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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計畫的背景及目的 

平均而言，全世界每天會發生一次災難，它可能是水災、颶風、地震，或是

人為災害，如槍殺、車禍等，依 DSM-Ⅳ對壓力源的界定，其終生流行率在 80%

以上（Breslau, Kessler, Chilcoat, Schultz, Davis, & Andreski, 1998; Joseph, Mynard, 

& Mayall, 2000）。雖然災難事件多元，但均有其共通特性，即發生前幾乎是沒有

預警、在很短的時間內發生，會使個體失去控制感，及通常發生在很多人身上

（Miller, 1998）。就這些特性而言，台灣的 88 水災是一天然災害，對台灣人而言，

也是一項創傷，因為 88 水災造成台灣有 463 人死亡，190 人失蹤，46 人受傷，

以及至少近四千戶的房屋受損，至於財物的損失則是相當大。 

    創傷事件在任何人身上皆會引發明顯的心理痛苦或症狀，這些反應包括個人

生命及生活受到威脅，面對家破、傷亡引發的傷痛，社區的瓦解及持續的困境等。

由於災難具有如此高的盛行率及高壓性，如何瞭解這些災難事件對個體的心理衛

生及健康有何衝擊，成為近年來國際學者研究的興趣（Norris, Friedman, Watson, 

Byrne, Diaz, & Kaniasty, 2002）。 

    吳英璋（2000）引用了 Tedeschi 與 Calhoun（1995），Danieli（1995），Drake

（1998），以及 Hodgkison 與 Strewart（1991）等人的觀點，認為震災之下，個人

於瞬間接受了大量的慘烈刺激，引發出許多留存於個體內的，未經個人完全處理

的經驗素材，而這些素材一方面因其「慘烈」而被自我防衛的心理機制壓抑著，

另一方面又因累積了許多能量形成「難受」而期盼著適當的流出。這兩股力量造

成自我的矛盾，因此會有插入性（intrusive）的症狀與抑制性（constraint）的症

狀交互出現（Tedeschi & Calhoun, 1995）。災變造成許多個人資源的損失，如何

於此項矛盾中，再度建立自我資源，且「告別」這些損失的資源，應是災後心理

復健長期追蹤研究的重點。 

 

一、災變下的心理反應及其轉化 

吳英璋、洪福建、蕭仁釗（1999）從國外相關文獻的整理對應震災後第一線

之臨床工作經驗，說明自然災難下的心理反應。 

（一）災變中影響個人心理反應的因素 

    「一個人受到災變」這句話說明的是他已經接受到一項相當強烈而且特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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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刺激，而目前是在該特殊刺激過後的狀況裡。所以，災變後的心理反應至少

受到「該特殊刺激」以及「目前接受到的環境刺激」兩者的影響。第三個影響個

人災變後的心理反應的因素是個人活到現在為止所累積下來的個人的特性，尤其

是個人過去面對重大挫折或危機性的生活事件所累積下來的特性（Hodgkinson & 

Stewart, 1991）。見下圖： 

 

 

圖 1-1、影響災後心理反應的因素簡示 

 

（二）災害本身對心理反應的影響 

    災害（disaster）是指由外在環境的突然變動造成相當廣泛且形成令人嫌惡

（aversive）之結果的情況（Compas & Epping, 1993）。災害的分類原則可以包含

原因、突然的發生情形、強度、影響廣度、持續時間長度，造成傷亡情況等，亦

即災害本身的刺激性質可以相當程度地決定了個人的心理反應。因此，若是每個

人接受到的「災害本身」之刺激強度是不一樣時，其心理反應自然不同。 

    有許多學者（如：Herman, 1997; Rosenbloom & Williams, 1999）認為就定義

上來說，「災害本身」是最重要的決定災後心理反應的刺激。因為「災難」是「非

比尋常的事件（extraordinary events）」，是立即將個體「淹沒（overwhelm）於它

的威力」而無法進行日常的反應。亦即「災難事件」有如強大的電擊，出現的那

一瞬間會造成個體反射性的生理反應與心理反應。生理上的反射性反應主要由自

主神經系統（交感神經系統）與內分泌系統（下視丘-腦下腺-腎上腺）來主導，

作用於循環系統（如：心跳加快），骨骼肌肉系統（如：強化肌肉的緊張程度）、

呼吸系統（如：形成短促快速的呼吸）等等，表現出來的包括昏倒、嘔吐的心理

反應麻痺、僵直（stupor）等行為。心理上的反射性反應主要是情緒的反應：恐

懼、害怕、無助、死亡的威脅等等。由於相對於震災或電擊，這些反應是「反射

(1) 強烈且特殊的環境刺激 

（災害本身） 

(2) 個人到目前為只所累積的個人特性 

（性格特質） 

(3) 目前接受到的環境刺激 

（災後處遇） 

災後的心理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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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反應，它即構成了「制約歷程（conditioning）」的「非制約反應（unconditioned 

responses）（即：反射性的生理反應與反射性）」，而「災難」則扮演「非制約刺

激（unconditioned stimuli）的角色」。在時間或空間上與災難相連接或相近的各

類刺激將扮演如同「一朝被蛇咬，十年怕井繩」中的「井繩」的角色（亦即制約

歷程中的「制約刺激（conditioned stimuli）」），可以於災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裡，

引發如同非制約反應的制約反應（conditioned response）（前述之反射性生理反應

與心理反應）。在演化的歷史上，人類因為具備這項「面對災難一次，即能學會

（完成制約）災難可能發生的相關場合，亦即學會何時、何地該害怕而預作反應」

之學習能力，而凌駕於其他動物（與大自然）之上；就這項意義而言，面對災難

的各類反射性反應是「正常且正當」的反應，只是「十年怕井繩」也包含了相當

程度的不合理性質。然而就災難發生的瞬間而言，災難本身原就具備有令人們「必

須反射性地反應」的本質。 

（三）性格特質對心理反應的影響 

    性格特質是一個人從出生到現在的身心發展狀態，由他所曾經面對的每一個

生活事件經驗，與他出生時即擁有的氣質特徵兩方面累積到現在的整體的身心發

展狀態（吳英璋，2001），包含了個人所擁有的經驗記憶、意見、主張、信念、

價值觀、行為習慣、情緒反應等，也包含由前述記憶、意見、信念等各項心理活

動所組合成的對環境的因應方式（coping style）、生活方式（life style）、以及各

項生活態度（attitude）。這些心理活動使得一個人在面對生活時，表現出相當程

度的跨時間與跨情境之一致性或穩定性（consistency），也表現出個人面對生活

的活力或動力（volition）。這也就是平常語言所常描述的一個人的「個性」。 

    面對生活上的變動，除非是新生兒，否則一定會受先前的生活經驗的影響；

亦即個人的「個性」會影響他如何面對新的生活變動。面對災害自然也不例外。 

（四）災難處遇 

    災後處遇所指稱的是受災後，一直到現在這一刻，處於何種狀況。接受災變，

個人容易形成很強的不安感、罪惡感、無助感、甚至憤怒與生氣，因此災後的處

遇能不能減少這方面的感覺或增加這方面的感覺，即對個人心理反應有明顯的影

響。 

    基本生活條件的恢復可以減緩災後的心理反應。個人的衣、食、住、行、衛

生等條件得到支援，得到滿足，可以減緩災後的負向心理反應；如果能逐漸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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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地（不是被支援）恢復這些生活條件，甚至可以獲得長期的自力生活下去的預

期，其負向心理反應的減緩效果即更佳。不過，災變後，個人受到極大的衝擊，

其應對生活的能力通常亦較低，較無法自主性地、甚或自力性地應對生活，因此

如何在「支援」與「協助自主」間取得最佳的平衡，即為災後心理復健的重要課

題。 

    基本生活團體的恢復或再建立，亦可以減緩災後的心理反應。個人最主要的

基本生活團體包括家庭、鄰里鄉親、朋友、以及工作夥伴。這些基本生活團體是

維繫個人身心健康地生活的重要條件，但大災變後，亦可能令個人損失了這些基

本團體，因此，災變後，個人是否得以恢復或復健這些基本團體，即會影響個人

的各種心理反應。 

    由以上三種因素的瞭解，可以知道受災情況下，瞭解一個人的心理反應，必

須同時瞭解他在這三種因素上的情況，否則容易誤解了他的心理反應。另一方

面，在災變下，每個人的心理反應會有一些共通性，不過這項共通性的瞭解並不

否認其個別差異也非常明顯。以下即簡要地說明受災下的心理反應的共通性。 

（五）災變下的心理反應與災後創傷壓力症候群 

    一個人面對災變的心理反應是種隨著時間而不斷變化的歷程。各種訊息隨時

傳遞進入個人的中樞系統，個人也跟著隨時評估當下的狀況進入個人（包括外在

狀況與內心狀況）是否超出個人的資源所能應付的，而決定（或者矛盾於）是否

要應付它還是要逃避它。前一瞬才決定要如何、如何對應現在的狀況，下一秒鐘

很可能因某一種新的訊息而又決定逃避它（Compas & Eppins, 1993; Kleher, Figley, 

& Gersons, 1995）。個人的心理反應有時候是做決定的「因」，有時候是決定之後

的「果」；如此，一直循環性地持續下去。所以下面對心理反應的描述是偏向靜

態的描述，實際的情形應是較動盪不安的循環性的持續變動狀態。 

（六）創傷經驗重複出現（intrusion）與過敏（hyperarousal）狀態 

    「重複出現」是指稱災難的當下恐怖經驗會在睡夢中如夢魘般地重複出現，

也會在白天清醒的時候，如做白日夢般地在個人的視覺或其他感覺裡重複出現。

「過敏狀態」則是指對外在刺激的反應「過敏」，亦即微量刺激（如卡車經過震

動了地面），就引發個人回到地震的暴動經驗裡，而有驚慌失措的舉動。 

    前文在討論「災害本身」的特性時，說明了災難會造成個人的反射性反應，

而反射性反應會促成形成「制約歷程」式的學習。地震發生當時周遭環境的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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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刺激，都可以扮演「井繩（即制約刺激）」的角色；面對親人傷亡場景的當時，

其周遭環境的種種刺激也一樣都可以扮演「井繩」的角色而引發個人表現出類似

「當時的反射性反應」，而個人於災後亦只能繼續生活在這些「周遭環境」之中，

因此隨時會由這些制約刺激引發較高的「準備行動」狀態，或存留於「過敏的狀

態」，或直接表現出「恐怖、恐懼」的反應。這些反應對個體的立即性之意義就

是「生命受到威脅、不安全」。 

（七）否認、麻木等壓抑性（restraint）的反應 

    面對大災難，反射性的將自己與該災變刺激隔離開來，是生物性的自動保護

措施。心理上的隔離現象有兩類，第一類是心理上的休克，或對外在環境注意範

圍的窄化。表現出來的包括嚇呆了、愣住了、呆滯的表情；在行動上，則很容易

接受簡單的命令而較不容易做選擇，做決定。 

    第二類是藉過度理智化的表現，來隔離前述反射性心理反應。顯現出很冷

靜，很有效率地處理災後的事情，但不太能感受到自己內心的情感。這種情況有

時候會維持到六、七天，才逐漸把個人的情緒激動表現出來。 

（八）複雜的情緒「團」 

    「否認」狀態略微放鬆後，接著容易被觀察到的是出現很複雜的情緒集合。

如同前述，最容易觀察到的是不安、害怕、甚至是恐懼的情緒，其次是悲哀、無

助、傷心的情緒，再其次是憤怒與生氣。這些情緒可能同時出現在一個人的心裡；

某段時間某種情緒比較明顯，下一刻則另一種情緒化比較明顯。是種複雜的情緒

狀態，姑且稱之為情緒團。 

    不安、害怕、恐懼普遍表現在不敢進屋子裡睡覺，儘管建築結構者做過明確

的檢查，仍然不敢進屋子裡睡覺。另一方面是對震動的過度敏感，甚至連坐馬桶

時，都覺得又地震了，慌亂地衝出來。悲哀、傷心、無助普遍表現悼念失去的親

友，日復一日無法停止的思念；以及望著毀損的家園，不敢期望能有恢復的時候。

憤怒、生氣，較常表現在怨天尤人，甚至對保護他協助他的義工發脾氣。 

（九）罪惡感 

    當情緒的對象如果是針對自己、尤其是對自己生氣，很容易出現罪惡感。「如

果不是因為我…，他們就不會被困在裡面…」，這種形式的罪惡感常在失去親的

災民身上發現。 

    前述創傷經驗重複出現與過敏狀態，否認、麻木等壓抑性反應，複雜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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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以及罪惡感這四類的心理反應有些微的秩序性，但更常看到的是混雜在一

