more frequently and heavily. Residents in river watersheds area are facing high risk of
natural disasters and severe impacts, especially in Taiwan. From the experience of Typhoon Morakot in
2009, we learned that poor risk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s and the households and
communities would lead to tremendous loss of property and life. Effective risk communication can
trigger action to impending and current events. On the other hand, it can also build up knowledge on
hazards and risks and encourage adaptation behaviors. Through the participation and cooper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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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 stakeholders in disaster management, can reduce vulnerability, enhance adaptive capacity,
improv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ifferent stakeholders and also avoid conﬂicts.
However, in Taiwan there are few studies about how households and communities perceive
ﬂood disaster risks, the process of risk communications between governments and households, 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isk communication and adaptation behaviors. Therefore, this study takes household
and community of Kaoping River Watershed as study area. It aims to identify important factors in the
process of disaster risk communication and ﬁnd 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isk communication and
adaptation behaviors. A framework of risk communication process was established to describe how to
trigger adaptation behaviors and encourage adaptation behaviors with risk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An
ISM model was utilized to verify the framework by using household questionnaire survey. Moreover, a
logit choice model was built to test the important factors for effective risk communication and adaption
behavior. The result of this study would provide governments or relevant institutions suggestions about
risk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and adaptation strategies to enhance the adaptive capacity of households
and reduce the disaster impacts.

四、建議
參與本次會議過程中，從更寬廣的視野探討災害風險與調適策略相關研究，藉由國際會議上
的交流與互動，將國外研究經驗及成果作為臺灣研究之參考，不僅能夠提升國內相關研究之深度
與廣度，亦進一步了解國際最新發展趨勢，對於災害防救之學術與實務有極大幫助，期盼我國專
家學者未來能夠多加參與本國際會議，以促進臺灣在氣候變遷的因應及調適策略之精進，同時提
升臺灣學術研究在國際舞台之能見度。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會議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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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加會議經過
歐洲地球科學聯合會(European Geosciences Union, EGU)於 2002 年 9 月成立，由歐洲地球物理
學 會 (The European Geophysical Society, EGS) 與 歐 洲 地 球 科 學 聯 盟 (The European Un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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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於 4 月 17 日～4 月 22 日參加 2016 歐洲地球科學聯合會，本年度會議在奧地利維也納中
心 (Austria Center Vienna, AVC)舉辦(圖 1)，共 13,650 人參與，分別來自於 109 個國家，會議包含
4,863 篇口頭報告，10,320 篇海報展示，947 件 PICO(Presenting Interactive Content)展示，內容共分
為 24 類議題，包含大氣科學(Atmospheric Sciences)、生物地質學(Biogeosciences)、氣候：過去、現
在與未來(Climate: Past, Present, Future)、地磁與岩石物理(Earth Magnetism & Rock Physics)、能源、
資源與環境(Energy,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地球與空間科學資訊(Earth & Space Science
Informatics)、地球化學、礦物學、岩石學與火山(Geochemistry, Mineralogy, Petrology & Volcanology)、
自然災害(Natural Hazards)、(Soil System Sciences)土壤系統科學等，其中自然災害(Natural Hazards)
議題的相關研究更是豐碩。本次與會所發表之論文屬自然災害(Natural Hazards)議題，自然災害
(Natural Hazards)議題又細分為 9 個子題 1，本研究投稿於天然災害與社會(Natural Hazards & Society)
子題，於 4 月 19 日以海報形式發表(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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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水文氣象(Hydro-Meteorological Hazards)、火山(Volcanic Hazards)、滑坡(Landslide Hazards)、地震(Earthquake Haz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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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歐洲地球科學聯合會辦理地點：維也納國際會議中心

圖 2

論文發表海表展示情形

本次會議主辦單位會場空間規劃除了論文發表與海報展示區外，亦提供足夠且寬敞的空間讓
與會者方便使用電腦或是相互討論(圖 3)，讓與會者在非常舒適的環境下進行學術交流。此外，會
場也有廠商擺設攤位，介紹相關防災科技產品(圖 4)，亦有販售書籍攤位供與會者參考(圖 5)。整
體來說，會場空間規劃十分舒適完善。