起，時而有某類反應比較明顯。Aldwin（1994）曾經認為這些心理上的各項活動

是時時刻刻互相影響的（transactional），亦即「制約學習」、「創傷經驗的重複出

現」、「過敏狀態」、「情緒反應」、「罪惡感（特殊類型的認知反應）」，以及表現出

來的「行為」等，相互之間是隨時在乎相影響對方，而不是一種簡單的「某種過

程為因、某種過程為果」的影響歷程，也不是「某種歷程影響了另一歷程，而另

一歷程即倒過來影響該歷程」的互動模式（interactional）模式。這項主張可以擴

及到個人的「生理反應」、「情緒反應」、「認知反應」間的相互影響模式，也可以

擴及到「人」與「環境」的相互影響模式。目前的實徵研究大多支持這項主張，

因此以下有關基本信念的討論，以及下一部份有關生命經驗的累積之討論，均為

了方便描述，僅由「認知」內的角度上切入，且採用簡單的因果模式，或互動模

式進行說明，本質上，本文亦接受 Aldwin（1994）這項「時時刻刻互相影響」

的主張。 

（十）基本信念的衝擊與心靈上的影響 

    沒有接受過大災變的人通常對他的「世界」擁有一些基本的信念，其中主要

的有：我的生活的世界是有秩序的、安全的、可信任的；災難不會發生在我身上；

我是好人。反應出安全的需求（個人的安全，他人的安全），信賴的需求（信賴

自己，信賴他人），控制的需求（自律且能控制環境），自尊的需求（尊重自己、

尊重他人），以及親和需求（與自己的親密關係，與他人的親密關係）等五大基

本心理需求（Rosenbloom & Williams, 1999），這些信念受到災變的衝擊會轉變

成：我的生活世界是沒有秩序的、不安全的；災難會發生在我身上；我受天譴，

所以我是壞人。這種轉變也會強化了對外界的懷疑、不信任，甚至猜疑救助者的

動機。這項懷疑如果太強，會令個人停止與別人的互動而成為孤獨的人

（Hodgkinson & Stewart, 1991）。這種獨立、孤獨的狀態包含了「與自己的疏離」

以及「與他人的疏離」，是種「去連結（disconnection）」的危機狀態（Herman, 1997; 

Rosenbloom & Williams, 1999）。請參見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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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災變的心理反應簡示 

 

    本段說明的是災變在心理上對個人的衝擊，包括情緒反應相關連的心理防衛

活動，以及認知與信念方面的反應。這些心理反應反映出某種強烈的刺激硬生生

地闖入一個人的心裡，攪動了內在的身心平衡，也因而蘊生了許多心理能量積累

在個人之內，這些經驗的素材闖進來以後，由於太過猛烈，因此只「積累」了許

多能量，卻未能被個人「消化：亦即將這些經驗素材整理起來，仔細檢視每一份

素材，並且賦予個人的解釋（形成個人較完整的故事），而融入個人人生中的生

命主張（生命哲學）之中」。 

    隨著災變後的生活安排，這些能量在與親友分享創傷經驗時，逐漸釋放，也

在釋放當中一點一滴地形成解釋、融入生命主張之中。幸運的，有些人在自然的

社會環境中完成這項工作，但還有更多的人只完成了一部分，還有人不但沒來得

及處理，更增加了他的心理負荷。 

 

二、 以活力—資源模式來看生活事件與災變的因應 

    如果將「面對災變」視為「面對危機」的一種特殊狀態，而「面對危機」又

可視為「面對生活情況」的一種特殊情況，則瞭解個人如何因應災變，即需從其

面對日常生活情況討論起。 

    面對生活大大小小的每件事情，我們都在花費不同程度的「活力」與「資源」，

災害狀況 

性格特質 

災後處遇 

● 創傷經驗 

重複出現 

● 過度敏感 

● 否認 

呆滯 

● 過度冷靜 

● 情緒有 

不安、害怕、恐懼 

 

悲哀、傷心、無助 

憤怒、生氣、怨天尤人 

● 罪惡感 

基本信念的

負向轉變 

懷疑、不信任他

人、猜疑別人的動

機、停止社交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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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面對的同時，也在嘗試再建或增加「活力」與「資源」；若無法達到這個目

的，即退而求其次，試著保護原有的「活力」與「資源」；若仍舊無法達到這個

目的，最後的底線是努力儘量減少「活力」與「資源」的損失（註一）。（參見下

圖） 

 

 

 

 

圖 1-3、『活力』與『資源』對生活事件的因應 

 

「活力」是生活的力量，可以大分為三類：（1）腦力。所有認知的活動都是

腦力的表現，如：動腦子吸收訊息、分析訊息、解釋訊息、思考、記憶、解決問

題、下決定等等，都是「腦力」。（2）心力。所有情緒、感情、以及心情的表現，

都屬於心力。覺得稱心滿意、傷心、憂心、擔心、愛心、關心、焦慮不安、憤怒、

生氣、快樂、幸福等等都是「心力」（註二）。（3）體力。所有表現出動作、行動

或保持某種姿勢，都是體力的作用。只要不是深睡狀態或是打坐入定，一個人或

多或少都在花費體力。 

               （註一）此項觀點是 Hobfoll(1988)參考的論述。 

               （註二）此項觀點是 Lazarus(1991)參考的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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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源」是活力的來源，可以分成四大類：（1）物件資源，是個人所擁有的

各項物件，如：音響、房子、裝飾、衣服、車子、電腦等等。（2）情境資源，是

個人喜歡的、重視的生活情境，如：穩定的工作、和諧的家庭、良好的人際關係、

良好的社區、衛生的居住環境等等。（3）個人資源，是個人的特質與能力，如：

工作技能與工作態度、社交技能與社交態度、自尊與自信、親和力、領導能力、

自我效能感等等。（4）能量資源，是用以獲取其他資源的資源，如：錢的積蓄、

擁有的知識、給予他人協助、個人在社會上的信用等等。 

    「面對危機」時，與面對一般生活事件相同的是因應的原則仍舊是建立/累

積「活力/資源」，保護「活力/資源」，或減少「活力/資源」的耗損。不過通常面

對危機時，會有很強的內在情緒反應（表示花費了大量的心力）；如果這些內在

的情緒未能有效的抒解（即經由情緒的表達，如直接的哭泣、尖叫、嘶喊、傾訴，

或間接的昇華在藝術活動或體育活動中），就會積累在個人內部，令個人覺得難

受。所以，「很強的內在情緒反應」可以被視為一種個人能量的積蓄狀態，擁有

強大的爆發可能性。處於很強的內在情緒反應的同時，個人的腦力便無法順利取

用，因而會有過渡性的「無能」的感覺，例如平常能做現在也能做得到的問題解

決，會因為這種無能的感覺而無法順利運作。在這種情況下，「可能」會造成許

多資源損失。不過，如果有恰當的危機介入（crisis intervention），協助個人適當

的抒發情緒，讓心力可以恰當的作用，再進一步協助個人順當的運用腦力於吸收

訊息、分析訊息、解釋訊息，令危機狀況轉化成個人可以處理的「訊息」，在經

過「作決定」的選擇策略，則會逐漸形成問題解決的可能性。在這種歷程中，原

先的威脅：「可能造成許多資源的損失」，即有可能回歸到建立/累積資源、保護

資源，以及減少資源損失的正常因應歷程中。（參見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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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活力』與『資源』對危機狀況的因應 

 

    「面對災變」是種更大的危機。它引起更強的內在情緒反應，其內在能量的

積累可以大到令個人無法承受，而採取類似動物的「裝死」的自我防衛，切斷心

力的消耗，表現出「嚇呆了」的驚愕狀態。在這種情況下，腦力自然也無法順利

運作。不過「面對災變」與「面對危機」的最大不同是「已造成」許多資源的損

失（註三）。因此，在這種情況下的危機介入，除了仍然需要承接其情緒的表露外，

另一方面則是協助他接受這項事實（必面一再消耗心力與體力），「告別」這些資

源，再從其他方補充這些資源的損失。（參見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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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活力』與『資源』對災變的因應 

 

    以「活力－資源」模式說明個人面對生活事件或災變的因應，是叫偏向「靜

態的」一件件事件的分析，實際上生命經驗是連續不斷的，一件件的事件經驗串

成生命概念系統的生命流。 

 

三、 災後的心理社會復健 

有關心理與社會復健的思考，可以從其『需要』面討論起，亦即先釐清個人、

家庭、鄰里、鄉鎮、縣市，以致於國家等不同層次各有何種心理與社會復健需要。

這些『需要』的推估，最好有一項較基礎性的思考起點（原則或標準），而在選

擇這項思考起點時，可以就涵蓋的範圍或程度作度量的單位或向度，其一端是消

極地選擇『災後負向心理反應的處理』，另一端則是較積極地選擇『災後心理健

康的重建』。若就災後的復健期程來看，短期復健期中，多以消極為原則：『災後

負向心理反應的處理』為主，而積極原則作輔助的原則。未來進入中長期的重建，

才能逐漸以積極性原則為主，而以積極原則作為輔助的原則，又由於積極性的原

則一定包含消極性的原則；而且心理健康不可能獨立於整體的『健康』之外，所

以吳英璋（民 88）根據 WHO（1946）對健康的定義『個人的生理的、心理的、

社會的、以及心靈的完備而安適的狀態』，設計如下的災後心理與社會復健的思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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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理的』完備而安適的狀態 

積極的：具有應對各種生活環境的足夠且充分的體適能。災後，其生理狀態

恢復到面對上班、上課、工作、買菜、運動等各種狀況，能有足夠的體力應付裕

如，也不會容易感到疲勞，更沒有頭昏、頭痛、肌肉關節痠痛、拉肚子等狀況。 

消極的：沒有病。災後，沒有讓自己痛苦的疾病，沒有感染上流行病疫，也

沒有頭痛等身心症狀。 

（二）『心理的』完備而安適的狀態 

積極的：具備因應各類生活環境的彈性，與創造更佳生活環境的能力，有相

當程度的愉悅與幸福感。原先災前的心理活動能力完全恢復過來，甚至更好，可

以有效的因應災後的生活，彈性地面對困境，也能創造新的、更好的災後生活方

式，因而對人生有更好的期盼。 

消極的：沒有心理上的不適狀態或心理疾病。消除災後的各種心理反應，包

括情緒上的、以及認知上的反應。 

（三）『社會的』完備而安適的狀態 

1. 物理性的社會環境 

積極的：具有永續的生態環保環境。災後新居住環境不只是提供個人安全且

豐富的生活，還能夠符合生態與環境保護的原則，而能永續生存。 

消極的：具有區域性最基本的維生系統。災後，完成了個人食、衣、住、行

各方面，可以生存下去的最基本維生系統。 

2. 人際性的社會環境 

積極的：有很好的社會人際網絡以及社會支援，能夠提供個人完成心理的積

極功能的能量。災後，人際社會環境的建立，不只是有相互的社會支援，重建後

的社區營造，更保持住文化傳統，也蘊藏了可以令個人彈性因應生活困境與創造

更佳環境（文化）的可能性。 

消極的：不會被社會網絡排斥或孤立。災後社會環境的建立，使一個一個都

會被包含在其中，而不會被孤立。 

3. 心靈的社會環境 

積極的：災後的社會環境使每個人都方便形成自己的生活信念與積極人生

觀。而讓一個人即使沒有明顯的生活信念或積極人生觀，亦能夠好好地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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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極的：災後的社會環境可以令個人避免覺得不值得活著，活著沒有用等感

覺發生。 

（四）『心靈的』完備而安適的狀態 

積極的：每個人都方便形成自己的生活信念與積極人生觀。 

消極的：覺得值得活著，活著有用。 

 

除了考慮心理復健的要項，仍需考量災民受創的程度。目前受災情影響，需

要心理社會復健的居民大致上可依受創的情況分成以下幾類： 

1. 罹難家屬 

罹難家屬中，多數同時遭受嚴重的財物損失（如房屋倒塌），以及未來家庭

生計的威脅。但亦有少數未同時遭受嚴重的財物損失以及家庭生計的威

脅。這兩類罹難家屬所需要的心理社會復健有所不同，所以需要加以區隔。 

2. 重傷災民及其家屬 

中傷災民本身因為身體的受傷而需要符合他狀況的心理社會服務。他們的

家屬也需要有不同的心理社會服務。除此之外，亦有如同上述之財物損失

與生計威脅的不同情況。 

3. 財物損失與家庭生計受威脅的受災民眾 

家中無人罹難或受傷，但財物損失嚴重，且明顯影響到他們未來的生計。 

4. 於災區受災情影響，但財物損失與家庭生計威脅均較輕微的受災民眾 

5. 於非災區受災情影響的一般民眾 

根據這五項分類，再依據前述思考，可以形成下述的表 1-1，已說明災後心

理復健的實施策略及需要評估。 

 

表 1‐1：災後心理社會復健要項一覽表 

服務對象 

 
 
 
 
 
 
心理復健要項 

罹難家屬 重傷災民

及其家屬

財物損失

與家庭生

計受威脅

的受災民

眾 

於災區受

災情影

響，但財

物損失與

家庭生計

威脅均較

輕微的受

災民眾 

於非災區

受災情影

響的一般

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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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理  消極面           

積極面           

生存  消極面           

積極面           

生計  消極面           

積極面           

生命  消極面           

積極面           

 
表 1-1 中的『生理、生存、生計、生命』的消極面與積極面意義如下： 

(1) 生理消極面是希望個體能免於身心疾病的罹患，一旦生病了，能在醫療

系統的治療康復。生理的積極面是希望能建構良好的人文社區環境，

使個人在此社區裡培養出健康的行為，並透過衛生教育的強化及初級

預防的概念，鍛鍊出應對各種生活環境所需且足夠的體能。 

(2) 生存的消極面是透過社會支援及協助個體發展自主性，使得每個成人具

備自力生活的能力。在積極面方面，則是訓練每個人在生活角色扮演

中，能取得正向適應的角色及應具備的能力。 

(3) 生計的消極面旨在藉著個體基本生活團體的恢復、在建立，以及重建其

社會角色（當個人因災變使其社會角色損或喪失時），使個人不會被

社會網絡排斥或孤立，且均有所養。生計的積極面則是當個體的基本

生計不成問題時，他願意貢獻、投入、創造及開發生活潛能所需的能

力，以及開發更佳環境的可能性。因此，自助團體的成立，彼此共創

美好的社區意識，皆是在此層面欲達成的方面。 

(4) 生命的消極面乃是藉由自我療傷的歷程，讓每個人相信人活著是有用

的，是有意義的。在積極面方面，則是由生命意義的探索、發現，及

與宗教信仰結合，發展出積極的人生觀。 

    本文認為災後的心理社會復健需從災民的生理、生存、生計及生命四個層面

同時評估。就短期目標而言，是以消極面的需求為主，積極面的需求為輔的心理

復健。就個人層次而言，首要工作是沒有生理上的疾病，沒有心理上的不適狀況

（或心理疾病），多注意是否有可能無法維持自力生活能力的人，那些有可能在

社會網絡中被孤立，以及是否覺得「活著沒有目標、沒有價值、沒有用」的人，

這些工作的基礎是可以從找出高危險群來著手。這些高危險群必須因年齡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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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素，將其分成兒童、少年、青年、成人以及老人。為他們各會有不同的心理

社會需求以及心理反應。 

    這些分類的架構可以協助設計如何主動得找出不同層次，不同類別，不同反

應程度的，需要接受消極服務的居民之計劃。例如建立特殊兒童（如孤兒）的安

置系統，消除其不利發展的因素，訓練其適應新環境的能力、情緒管理的方法，

以及如何與同儕、大人相處的技巧，及消除因應付新環境而有的情緒困擾，最後

他能感受到他值得被愛與愛人，且願意成長。面對因災難而失業的居民，除了評

估他是否有初期的身心症狀或心理疾病，而轉介至醫療系統之外，重要的是須透

過社會支援系統協助其培育自立生活的能力以及社會角色的重建，而後才能搭配

著心理專業人員的協助，幫助其應對這些生活困境的處理能力，及修正自己的想

法以理解外在及內的變化，從此產生控制感，以對抗無助或無望的侵襲。 

    災後的心理社會重建之長期目標，則是追求積極性的目標此目標的追求是個

無止境的理想，因此它必然需要其他各項重建方案相互融合。就個人層次而言，

當生活不再是個問題時，他是否能再增長情緒管理、問題解決的能力，他是否願

意多投入其基本的生活團體，使得這些團體更有良好的功能與氣氛，進而創造更

佳的環境文化，如此社區的健康化、人文化，以及網絡、機構間的協調及配合均

是可能的。此時，每個人彼此間是可分享心靈，每個人是開放的，自然而然，在

這種氣氛下，生存就是意義了。 

Norris,Stevens,Pfefferbaum,Wyche 與 Pfeffebaum(2008)提出「社區韌性」

（community resilience）的概念，來補足災後心理社會重建中，過去強調「個人

韌性」的看法。之所以提出此概念，乃基於任何天然災害事件，並非是個體的經

歷，而是一集體創傷事件（McFaelane&Norris,2006）。此創傷事件雖是緊急、突

然發生的，但是它的影響時距，有可能是長久的。因此如果能有好的策略促使社

區韌性發揮，一來可預防社區成員免於災難可能引起的身、心問題，二來則可動

員社區力量進行災後的重建。 

何謂「社區韌性」？Norris 等人（2008）首先界定了韌性的看法，它指稱於

災難後，鍵結一組適應能力，而能導向正向適應及功能性的歷程（a process linking 

a set of adaptive capacities to a positive trajectory of functioning and adaptation after 

a disturbance）。因此，於社區中能導向正向發展的適應能力，有四大類：1.經濟

發展：包含了經濟資源的多寡及分配性、經濟資源分配的均等性（equity），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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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難帶來經濟資源破壞及恢復的程度；2.社會資本（sicial capital）：包含了實際

接受到的社會支持量，預期的社會支持量、社會鍵結強度、組織間的連結與合作，

居民參與度、居所依附（attachment to place）；3.社區勝任度（community 

competence）：包含社區活動、關鍵思考及問題解決技巧、彈性度與創造力，集

體效能與賦能（empowerment），政治夥伴；4.訊息與溝通：包含敘說、負責任的

媒體、技巧與人員組織（infrastructure）及可信任的訊息來源。 

如何藉著這些適應資源，於災後發揮社區韌性？Norris 等人（2008）建議如

下的策略：1.為了增加社區韌性，社區可以藉著發展經濟資源，以降低災後風險

及資源分配不公，並多加投注在較具社會風險的區域；2.促進社會資本，使得社

區中的成員能減輕其負擔；3.利用社區中既存的組織網絡與關係，持續支持災後

倖存者；4.於災後的介入方案，要能符合推動及保護於社區中自然形成的社會支

持（naturally-occeering social supports）；5.社區能夠有一彈性運作系統，聚焦於

建構有效及可信的訊息與溝通資源，協助社區能規劃以面對未來的不確定狀況。 

綜合上述理念，本計畫不僅著眼於災後個體的心理重建工作，亦希望藉著

Norris 等人（2008）所提倡的「社區韌性」概念，從社會資本中的社會支持網絡

建構、居所依附、災後生活狀況變動、以及支持人員的訓練與動員，來改善災後

居民的身心健康。 

 

四、本計畫目的 

88 水災發生後的兩個月，本計畫承接國科會委託進行災後心理社會復健工

作研究，而有以下的理念與目的： 

(一) 以「服務為優先」的研究導向：由於 88 水災發生後，通往災區的道路

中斷，且居民的安置四散，再加上過去 921 地震的災後心理衛生工作服

務經驗，必需考量災民的現況及需求，因此，進行研究資料收集時，仍

必須先從關係建立開始，且藉著傾聽與居民的述說，不斷修正欲進行的

服務有哪些需要修正以及欲達成的目標為何。因而，記錄出這些服務的

過程與項目，成為此計畫的著力之處。 

(二) 強化社會支持網絡中的支持人員之協助能力，如同 Norris 等人（2008）

所言，於社區中自然形成的社會支持，最能符合災後倖存者的需求。由

於此次 88 水災災難的受害者大多為原住民，其原本的社會支持系統為

家庭、教會及學校，因此如何藉著在地志工、牧師及校方人員形成社會

支持網絡，成為可加以多考量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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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88 水災災後的村落遷移問題，於政策上並未有明確的方向與作法。本

計畫試著從居住依附角度，探討災後居民的居住依附與其災難風險知

覺、防災準備及身心健康的關係。過去的文獻指出當居住依附愈強時，

其被遷移時所帶來的身心問題是較多的（Norris et al.,2005;Van 

Landingham et al.,2007），也有文獻指出居住依附愈大，重建效果愈好

（Manzo&Perkins,2006），但是居住依附愈強，由於有「內部人-外在者」

（insider-outsider）之區分，使得外在支援不見得可發揮作用（Norris et 

al.,2005）。因此，本計畫可藉由此議題探討，來試著間接回應災後居住

重建的方案，如何對災民的身心健康是較有幫助的。 

(四) Norris 等人（2008）曾提及災後的社區群體安適（population wellness）

為社區韌性的效果指標之一，而群體安適包括了身心健康、角色功能及

生活品質。Norris 等人（2008）認為災難時的緊急醫療系統之建立，對

於往後社區群體安適有足夠的影響力，因為它如能於災後能立即有效地

保護災區居住的性命、降低傷害，以及提供醫療網絡支援，可使災後的

心理社會復健較易進行。因此，本計畫希望藉助衛生局的資料，探討緊

急醫療系統的運作，以及加入心理衛生概念的可行性。 

(五) 加強心理衛生專業人員的訓練及探討其運作模式，本計畫將選擇心理師

及社工人員為對象，因為這兩類人員於未來災後心理重建的工作，為較

常與災民接觸的人員。 

(六) 過去於 921 震後的心理重建工作，對於災後老人的身心狀況，尤其是

PTSD 及憂鬱，進行調查與服務，因此本計畫列入 88 水災災後的老人

身心狀況調查。 

(七) 本計畫嘗試以災後生活狀況變動，進行比較此次 88 水災及 921 地震，

帶給災民的影響為何。另外，藉著身心健康調查，篩選出需進一步協助

的個案，亦將比較原住民災民與漢人災民的身心狀況差異，依過去國外

的文獻指出，弱勢族群於災後的身心狀況是較不好的（Norris et 

al.,2008）。 

因此，本計畫藉著 6 個子計畫來完成下列目標： 

(一) 在地支持力量的培育及發展：共有三個子計畫（子計畫三、子計畫五及

子計畫六），分別從學校、牧師及宗教團體及在地志工切入，提出進行

這些未來可當為在地支持力量的人員訓練及效果，以及可運作的方式。 

(二) 加強專業人員的訓練：由子計畫四針對社工人員及子計畫五針對心理

師，提出其訓練的方式、效果及運用。 

(三) 身心健康調查：由總計畫及子計畫二針對災區的成人進行調查。 

(四) 子計畫一進行災後整合性醫療網絡的建立之整理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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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災民居住依附、水災防災準備度、風險知覺與身心適應