圖 3 會場提供方便使用電腦與進行交流之之公共空間

圖 4 會場相關產學研單位展示區

圖 5 會場販售之相關書籍

二、與會心得
本次參與 2016 歐洲地球科學聯合會，不僅增廣見聞、體驗不同風俗民情，更與許多國際相關
研究學者相互交流，在本篇論文海報展示過程中與各國傑出學者從不同角度探討研究成果，獲得
寶貴建議對本研究之精進有相當幫助。全球氣候變遷與溫室效應的影響日益明顯，極端氣候越發
頻繁，本次會議中與災害相關研究亦十分豐富多元，參與其他場次之口頭或海報會場(圖 6)，也增
進對不同地區及各類災害類型之風險分析技術與調適策略的認識，同時發掘國內相關研究之不足。
面臨氣候變遷下，各國專家學者除了在災害風險分析技術上的改進外，對於調適策略更加重視與
社區家戶層級的風險溝通、災害資訊傳遞以及從基礎教育建立民眾對風險與調適行為的認知。透
過與來自各國經驗豐富之防災領域學者互動與討論，深刻體會到各國學者對於氣候變遷衝擊之重
視，瞭解國際間對於氣候變遷災害風險分析方法與調適策略研究之未來發展趨勢。從本次研討會
中，拓展了與國際學者的交流機會，激盪出許多研究想法，並吸收國外相關研究領域之經驗，本
人獲益良多，期望能夠應用於本研究及後續相關研究工作。

圖 6 其他場次口頭與海報展示情形

三、發表論文摘要
Along with the global climate change, the rainfall patterns become more centralized and cause
natural disasters more frequently and heavily. Residents in river watersheds area are facing high risk of
natural disasters and severe impacts, especially in Taiwan. From the experience of Typhoon Morakot in
2009, we learned that poor risk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s and the households and
communities would lead to tremendous loss of property and life. Effective risk communication can
trigger action to impending and current events. On the other hand, it can also build up knowledge on
hazards and risks and encourage adaptation behaviors. Through the participation and cooperation of
different stakeholders in disaster management, can reduce vulnerability, enhance adaptive capacity,
improv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ifferent stakeholders and also avoid conﬂicts.

However, in Taiwan there are few studies about how households and communities perceive
ﬂood disaster risks, the process of risk communications between governments and households, 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isk communication and adaptation behaviors. Therefore, this study takes
household and community of Kaoping River Watershed as study area. It aims to identify important
factors in the process of disaster risk communication and ﬁnd 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isk
communication and adaptation behaviors. A framework of risk communication process was established
to describe how to trigger adaptation behaviors and encourage adaptation behaviors with risk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An ISM model was utilized to verify the framework by using household
questionnaire survey. Moreover, a logit choice model was built to test the important factors for
effective risk communication and adaption behavior. The result of this study would provide
governments or relevant institutions suggestions about risk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and adaptation
strategies to enhance the adaptive capacity of households and reduce the disaster impacts.

四、建議
參與本次會議過程中，從更寬廣的視野探討災害風險與調適策略相關研究，藉由國際會議上
的交流與互動，將國外研究經驗及成果作為臺灣研究之參考，不僅能夠提升國內相關研究之深度
與廣度，亦進一步瞭解國際最新發展趨勢，對於災害防救之學術與實務有極大幫助，期盼我國專
家學者未來能夠多加參與本國際會議，以促進臺灣在氣候變遷的因應及調適策略之精進，同時提
升臺灣學術研究在國際舞台之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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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溝通架構實證分析結果顯示，調適行為受到內在認知影響，而內在認知同
時受到風險溝通機制與外在環境之影響，風險溝通機制中，社區與媒體為重要
管道，民眾對其信任度較高，且取得上較為便利，而社區居民間連結強度與社
會協助亦是外在環境中重要影響因素，更凸顯社區網路在風險溝通中影響甚大
。此外，敘述性統計分析也顯示，不同村里民眾具有不同的調適行特性，此現
象可能來自於其風險溝通特性、社區環境、社會經濟背景與內在認等因素之差
異所形成，因此，應以社區尺度研擬家戶風險溝通策略，事前調查民眾溝通管
道之使用情形、社會經濟背景與災害相關認知程度，透過適合該社區的溝通管
道與方式傳達、交流相關資訊，同時針對既有災害認知的不足加以強化或降低
民眾負面的心理因素。
4. 主要發現
本研究具有政策應用參考價值：■否 □是，建議提供機關
（勾選「是」者，請列舉建議可提供施政參考之業務主管機關）
本研究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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