的關係 

水災災難（flood disaster），會帶給災民在社會與健康層面的衝擊（Carroll, 

Morbey, Balogh&Araoz,2009; Norris et al., 2001）。在社會層面的衝擊包括個人生

活、人際網絡及社區的破壞，以及家的毀損，於健康方面，災民易有身體與心理

方面的問題。過去的研究分別就這兩個層面有所探討，但是二者間的關係，尤其

是牽涉到對居住處的情感，如何影響災民的心理適應之可能歷程研究，則是甚

少，即是有所探討，則限於質化的研究（Carroll et al., 2009 ; 

Manzo,2003;tapsell&Tunstall, 2008），有關量化研究，就本研究目前的整理，尚未

有任何的文獻；因此，本研究即在探討災民的居住依附與其心理健康的關係。 

過去的研究指出，當遭受自然災難後，災民對其環境的覺察及個人認定

（identify）環境的意識會提高（Brown&Perkin,1992;Carrol et al.,2009），亦即災

民面臨家園的毀損時，他對於原先家園的情感會影響其投入有關家園重建的工

作。因此，災後重建的過程，就必然得考慮災民對「家」的意義以及對其所居住

家園的情感，因為如同 Manzo(2003)所言，人們會選擇與其自我概念相容的環境，

他們會調整周遭環境來表徵出自身，或者是遷移他處以符合自我認同。所以，當

個體感受到「自我意識不連續性」（conscious discontinuity），才會選擇遷移，以

尋求新生活（Twigger-discontinuity），才會選擇遷移，以尋求新生活

（Twigger-Ross&uzzel,1996）。相反地，個體仍留在其原先居住之處，乃是居住

的地方提供其一種連續性（sense of continuity），供給給個體符合其需求與自我概

念的需要（Manzo,2003）。由此可知，災難發生後，政府的政策不能只是考量生

命安全與否，而決定災民是否需遷移，尚必須考量他們對原先居住的土地情感。 

本研究的重點即是探討台灣 88 水災災難後，仍然願意居留在原先的家園的

災民，其居住依附肚臍災難準備、災難風險評估及心理健康的影響，望這樣的研

究結果能提供政策釐定上的考量。更者，國內有關災難心理學的研究，尚未有從

環境心理學的角度探討，本研究及嘗試之。 

 

一、所在依附感 

關於人們與其物理環境的鍵結，或是對家園意義的探討，於過去有不少的學

者提出不同但類似的概念，例如社區感（sense of community）（Sarason,1974），

居住認同（place identity）（Proshansky et al.,1983;Moore,2000），居住依附（place 

attachment）（Guiliani&Feldman,1993;Moore,2000），疏離感（place alienation）

（Fullilove,1996;Manzo,2003）或是居住依賴（place dependence）

（stokols&shumaker,1981）等，這些概念彼此間含有共通的內容，基本上都在闡

述個體與其居住之地的關係，尤其著重於其居住環境，過去以居住依附為主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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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就是強調個體與其居住所在的情感鍵結及認知評價

（Guiliani,1991;Bonainto,Aiello,Perugina,Bonnes&Ercolani,1999;Mishra,Mazumdar,

&Suar,2010;Naonistora&Mesarasova,2000;Taylor,1996）。由於本研究主要以 88 水

災後，那群願意再回到其原先住所的災民為主體，因此將用居住依附的概念，來

探討這些災民與其居住所在的情感鍵結。 

Carrol 等人（2009）認為居住依附的內涵含括了居住認同，例如，居住依附

不只反映個體如何於其居住之地取得其可擁有的財產，亦測量到個體受到居住之

社會文化的期待及激勵，以及個體可以於其所居住之處擇得到與日常生活有關的

處所，如工作地點及學校。因此，居住依附乃個體對於居住之處的一份認知評價，

反映出個體對其居住之所在的情感鍵結，此份鍵結如果夠強，可使個體感受到熟

悉、連續，自我認同的印記（personal stamp），家的保有與聖堂以及社會關係。 

Suttles（1968）認為低社經地位的個體相對比高社經地位者會對其住所及鄰

居產生更強的所在依附感。因為其居留所在提供其生活及生計上之所需。

Low(1992)強調因著是帶傳襲，長期住在相同居住所在，使個體有較強的居住依

附感。另外，Mazumdar 與 Mazumdar（2004）個體的居住所在亦是其宗教活動

的地方，因此居住依附感亦會增加。 

本研究的受試主要來自高雄縣遭受 88 水災重創的居民，他們的居住場所主

要分佈在荖濃溪及楠梓仙溪及其支流氾濫之處。於此次 88 水災，高雄縣的死亡

人數為 529 位，失蹤人數為 14 為。在農業災情損失部分，估計約損失 164 億 6863

萬元。本研究的調查對象主要來自桃源鄉、那瑪夏鄉及寶來村，之中桃源鄉以布

農族人為最大宗，另外還有部分鄒族、排灣族、魯凱族等住民，那瑪夏鄉的住民

主要由兩大族群構成，一是布農族，佔全鄉人數的三分之一以上，另一則是鄒族，

他們是較早到達那瑪夏開墾的原住民。這兩個鄉的主要產業以務農為主，於桃源

鄉從事一級產業者佔 73.27％，而那瑪夏鄉則為 60.1％（高雄縣政府原住民處，

民 99）。寶來村的住民則以漢人為主，主要的產業為商業，以溫泉觀光為主，其

次為農業。因此，本研究希望藉此樣本特色，比較不同族群（漢人 V.S.原住民）

在居住依附、風險知覺、災難準備及心理健康上的差異。 

依著這樣的居住特性，本研究認為可從宗譜的（genealogical）、生計上的

（economic）、宗教的及居住認同四個層面來探討居住依附感。由於 mishra 等人

（2010）居住所在依附感是從宗譜、生計及宗教著手，因此，本研究將參考其量

表並配合訪談資料，來編制居住依附感量表。 

 

二、水災防災準備度（flood preparedness）與居住依附感 

    防災準備有利於居住在自然災難易發生地的居民，可以做好一些措施行為，

而能使其生命安全提升以及財產的損毀降低（Miceli,Settanni,2008）。過去探討防

災準備大多聚焦在何種因素會促進位居高危險災難發生區域的居民採取防災措

施保護（Lindell&Perry,2000）。但是這些因素，例如年齡、婚姻、有無小孩、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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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擁有權、居住長度或是一些社會文化背景因素等，雖然與防災準備有正相關，

但其效果量並不大（Lindell&Perry,2000;Miceli et al.,2008）。近來，學者開始關注

心理因素如何影響災民的防災準備，這些研究包括人格特質，例如覺察力

（Lindell&Perry,2000），自我效能（Mulilis&Lippa,1990），歸因

（McClure,Walkey&Allen,1999），責任感（Mulilis et al.,2000）等。對於居住依附

感與防災準備間的研究，Mishra 等人（2010）發先宗譜式依附及生計依附能有效

地增加印度的 Orissa 省居民的水災防災準備行為。不過，就目前的文獻而言，也

就只有此篇研究，因為過去的研究大多探討社區鍵結（community tie）與防災準

備的關係，在結果上並未有一致的發現，例如有些研究指出居民具有強烈的社區

感，則其防災準備行為愈多（Evans,Holmes&Pooley,2004;Paton,Millar&Johnston, 

2001），但也有研究發現二者間的關係是薄弱的，因為受到社會支持網絡（Paton 

et al.,2001）及對政府部門不信任（Paton,Millar&Johnston,2001）的影響。由此可

知，有關居住依附感與防災準備度的研究仍需再驗證，因為這樣的結果可提供未

來在防災上的參考，亦即當大與再降臨災區，而有可能引起一些災難時，災民的

防災準備行為是否足夠，而這些行為是否足以保護他們，甚至，災民對其居住所

在的情感與評價是否會引發其防災準備行為，或是遷移。如果有實徵的資料，將

可提供未來防災政策上的參考。 

 

三、風險知覺與防災準備 

    過去的研究指出災難風險知覺與防災準備間的關係微弱，甚至彼此間不具顯

著關係（Miceli,Sotgiu&Settanni,2008）。Paton, Smith, Daly 與 Johnston（2008）認

為從個人的角度探討此問題可能有所不足，問為探討此議題時，應加入社會層

次。他們認為社區參與度（community participation 及對政府的信任，才會增加

防災準備行為。不過，Miceli, Sotgui 與 Settanni（2008）認為過去探討風險知覺

時，只以認知層面考量，亦即僅評估個體主觀上是否認為災難發生的可能性，但

對於情緒層面則為考量。因此，他們將災難風險知覺分成兩部分，一為未來發生

災難的可能性，另一為擔憂未來災難的破壞程度。結果指出，災難發生可能性的

評估與防災準備行為不具顯著的關係，但是對未來災難的擔憂程度則與防災準備

行為具有顯著的正相關。 

    本研究將採用 Miceli 等人（2008）的看法，重複驗證其研究結果，另外，

亦想探討居住依附與風險知覺的關係。 

 

四、居住依附感與心理適應 

    Fullilove（1996）揭露了當戰爭、殖民地、傳染病、自然災難及其它摧毀事

件帶給人們必須遷離自己的家園時個體對其居住所在的心理反應會影響其心理

適應，進而產生鄉愁（nostalgia），失序（disorientation）及疏離（alientation）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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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擾。人們對居住所在的心理反應有三：依附、熟悉（familiarity）及認同。居

住依附感如同個人依附感的性質，乃是個體與其所愛的居住處彼此間形成相互照

顧的鍵結（mutual caretaking bond）。 

    過去探討個人的依附型態（attachment style）時，主要源自 Bowlby（1973）

的看法。Bowlby 認為嬰兒會內化他與照顧者互動的經驗，以及期待當他遇到壓

力狀況時，照顧者會給予情緒上的支持，這些內化的表徵稱為「內在工作模式」

（internal working model）。此內自工作模式成為未來與他人互動的主要影響來

源，令個體維持自我的連續性。Bowlby（1980）強調安全依附型態不僅會加強

個體的人際關係鍵，並且也可強化其因應技巧、個人價值與自我效能。這些因應

能力有助個體面對壓力時，能降低其心理沮喪，以達適應。 

    過去的學者認為居住依附感與此安全依附型態有相同功能（Carroll et al., 

2009;Fullilove,1996;Manzo,2003）。果真如此，那本研究應可預測所在依附感能降

低其心理症狀，以及增加其生活滿意度。 

    總結來說，本研究將以高雄縣的災區居民為研究對象，如前所述，那瑪夏鄉

及桃源鄉的居民大多為原住民，而寶來村則為漢人，因此，本研究探討族群的不

同（原住民 V.S.漢族）是否影響所在依附感、風險知覺、災難準備度及心理適應

上的差異。 

 

五、研究方法 

(一) 受試者 

本研究採立意取樣，共收集到 358 位 88 水災倖存者的有效問卷。透過受過

訓練的社區志工於桃源鄉、那瑪夏鄉及寶來村，進行一對一訪問。在這些受試者

中，有 131 位（佔 36.6％）來自寶來村，227 未來自桃源鄉與那瑪夏鄉（佔 63.4

％），亦即本研究的漢人佔 36.6％，而原住民為 63.4％。於漢人中，女性佔 51.5

％，男性為 48.9％；年齡分佈上，31-40 歲有 25 位，佔 19.1％，41-50 歲有 22

位，佔 16.8％，51-60 歲有 20 位，佔 15.3％，61-70 歲有 21 位，佔 16％，22-30

歲有 12 位，佔 9.2％，20 歲以下有 18 位，佔 13.8％，71 歲以上者有 9 位，佔

6.9％。在教育程度上，國中小學畢業者有 56 位，佔 42.7％，高中/職者有 47 位，

佔 35.9％，大學以上者 12 位，佔 9.2％。在職業工作性質方面，農業為主有 26

位，佔 19.8％，以工為主者有 13 位，佔 9.9％，以商為主者有 10 位，佔 7.6％，

以軍公教為主者有 2 位，佔 1.6％，自由業者有 21 位，佔 16％，家管者有 16 位，

佔 12.2％。收入部分，年收入 10 萬元以下者 54 位，佔 41.2％，10 萬元-20 萬元

者有 23 位，佔 17.6％，20 萬元-50 萬元者有 22 位，佔 16.8％，50 萬元-100 萬

元者有 7 位，佔 5.3％。目前的主要經濟來源方面，目前工作收入為主者有 802

位，佔 61.1％，政府補助者 3 位，佔 2.3％，以工代賑者 3 位，佔 2.3％。婚姻部

分，已婚者 80 位，佔 61.1％。於原住民方面，女性有 95 位，佔 41.9％，男性則

有 130 位，佔 57.3％。年齡方面，18 歲以下者 12 位，佔 5.3％，18-22 歲者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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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佔 11.5％，22-30 歲者 47 位，佔 20.7％，31-40 歲者 51 位，佔 22.5％，41-50

歲者 48 位，佔 21.1％，51-60 歲者 19 位，佔 8.4％，61 歲-70 歲者 17 位，佔 7.5

％，71 歲以上者 7 位，佔 3.1％。學歷部分，國中小畢業者 79 位，佔 34.8％，

高中/職者 100 位，佔 44.1％，大學以上者 32 位，佔 14.1％。職業部分，以農為

主者 61 位，佔 26.9％，以工為主者 13 位，佔 5.7％，自由業者 27 位，佔 11.9

％，家管者 34 位，佔 15％，軍公教者 8 位，佔 3.5％，以商為主者 5 位，佔 2.2

％。收入部分，年薪為 101 萬元以下者為 109 位，佔 48％，10 萬元-20 萬元者

28 位，佔 12.3％，20 萬元-50 萬元者 20 位，佔 8.8％，50 萬元-100 萬元者 8 位，

佔 3.5％。目前的經濟來源方面，以目前的工作收入為主者有 148 位，佔 62.4％，

政府補助者有 8 位，佔 3.9％，以工代賑者 16 位，佔 7.0％，受慈善捐款者 4 位，

佔 1.7％。 

(二) 研究問卷 

本研究採用自項式問卷為主要測量方法，在問卷部分共有 6 份量表，分別介

紹如下： 

1. 居住依附量表：本研究參考 Mishra, Mazumdar 與 Suan(2010)所編制的居住依

附量表，原量表有 18 題。本研究再透過與三鄉的住民訪談以及增加認同居住

依附的內容，並請當地住民對所有題目進行是否容易閱讀以及理解度，進行

文詞修飾。最後，此量表共有 19 題，採四點式的評量，之中”1”表示「非常

不同意」，”4”表示「非常同意」。有關此量表的信、效度考驗，將於結果中說

明。 

2. 水災風險知覺量表：本研究翻譯 Miceli 等人（2008）所編制的水災風險知覺

量表，以及增加一題有關「疏散/遷移」的內容，該量表原先要求受試估計未

來 5 年內，發生水災的可能性及擔心程度。本研究則考慮本研究的受試對此

估計可能有所困難，且從原先題目內容來看，改成「假設未來可能仍會有水

災、大雨及土石流」，在認知部分，請受試回答在「電力、電話、水與食物等

供給將會被中斷」、「你的家將會受到嚴重的損害」、「你的資產將會受到嚴重

的損害」、「你或親友會受到傷害」及「你或親友會被疏散/遷移」，進行「可

能性」評估，之中”1”表示「非常不可能」，”4”表示「非常可能」。在情緒部

分則是對上述五個題項進行擔心程度的評估，”1”表示「非常不擔心」，”4”表

示「非常擔心」。本研究以全部受試者進行此量表的信度考驗，於水災風險可

能性部分之 Cronbach’sα係數值為.92，擔心程度部分之 α值為.91。 

3. 水災防災準備行為量表：本研究參考 Mishra 等人（2010）、Miceli 等人（2008）

的相關量表，以及國內政府的防災措施與本研究的田野資料，共編列 19 項防

災準備行為，請受試回答「是」、「否」具備此種行為。此量表的得分愈高，

表示受試的防災準備行為愈多。 

4. 「創傷後壓力診斷量表」（Posttraumatic Diagnostic Scale;PDS）：PDS 單症狀

版（Foa, Cashmen, Jaycox & Perry,1997）為 17題自陳量表，用於評估當前 PTSD

症狀嚴重度。內容包含 PTSD 症狀包含再經歷症狀群 5 題（準則 B）、迴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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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木症狀群 7 題（準則 C）及過度警醒症候群 5 題（準則 D），採用李克式四

點計分（0 至 3 分）評估近一個月的症狀發生頻率，得分越高表示目前 PTSD

症狀嚴重度越高。Foa 等人（1997）研究指出 PDS 具有良好心理計量特性。

中文版 PDS 亦具適當心理量特性，內部一致性佳（Cronbach’sα=.86、.91），

三至四週再測信度為.83（蘇逸人、陳淑惠，2006；蘇逸人、陳淑惠，2008）。 

5. 中文的 TLSA 版「流行病學研究中心憂鬱量表（CES-D）」：原先 CES-D 為

Radloff’s(1977) 所編制，共有 20 題，用來評估憂鬱症狀出現頻率，強調沮喪

的情感和心情，受試者根據一週內他們體驗到憂鬱徵狀的頻率，由 0-3 點評

分，分數越高憂鬱徵狀越嚴重。為了減少作答時間以及答題的壓力負荷，簡

短的版本陸續出現，中文的 TLSA 短版 CES-D 量表與 Kohout, Berkman & 

Evans (1993)的 Iowa 短版相同，唯 TLSA 短版少了『覺得別人不喜歡你』一

題，Lee, Ou, Chen&Weng(2009)針對 TLSA 短版進行信、效度研究，採用台灣

地區老人於 1989-1993 年間的五次調查資料，α介於.78-.87，顯示其有良好的

內部一致性，並且與校標：日常生活活動、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自評健康、

生活滿意度呈中到高度負相關，顯示 TLSA 短版是幽預測量的有效工具。 

6. 生活滿意度：TLSA 調查中採用 Neugarten 等（1961）所發展的生活滿意度指

標（Life Satisfaction Index）部分試題，第一波、第三波至第五波調查有 10

題。量表詢問受訪者對自己一生的生活狀況的看法或感覺，「同意」得 1 分，

「不同意」得 0 分。負向題目的測量經逆向轉換後，總分為 0 至 10 分，分數

愈高表示受訪者的生活滿意度愈高。由於第二波僅有四題，故不納入分析，

其餘四波 10 題之 Cronbach’sα介於.73 與.75 間（Lee et al.,2009）。 

 

六、研究結果 

本研究首先對居住依附量表進行信、效度考驗。經由對所有的受試在此量表

的反應進行主成分因素分析，選取固有值大於 1 的因素，再經由直接斜交轉軸

法，共取出三個因素，各命名為「傳承認同性居住依附」、「生存性居住依附」及

「宗教性居住依附」，總解釋量為 56.03％，三個因素的內部一致性 α係數值各

為.91、.63 及.72，其結果可如表 1-1 所示。 

本研究的居住依附量表所取出的三個因素，基本上與 Mishra 等人（2010）

所編制的量表之因素結構類似的。由於本研究並未全部採用 Mishra 等人（2010）

的居住依附量表之所有題項，考慮了國內居民的特性以及認為需加入認同性居住

依附的內容，因此在因素一的內涵，除了包括原先 Mishra 等人（2010）認為的

世襲性居住依附的內容（例如：我居住的地方可以得到祖先/祖靈的保佑等），在

此因素的題項內容負荷量較高者仍屬認同性居住依附的內容，例如：「我現在住

在一個想要的氣氛的地方」、「我寧願住在一個與我現在居住地相似的地方等」。

在「生存性居住依附」部分，去除掉原先 Mishra 等人（2010）的量表中，不適

合國內居民特性的題項，其餘的部分與其量表的相同因素之內容，是接近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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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性居住依附的內容，亦與 Mishra 等人（2010）所得之因素內容相同。 

因此，從表 1-1 的結果可知，居住依附量表的信、效度是可被接受的。 

進行漢人與原住民在本研究主義變項的差異檢定之前，本研究首先針對水災

防災準備行為及風險知覺的現象，進行描述。 

表 1-2 列出漢人與原住民在水災防災準備行為的準備比例結果。由表中可

知，於漢人部分，有八成以上的居民做出「準備好手電筒及蠟燭等照明設備」、「將

貴重物品/文件放在安全地方」、「準備多位緊急聯絡人的電話號碼」、「讓收音機

保持可使用狀態」等行為，7 成以上的居民做出「協助或安排家中的小孩/老人做

好緊急避難」、「準備好任何撤離的交通工具」及「準備急救箱」的準備行為，6

成以上的居民做出「準備乾淨飲用水或淨水設施及「做好自家住宅的防範措施」，

5 成以上的居民知道避難所在哪協助好家中病人做好醫療安排以及準備五天的

口糧。由此來看，於漢人部分，一半以上的居民以準備好當水災再度來臨時，其

撤離以及需準備的部分。 

但是關於「參加社區的水災防範會議」以及「防災備災模擬訓練」部分，於

漢人的居民而言，只有 3 成左右的人參與。由此來看，對於寶來村的居民，於個

別的水災防災準備行為是積極的，但對於社區的防災及政府的防災錯失之參與就

偏低，此種現象亦同樣於「詢問政府單位有關緊急/救災情況處理的訊息」之發

生率，也只有 26％。 

於原住民部分，除了「準備至少五天的嬰兒食品」及「準備沙袋」的比例不

到一半以外，其餘的準備行為，都有一半以上的居民進行這些行為。由此可見，

於災區中，原住民的水災防災準備行為是比漢人要來得多。表 1-3 則說明漢人與

原住民在風險可能性及風險擔心度各題項的反應分配、百分比及這兩個族群於每

題反應的差異檢定。由表 1-3 可知，有 9 成以上的漢人災民認為如果未來再發生

水災、大雨及土石流，造成電力、電話、水與食物等供給會被中斷，他的家將會

受到嚴重的傷害，他的資產會受到嚴重的損害，他或親友會受到傷害，以及他或

親友會被疏散/遷移的可能性大，但於原住民部分，則有 7 成至 8 成的人認為可

能性大。由表 1-3 的結果，漢人及原住民在風險可能性的每個題項之反應分配差

異，達到統計上顯著性，顯示漢人災民認為未來再發生水災災難帶來的傷害之可

能性，顯著地比原住民災民要來得高。 

於風險擔心度部分，不論是漢人或原住民，均有 9 成以上的災民會擔心未來

水災災難所帶來的傷害。不過，漢人災民顯著地比原住民更擔心未來水災災難所

帶來的家、財產或人員的傷害。 

另外，本研究亦進行漢人與原住民兩群災民在居住所及政府救災措施的評

估，其反應分配，可如表 1-4 所示。由表 1-4 可知，原住民對於現在居住場所，

8 成以上的災民認為感覺舒適與安全，但漢人災民只有 6 成左右的人認為如此。

對於政府災後的措施，有 77％的原住民災民同意政府提供的災後社會福利輔助

方案對其生活有幫助，但漢人災民僅 61.8％的人同意此項。有 80％的原住民災

民同意政府提供的就業輔導對其生活重建有幫助，而漢人災民有 58.8％的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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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對於政府的硬體重建工作，不論是漢人或原住民，均有一半的人感到不滿意。 

本研究接著進行漢人與原住民兩個族群災民在居住依附三個因素、風險可能

性、風險擔心度、水災防災準備行為、PTSD 症狀、憂鬱及生活滿意度的得分差

異檢定，表 1-5 列出這兩個樣本群在這些變項上的得分平均值、標準差及 t 值。

由表五可知，原住民災民在居住依附的三個因素、水災防災準備行為的得分均顯

著高於漢人災民的得分，而在風險可能性及 PTSD 的得分，則顯著地低於漢人。

此結果顯示原住民災民對於其目前居住場所的情感鍵結及認知評價均比漢人要

來得高，且有較多防災準備行為，並認為未來災難帶來傷害的可能性較漢人之評

估來得低，且比漢人具有較少的創傷後壓力症候群症狀。 

表 1-6 與表 1-7 則呈現漢人與原住民兩個樣本群在居住依附三個因素、風險

可能性、風險擔心度、水災防災準備行為、PTSd 症狀、憂鬱及生活滿意度的彼

此想關結果。由表 1-6 來看，於漢人樣本群中，若是災民在「傳承認同性居住依

附」愈高，其風險可能性、風險擔心度及生活滿意度愈高，亦即當漢人災民認為

目前對其居住之處，是其想要且能延續祖先傳統，則其生活滿意度就提高，但同

時也會認為未來水災災難帶來的傷害可能性高，且擔心程度增加。「宗教性居住

依附」則與「風險可能性」及「水災防災準備行為」具有顯著的正相關顯示漢人

災民愈覺得目前居住場所可以令其進行宗教行為及信仰，則其愈會增加防災準備

行為，但同時亦認為未來災難帶來的傷害可能性高。不過，「生存性居住依附」

與其它變項則不具任何顯著的相關性（除了與其它另兩個居住依附因素具顯著的

相關之外）。另外，風險可能性則與 PTSd 症狀成顯著的負相關，為何如此，將

於討論中說明。 

在原住民部分，表 1-7 的結果顯示「傳承認同是居住依附」與「風險擔心度」

及「水災防災準備行為」具有顯著的正相關，而「生存式居住依附」與「風險可

能性」具顯著的負相關，與「水災防災準備行為」具顯著的正相關，「宗教性居

住依附」、「風險可能性」、「憂鬱」及「PTSD 症狀」具顯著的負相關，如此的結

果顯示當原住民災民對其居住之地愈感到認同及可延續祖先傳統，或是認為居住

之地可提供目前生存上所需，則其防災準備行為愈多。另一方面，原住民災民愈

認為居住之地可滿足其生活及宗教信仰上所需，則愈不認為未來災難帶來的傷害

可能性大。當原住民災民愈認為居住之地可供給其宗教信仰時，其憂鬱與 PTSD

症狀愈少。「風險可能性」與「水災防災準備行為」具有顯著的負相關，但「風

險擔心度」與「水災防災準備行為」不具顯著的關係，而與 PTSD 症狀具顯著的

正相關，「水災防災準備行為」與 PTSD 症狀具顯著的負相關。這樣的結果說明

原住民災民愈認為未來災難帶來的傷害可能性較低時，其會增加防災準備行為，

而防災準備行為愈多，則其 PTSD 症狀的反應愈多，但如果其愈擔心未來災難會

帶來傷害，則 PTSD 症狀會增加。 

最後，本研究以水災防災準備行為生活滿意度、PTSD 症狀及憂鬱各為依變

項，利用階層回歸分析，先於第一步控制性別、年齡、教育程度、水災嚴重度及

水災帶來的生命威脅度，之後投入三個居住依附因素及風險可能性與風險擔心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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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為預測變項，其結果可如表 1-8 至表 1-15 所示。 

由表 1-8 至表 1-15 的結果可知，於漢人災民樣本群中，傳承認同性居住依

附及生存性居住依附可顯著地預測生活滿意度，宗教性居住依附則可顯著地預測

水災防災準備行為與 PTSD 症狀，而風險擔心度則顯著地預測水災防災準備行

為，而風險可能性會預測 PTSD 症狀，此結果說明當漢人災民對其居住之地可感

受到是其想要居住且認為可提供及生存所需時，則會預測會增加其生活滿意度，

而認為居住之地可提供宗教信仰時，會增加其防災準備行為，但是擔心未來災難

帶來的傷害性愈高，則其防災準備行為會減少。另外，為何宗教性居住依附及風

險可能性提升，會顯著地預測 PTSD 症狀增加，此點將於討論中說明。 

於原住民災民部分，「宗教性居住依附」可顯著地預測 PTSD 症狀及憂鬱症

狀，亦即當原住民災民認為居住之地可提供其宗教信仰所需，則能顯著地降低心

理症狀，「災難擔心度」則會增加心理症狀。另外，原住民災民愈認為未來災難

帶來的可能性愈低，則其防災準備行為愈多。 

 

七、討論 

本研究從以下的角度來進行討論： 

(一) 水災防災準備行為部分： 

本研究發現原住民災民的防災準備行為顯著地多於漢人災民，就 19 項防災

準備行為中，除了「準備至少五天的嬰兒食品」及「準備沙袋」之外，其餘的

17 項防災準備行為均有一半以上的原住民災民已進行，顯示原住民災民的防災

準備行為是夠的。在漢人災民部分，一半以上的居民面對當水災或大雨再度來臨

時，已做好撤離及需準備的部分，但是僅有三成左右的漢人災民已進行「參加社

區的水災防範會議」及「防災備災防災訓練」，因此，於未來如何加強這兩部分

的防災訓練，是需多加以考量。 

國內 88 水災災民的防災準備行為是否足夠？由於本研究發現國內過去未有

相關的資料可供參考，因此以 Miceli 等人（2008）針對住在義大利山谷的居民

研究中，與本研究防災準備行為相同的部分，來進行探討，初步回答上述結果，

其結果可如表 1-2 所示。 

 

表 1‐2：本研究樣本群與 Miceli 等人（2008）的研究在水災防災準備行為的比較 

  Miceli 等人（2008）的

研究結果 
漢人  原住民 

1.讓收音機保持可使

用狀態 
77％  80.9％  75.8％ 

2.準備好手電筒及蠟

燭等照明設備 
77％  95.4％  93.4％ 

3.準備多位緊急聯絡 59％  82.4％  88.1％ 

題項 
百分比 

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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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電話號碼 

4.協助或安排家中的

小孩/老人做好緊急

避難 

40％  75.6％  80.6％ 

5.參加防災備災模擬

訓練 
35％  33.6％  53.7％ 

6.詢問政府單位有關

緊急/救災情況處理

的資訊 

17％  26％  65.2％ 

7.將貴重物品/文件存

放在安全的地方 
28％  82.4％  79.7％ 

8.準備五天的口糧  20％  55％  59.9％ 

9.準備乾淨用水或淨

水設施 
20％  62.6％  71.4％ 

10.做好自家住宅的防

範措施 
14％  61.8％  78％ 

由表 1-2 來看，88 水災災民在防災準備行為的表現比例高於 Miceli 等人

（2008）的研究結果。此種高比例的防災準備行為與 Lindell 與 Prater(2000)的研

究室類似的，顯見 88 水災災民是積極準備防災的。 

本研究由階層迴歸的結果顯示，於漢人部分，增加宗教性居住依附以及降低

風險擔心度，可提高居民的防災準備行為。因此如何於未來利用此實徵結果來設

計防災準備，是可多考量。 

 

(二) 風險知覺部分： 

由於本研究的風險知覺量表翻譯 Miceli 等人（2008）的量表，因此本研究

的結果與 Miceli 等人的研究進行比較，其結果如表 1-3 所示。表 1-3 的結果是運

算回答「可能」與「非常可能」及「擔心」與「非常擔心」的比例。 

 

表 1‐3：Miceli 等人（2008）的研究與本研究在風險可能及擔心的比例 

 

Miceli 等人

（2008） 
漢人  原住民 

可能  擔心  可能  擔心  可能  擔心 

電力、電話、水與食物

等供給將會被中

斷……………………………. 

78％  77％  97％  97％  85.1％  93.8％

你的家將會受到嚴重

的損……………………….. 
30％  52％  94.7％ 99.2％ 81％  89.4％

你的資產將會受到嚴 39％  60％  96.9％ 99.2％ 73.5％  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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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損害……………….. 

你的親友會被疏散/遷

移…………………………… 
47％  70％  93.2％ 99.3％ 71.8％  93.3％

由表 1-3 可知，雖然本研究的漢人災民在風險可能及擔心程度均高於原住民

災民，但國內 88 水災災民的風險知覺又高於 Miceli 等人（2008）的研究結果。 

由於 Miceli 等人（2008）認為過去探討風險知覺與防災準備行為的關係時，

太強調理性與認知的成分，以致研究結果不顯著，因此他們加入情緒成分的評

量，而其研究結果顯示風險可能性與防災準備行為的相關未達顯著性，而風險擔

心度與防災準備行為具有顯著的正相關。不過，從本研究表 1-2 與表 1-3 的結果

來看，漢人災民中，風險可能性與風險擔心度與防災準備行為的相關均未達統計

顯著性，但於原住民樣本中，風險可能性與防災準備行為具有顯著的負相關，而

風險擔心度則與防災準備行為的相關未達統計顯著性。這樣的結果與 Miceli 等

人（2008）的研究結果完全不同，為何如此？本研究認為的原因可能是：1. Miceli

等人（2008）的研究對象遇及水災事件是發生於 2000 年的十月，但由於該篇研

究並未說明測量時間點為何，由於發表的年限至水災事件相隔八年，而這八年

中，有 70.5％的受試記得還有一次水災，因此，對於水災的衝擊是否還具影響，

恐需要再多考量。本研究的測量時間點距離 88 水災發生不到一年，因此災民的

風險知覺甚高，並且防災準備行為也多，是否因為這兩個變項的反應的天花板效

應大，使得研究結果與 Miceli 等人（2008）的不同？這有待進一步地驗證。2.

本研究在風險知覺量表多增加一題，或許研究工具的內容不同之影響。3.由於 88

水災的影響甚鉅，因此，從相關來看，其解釋方向亦可從由於原住民災民的防災

準備行為多，因此使其評估未來水災帶來的傷害可能性就降低。若是如此，於未

來可進行追踪，探索災民的防災準備行為愈足夠時，是否風險知覺會降低？ 

 

(三) 居住依附部分： 

本研究的結果顯示於漢人災民中，只有「宗教性居住依附」與「水災防災準

備行為」有顯著正相關，而於原住民樣本中，則是「傳承認同性居住依附」與「生

存性居住依附」與「水災防災準備行為」具有顯著正相關，此結果若與 Mishra

等人（2010）的研究結果鄉比較，原住民樣本的結果與其相同，但漢人樣本則不

同。由於 Mishra 等人（2010）的受試亦為印度的原住民，因此，是否因為族群

性的不同，使得居住依附的內涵與防災準備行為間的關係有所不同，需再進一步

探討。 

由於本研究關注居住依附是否影響災民的心理適應，從階層迴歸分析的結果

來看，在漢人災民部分，當個體愈覺得對目前居住之處有份認同及歸屬，以及可

以延續祖先的傳承，或是認為可以提供其生存或經濟之所需，則其生活滿意度提

高。於原住民災民部分，則是認為居住之處能滿足其宗教活動及信仰時，則可降

低心理症狀。因此，在災後心理社會重建部分，可藉由此結果來設計。 

不過，在漢人部分，為何宗教性依附與 PTSD 症狀增加時，會加強宗教性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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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的知覺，如同 Carver 等人（2010）認為宗教因應是一刀兩仞的功用，亦即具

有適應及不適應兩部分，所以有關此問題，將於研究二的探討，再多予說明。 

 

表 1‐4：居住依附量表的因素分析及各因素的內部一致性結果 

  Factor Loadings 

  傳承認

同性居

住依附 

生存性

居住依

附 

宗教性

居住依

附 

F1  F2  F3 

20.我現在住在一個我想要的氣氛的地方  .86     

19.我寧願住在一個與我現在居住地相似的地方  .80     

11 我所居住的地方可以得到祖先/祖靈的保佑  .79     

18.我所居住的地方很像童年時居住環境的氣氛  .79     

12.我所居住的地方可以讓祖先的傳統延續  .73     

10.我所居住的地方可以讓我有美好的回憶  .72     

13.我所居住的地方可以得到各種不同的協助  .66     

9.我所居住的地方讓我感到驕傲  .64     

7.我所居住的地方曾是我祖先居住過，對我來說

很重要 

.51     

8.我所居住的地方可以交到朋友  .44     

3.我所居住的地方有我喜歡的鄰居  .31     

2.我所居住的地方有可以提供給我財物資源的朋

友 

  .75   

1.我所居住的地方可以提供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用

的東西 

  .68   

5.我所居住的地方能提供我賺錢/工作的機會    .61   

4.我所居住的地方有可以提供耕種的土地    .59   

15.我所居住的地方可以讓我隨時去教堂/寺廟      .80 

16.我所居住的地方可以舉行祭典      .76 

14.我所居住的地方可以滿足我的宗教信仰      .70 

6.我所居住的地方是我自己的房子      .43 

Eigenvalues  6.87  2.05  1.72 

% of Variance  36.18  10.81  9.04 

Total Variace  56.03 

Cronbach’s α  .91  .63  .72 

 

表 1‐5：漢人與原住民樣本群在水災防災準備行為的發生次數及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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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人  原住民 

  是  否  不確定  是  否  不確定

2.讓收音機保持可

使用狀態………. 

106 

(80.9%) 

22 

(16.8%)

3 

(23%) 

172 

(75.8%) 

33 

(14.5%) 

4 

(6.2%) 

3.準備好手電筒及

蠟燭等照明設備 

125 

(95.4%) 

3 

(2.3%) 

2 

(1.5%) 

212 

(93.4%) 

6 

(2.6%) 

4 

(1.8%) 

4.準 備 五 天 的 口

糧………………………. 

76 

(58%) 

46 

(35.1%)

9 

(6.9%) 

136 

(59.9%) 

53 

(23.3%) 

32 

(14.1%)

5.準備口服糖漿包

或藥品…………… 

41 

(31.3%) 

83 

(63.4%)

6 

(4.6%) 

135 

(59.5%) 

55 

(24.2%) 

30 

(13.2%)

6.準備至少五天的

嬰兒食品………. 

24 

(18.3%) 

98 

(74.8%)

7 

(5.3%) 

104 

(45.8%) 

80 

(35.2%) 

27 

(11.9%)

7.準備乾淨飲用水

或淨水設施…… 

82 

(62.6%) 

40 

(30.5%)

9 

(6.9%) 

162 

(71.4%) 

34 

(15%) 

24 

(10.6%)

8. 準 備 急 救

箱 ………………………

……… 

93 

(714%) 

32 

(24.4%)

5 

(3.8%) 

195 

(85.9%) 

18 

(7.9%) 

8 

(3.5%) 

9.你有參加社區的

水 災 防 範 會 議

嗎 ？……………………

………………………. 

47 

(35.9%) 

74 

(56.5%)

6 

(4.6%) 

127 

(55.9%) 

72 

(31.7%) 

22 

(9.7%) 

10.你有參加防災

備 災 模 擬 訓 練

嗎 ？……………………

………………………. 

44 

(33.6%) 

76 

(58%) 

10 

(7.6%) 

122 

(53.7%) 

86 

(37.9%) 

12 

(5.3%) 

11.你準備好任何

撤 離 的 交 通 工 具

嗎 ？……………………

………………………. 

98 

(74.8%) 

23 

(17.6%)

10 

(7.6%) 

154 

(67.8%) 

57 

(25.1%) 

9 

(4%) 

12.你知道避難所

在哪裡嗎？……. 

70 

(53.4%) 

48 

(36.6%)

13 

(9.9%) 

170 

(74.9%) 

35 

(15.4%) 

13 

(5.7%) 

13.你有準備沙袋

嗎？……………….. 

9 

(6.9%) 

114 

(87%) 

7 

(5.3%) 

60 

(26.4%) 

136 

(59.9%) 

23 

(10.1%)

14.你有將貴重物

品/文件存放在安

全 地 方

嗎 ？……………………

………….. 

108 

(82.4%) 

19 

(14.5%)

4 

(3.1%) 

181 

(79.7%) 

30 

(13.2%) 

8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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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你已做好自家

住 宅 的 防 範 措 施

嗎 ？……………………

……………………….. 

81 

(61.8%) 

23 

(17.6%)

26 

(19.8%) 

177 

(78%) 

24 

(10.6%) 

20 

(8.8%) 

16.於雨季前，你已

收成完畢嗎？.. 

44 

(33.6%) 

68 

(51.9%)

19 

(14.5%) 

129 

(56.8%) 

54 

(23.8%) 

37 

(16.3%)

17.你有準備多位

緊 急 聯 絡 人 的 電

話 號 碼

嗎 ？……………………

………….. 

108 

(82.4%) 

17 

(13%) 

6 

(4.6%) 

200 

(88.1%) 

14 

(6.2%) 

7 

(3.1%) 

18.協助或安排家

中的小孩/老人做

好 緊 急 避 難

嗎 ？……………………

…… 

99 

(75.6%) 

19 

(14.5%)

12 

(9.2%) 

183 

(80.6%) 

27 

(11.9%) 

12 

(5.3%) 

19.協助家中病人

做 好 醫 療 安 排

嗎 ？……………………

……………………… 

74 

(56.5%) 

44 

(33.6%)

13 

(9.9%) 

162 

(71.4%) 

36 

(15.9%) 

21 

(9.3%) 

20.詢問政府單位

有關緊急/救災情

況 處 理 的 資 訊

嗎？…………………….

34 

(26%) 

70 

(53.4%)

27 

(20.6%) 

148 

(65.2%) 

36 

(15.9%) 

38 

(16.7%)

 

表 1‐6：漢人與原住民在風險可能性及風險擔心度各題項百分比及差異檢定 

  漢人  原住民   

一、風

險可能

性 

非常不

可能 
不可能  可能 

非常可

能 

非常不

可能 
不可能 可能 

非常可

能 
χ2 

1.電

力、電

話、水

與食物

等供給

將會被

中斷 

1 

(0.8%) 

3 

(2.3%) 

58 

(44.3%)

69 

(52.7%)

11 

(4.8%)

19 

(8.4%)

88 

(38.8%)

105 

(46.3%) 
10.37* 

2.你的 1  6  74  50  14  49  114  45  3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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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將會

受到嚴

重的損

害 

(0.8%)  (4.6%)  (56.5%) (38.2%) (6.2%) (21.6%) (50.2%) (19.8%) 

3.你的

資產將

會受到

嚴重的

損害 

1 

(0.8%) 

3 

(2.3%) 

79 

(60.3%)

48 

(36.6%)

16 

(7%) 

39 

(17.2%)

112 

(49.3%)

55 

(24.2%) 
29.34***

4.你的

親友會

受到傷

害 

1 

(0.8%) 

8 

(6.1%) 

99 

(75.6%)

23 

(17.6%)

13 

(5.7%)

47 

(20.7%)

122 

(53.7%)

41 

(18.1%) 
23.04***

5.你或

親友會

被疏散

/遷移 

2 

(1.5%) 

3 

(2.3%) 

101 

(77.1%)

25 

(19.1%)

21 

(9.3%)

41 

(18.1%)

112 

(49.3%)

49 

(21.6%) 
35.34***

 

二、風

險擔心

度 

非常不

擔心 
不擔心  擔心 

非常擔

心 

非常不

擔心 
不擔心 擔心 

非常擔

心 
χ2 

1.電

力、電

話、水

與食物

等供給

將會被

中斷 

0 

(0%) 

4 

(3.1%) 

47 

(35.9%)

80 

(61.1%)

2 

(0.9%)

7 

(3.1%)

106 

(46.7%)

107 

(47.1%) 
7.03 

2.你的

家將會

受到嚴

重的損

害 

0 

(0%) 

1 

(0.8%) 

59 

(45%) 

71 

(54.2%)

1 

(0.4%)

19 

(8.4%)

112 

(49.3%)

91 

(40.1%) 
13.07** 

3.你的

資產將

會受到

嚴重的

損害 

0 

(0%) 

1 

(0.8%) 

60 

(45.8%)

70 

(53.4%)

1 

(0.4%)

12 

(5.3%)

121 

(53.3%)

89 

(39.2%) 
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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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你的

親友會

受到傷

害 

0 

(0%) 

1 

(0.8%) 

85 

(64.9%)

45 

(34.4%)

0 

(0%) 

11 

(4.8%)

122 

(53.7%)

90 

(39.6%) 
6.48* 

5.你或

親友會

被疏散

/遷移 

0 

(0%) 

4 

(3.1%) 

82 

(62.6%)

45 

(34.4%)

1 

(0.4%)

9 

(4%) 

122 

(53.7%)

91 

(40.1%) 
2.59 

註：”***”表 p<.001，”**”表 p<.01，”*”表 p<.05 

 

表 1‐7：漢人與原住民災民在居住評估與政府救災措施評估反應分配百分比 

  漢人  原住民 

  非常不

同意 
不同意 同意 

非常同

意 

非常不

同意 
不同意 同意 

非常同

意 

1.住在這裡，我

感覺舒適 

8 

(6.1%) 

47 

(35.9%)

60 

(45.8%)

16 

(12.2%)

3 

(1.3%)

19 

(8.4%)

127 

(55.9%) 

76 

(33.5%)

2.住在這裡，我

感覺安全 

40 

(30.5%) 

54 

(41.2%)

27 

(20.6%)

10 

(7.6%)

7 

(3.1%)

22 

(9.7%)

128 

(56.4%) 

67 

(29.5%)

3.政府提供的

災後社會福利

輔助方案對我

的生活重建有

幫助 

8 

(6.1%) 

42 

(32.1%)

76 

(58%) 

5 

(3.8%)

11 

(4.8%)

31 

(13.7%)

137 

(60.4%) 

38 

(16.7%)

4.政府提供的

就業及創業輔

導對我的生活

重建有幫助 

7 

(5.3%) 

46 

(35.1%)

72 

(55%) 

5 

(3.8%)

9 

(4%) 

26 

(11.5%)

146 

(64.3%) 

36 

(15.9%)

5.我滿意政府

目前的硬體（如

交通、學校等）

重建工作 

18 

(13.7%) 

47 

(35.9%)

63 

(48.1%)

2 

(1.5%)

26 

(11.5%)

57 

(25.1%)

109 

(48%) 

19 

(8.4%)

 

表 1‐8：漢人與原住民在本研究各主要變項的得分平均值、標準差及差異檢定 

  生活

滿意

度 

PTSD  憂鬱 
水災準

備行為

傳承認同

式居住依

附 

生存式

居住依

附 

宗教式

居住依

附 

災難可

能性 

災難

擔心

度 

漢人 
 

30.83 

(8.14) 

9.22 

(5.74) 

8.00 

(3.29) 

30.19 

(4.67) 

10.59 

(1.60) 

12.23 

(2.21) 

16.37 

(2.30) 

17.29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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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

民 
 

28.61 

(7.79) 

8.37 

(5.59) 

10.07 

(3.67) 

35.25 

(4.38) 

11.42 

(1.88) 

12.86 

(1.71) 

14.78 

(3.62) 

16.79 

(2.63)

t 值    2.55*  1.36  ‐5.32*** ‐10.26*** ‐4.24** ‐3.02***  5.06**  1.81 

 

表 1‐9：漢人樣本群在本研究各主要變項的相關結果 

 

傳承認

同式居

住依附 

生存式

居住依

附 

宗教式

居住依

附 

風險可

能性 

風險擔

心度 

水災準

備行為
PTSD  憂鬱 

生活滿

意度 

傳承認

同式居

住依附 

                 

生存式

居住依

附 

.00                 

宗教式

居住依

附 

.33***  .13               

風險可

能性 
.21*  .13  .39**             

風險擔

心度 
.37***  ‐.13  .13  .46***          

水災準

備行為 
.05  .08  .39***  .03  ‐.16         

PTSD  .04  ‐.14  .04  ‐.23** ‐.10  ‐.05       

憂鬱  ‐.10  ‐.03  ‐.00  ‐.11  ‐.09  ‐.06  .59***    

生活滿

意度 
.26***  .15  ‐.03  ‐.03  .11  .09  ‐.05  ‐.32***   

註：”***”表 p<.001，”**”表 p<.01，”*”表 p<.05 

 

表 1‐10：原住民樣本群在本研究各主要變項的相關結果 

 

傳承認

同式居

住依附 

生存式

居住依

附 

宗教式

居住依

附 

風險可

能性 

風險擔

心度 

水災準

備行為
PTSD  憂鬱 

生活滿

意度 

傳承認

同式居

住依附 

                 

生存式

居住依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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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宗教式

居住依

附 

.63***  .23**               

風險可

能性 
‐.07  ‐.36***  ‐.36***            

風險擔

心度 
.16*  .05  ‐.12  .28***          

水災準

備行為 
.16*  .22**  .07  ‐.36*** ‐.12         

PTSD  ‐.11  ‐.08  ‐.15*  .09  .25*** ‐.23**      

憂鬱  ‐.06  ‐.08  ‐.16*  ‐.08  .10  ‐.11  .59***    

生活滿

意度 
‐.00  .10  .04  ‐.00  ‐.11  .08  ‐.37*** ‐.30***   

註：”***”表 p<.001，”**”表 p<.01，”*”表 p<.05 

 

表 1‐11：漢人樣本群的階層回歸結果 

  依變項  生活滿意度 

Step1 

投入變項  β  β  R2  R2  F 值 

性別  ‐.05         

年齡層  .10         

教育程度  .14    5.2%  5.2%  1.38 

水 災 嚴 重

度 
.03         

生 命 威 脅

度 
.13         

             

Step2 

性別    ‐.02       

年齡層    .06       

教育程度    .13       

水 災 嚴 重

度 
  .00       

生 命 威 脅

度 
  .11  16.3%  11.1%  2.11* 

傳 承 認 同

性 居 住 依

附 

  .26**       

生 存 性 居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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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依附 

宗 教 性 居

住依附 
  ‐.15       

風 險 可 能

性 
  ‐.11       

風 險 擔 心

度 
  .10       

註：”**”表 p<.01，”A”表 p<.05 

 

表 1‐12：原住民樣本群的階層迴歸結果 

  依變項  生活滿意度 

Step1 

投入變項  β  β  R2  R2  F 值 

性別  .01         

年齡層  .11         

教育程度  .14    9.5%  9.5%  4.56** 

水 災 嚴 重

度 
‐.14         

生 命 威 脅

度 
‐.19**         

             

Step2 

性別    .01       

年齡層    .11       

教育程度    .14       

水 災 嚴 重

度 
  ‐.12       

生 命 威 脅

度 
  ‐.17*  11.8%  3.3%  2.56** 

傳 承 認 同

性 居 住 依

附 

  ‐.03       

生 存 性 居

住依附 
  .10       

宗 教 性 居

住依附 
  .06       

風 險 可 能

性 
  .10       

風 險 擔 心

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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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表 p<.01，”A”表 p<.05 

 

表 1‐13：漢人樣本群的階層迴歸結果 

  依變項  水災準備行為 

Step1 

投入變項  β  β  R2  R2  F 值 

性別  ‐.04         

年齡層  .14         

教育程度  .29**    12.9%  12.9%  3.71** 

水 災 嚴 重

度 
‐.36**         

生 命 威 脅

度 
.24*         

             

Step2 

性別    ‐.07       

年齡層    .15       

教育程度    .23**       

水 災 嚴 重

度 
  ‐.32**  30.1%  17.2%  5.18*** 

生 命 威 脅

度 
  .32**       

傳 承 認 同

性 居 住 依

附 

  ‐.01       

生 存 性 居

住依附 
  .04       

宗 教 性 居

住依附 
  .37**       

風 險 可 能

性 
  ‐.00       

風 險 擔 心

度 
  ‐.28**       

註：”***”表 p<.001，”**”表 p<.01，”A”表 p<.05 

 

表 1‐14：原住民樣本群的階層迴歸結果 

  依變項  水災準備行為 

Step1 

投入變項  β  β  R2  R2  F 值 

性別  .07         

年齡層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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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程度  ‐.11    2.8%  2.8%  1.27 

水 災 嚴 重

度 
.07         

生 命 威 脅

度 
‐.13         

             

Step2 

性別    .05       

年齡層    ‐.02       

教育程度    ‐.10  17.1%  14.3%  4.34*** 

水 災 嚴 重

度 
  .01       

生 命 威 脅

度 
  ‐.06       

傳 承 認 同

性 居 住 依

附 

  .12       

生 存 性 居

住依附 
  .06       

宗 教 性 居

住依附 
  .02       

風 險 可 能

性 
  ‐.30***       

風 險 擔 心

度 
  ‐.06       

註：”***”表 p<.001 

 

表 1‐15：漢人樣本群的階層迴歸結果 

  依變項  PTSD 症狀 

Step1 

投入變項  β  β  R2  R2  F 值 

性別  .08         

年齡層  .23*         

教育程度  ‐.03    9.9%  9.9%  2.72* 

水 災 嚴 重

度 
.11         

生 命 威 脅

度 
.05         

             

Step2  性別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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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齡層    .20*       

教育程度    ‐.07       

水 災 嚴 重

度 
  .13  19.4%  9.5%  2.87** 

生 命 威 脅

度 
  .08       

傳 承 認 同

性 居 住 依

附 

  ‐.01       

生 存 性 居

住依附 
  ‐.13       

宗 教 性 居

住依附 
  .24*       

風 險 可 能

性 
  ‐.24*       

風 險 擔 心

度 
  ‐.06       

註：”**”表 p<.01，”A”表 p<.05 

 

表 1‐16：原住民樣本群的階層迴歸結果 

  依變項  PTSD 症狀 

Step1 

投入變項  β  β  R2  R2  F 值 

性別  ‐.16*         

年齡層  ‐.04         

教育程度  ‐.26***    15.9%  15.9%  8.25*** 

水 災 嚴 重

度 
.13         

生 命 威 脅

度 
.19**         

             

Step2 

性別    ‐.15*       

年齡層    ‐.02       

教育程度    ‐.25***       

水 災 嚴 重

度 
  .13       

生 命 威 脅

度 
  .16*  24.5%  8.6%  6.92*** 

傳 承 認 同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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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居 住 依

附 

生 存 性 居

住依附 
  .01       

宗 教 性 居

住依附 
  ‐.19*       

風 險 可 能

性 
  .01       

風 險 擔 心

度 
  .27***       

註：”**”表 p<.01，”A”表 p<.05 

 

表 1‐17：漢人樣本群的階層迴歸結果 

  依變項  憂鬱症狀 

Step1 

投入變項  β  β  R2  R2  F 值 

性別  ‐.01         

年齡層  ‐.02         

教育程度  .01    2.3%  2.3%  .59 

水 災 嚴 重

度 
.07         

生 命 威 脅

度 
.10         

             

Step2 

性別    ‐.02       

年齡層    ‐.02       

教育程度    .00       

水 災 嚴 重

度 
  .08  6.1%  3.8%  .78 

生 命 威 脅

度 
  .14       

傳 承 認 同

性 居 住 依

附 

  ‐.13       

生 存 性 居

住依附 
  .01       

宗 教 性 居

住依附 
  .12       

風 險 可 能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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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風 險 擔 心

度 
  ‐.06       

註：”***”表 p<.001，”A”表 p<.05 

 

表 1‐18：原住民樣本群的階層迴歸結果 

  依變項  憂鬱症狀 

Step1 

投入變項  β  β  R2  R2  F 值 

性別  ‐.04         

年齡層  ‐.11         

教育程度  ‐.10    4%  4%  1.82 

水 災 嚴 重

度 
.16*         

生 命 威 脅

度 
‐.01         

             

Step2 

性別    ‐.04       

年齡層    ‐.10       

教育程度    .08       

水 災 嚴 重

度 
  .15*       

生 命 威 脅

度 
  ‐.02  9.9%  5.9%  2.37* 

傳 承 認 同

性 居 住 依

附 

  .05       

生 存 性 居

住依附 
  ‐.11       

宗 教 性 居

住依附 
  ‐.21*       

風 險 可 能

性 
  ‐.14       

風 險 擔 心

度 
  .17*       

註：”***”表 p<.001，”A”表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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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災民生活變動、因應與身心適應的關係 

當自然災變發生後，災民是否必然產生心理疾病？從過去的研究資料來看，

這兩者間並未呈現對等的關係（陳、林、洪、曾，2000；許、曾，2003；Stein et 

al., 1997）。O’Leary（1998）指出，人們面對災難後，可能發生四種結果：1.有

些人的功能持續惡化，使得他們陷於困境；2.有些人雖然存活下來，但些許的功

能受到影響；3.有些人回復到災前的功能，此種回復可能快速，或是漸漸地恢復；

4.有些人不僅回復原先的功能，並且更加成熟。另外，根據周煌智（2003）的研

究指出，創傷壓力症候群在 921 震後的變化從 7.9% - 10%明顯降為 4.4%。如此

的資料說明，「創傷壓力症候群」或是心理疾病只能視為災變後的一種心理反應，

而非全部。 

    本研究嘗試從「活力—資源」模式來看災後的心理社會復原，因為本研究認

為災後的復原乃重建的過程，此過程需要災民面對所有的日常生活，而災民如何

因應此日常生活的改變，則涉及到其活力與資源的使用。如果個體在因應的過程

中，又造成其資源的流失，則其處在危機的狀態之可能性高，因此，心理社會復

原的過程即在建立起或保護資源或活力，以及減少資源或活力的損失。過去的學

者指出災前遭逢的壓力事件、災後惡劣環境的壓力，以及新近發生的壓力事件是

災後長期心理困擾的有效預測指標（Carr et al., 1997; Epstein et al., 1998; Hanson 

et al., 1995; King et al., 1998; La Greca et al., 1996; Yehuda et al., 1995）。之所以如

此，乃是災民為有效地因應這些生活壓力事件，將耗損更多的資源（Hobfoll, 

1988）。 

    災變一方面造成環境的多重壓力源，另一方面改變受創者原先平穩的生活型

態，造成生活型態的劇烈變動，Holmes 與 Rahe（1967）提出生活變動（life change）

的壓力概念，認為不論是正向或負向的事件，一旦事件發生並造成生活的變動，

個體就會感受到壓力，而且變動愈大、壓力感受愈大。Wu、Hung 與 Chen（2002）

研究 921 大地震後一週年，受創者對於災後心理社會環境變動的主觀感受，此種

劇烈變動主要顯現在三方面，一是社會經濟活動的改變，尤其是成人的工作變

動，重建區失業率高升、收入減少，顯現經濟生活的困頓。二是社會人際關係的

變動，家人、鄰居、以及親友的支持關係是主要的社會支持來源，災後的人際關

係明顯的產生變化，有人更加親密支持，但也有人更加疏離孤獨。三是個人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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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理狀態的變動，個人身心狀況的優劣是適應能力的展現，對個人能力變化的自

我覺察，將會影響災後身心狀態的轉換歷程。研究結果發現主觀上感到生活變動

者（不論變好或變差），相較於主觀上感到生活未變者，其創傷後症候明顯較嚴

重。如果更仔細地探討 Wu 等人（2002）的研究結果，他們發現在社會經濟活動

及個人健康方面的改變，有七成左右的災民是變好的。如此的結果亦顯示在陳等

人（2000）的研究，他們於 921 震後的三、四個月，在「身體健康」上有 47.3%

比例的災民變差，於「心理/精神健康」上，有六成災民變差，與配偶相處方面，

沒改變者佔 41.7%，變差者佔 17.7%，變好者佔 32.8%，在人生觀方面，沒改變

者佔 26.7%，變得較樂觀者佔 24.6%，變得較悲觀者佔 42.8%。另外，約有一成

左右的災民認為在社會人際關係方面變好。因此，陳等人（2000）認為這些生活

變動落在「變」與「不變」的光譜之間，而不是一種「正向」與「負向」的二元

劃分。 

    由於這樣的變動，Wu 等人（2002）關切的是為何「變好」組比「不變」組

的創傷症候要來得高？他們的解釋乃是因為變好組為了使其日常生活變得較

好，所以相對地比不變組更努力因應，而此種因應需付出努力、耗費力氣，而造

成較多的身心反應。 

    許與曾（2003）以 Hobfoll（1988）的資源保留理論探討 921 震後兩年，災

民的資源獲得與流失對其創傷後症候的影響，研究結果指出資源獲得能有效地降

低災民半年後的創傷後症候，而資源流失則會增加創傷後症候。從研究資料顯

示，在第一測量時間點時，資源獲得組的心理症狀是高於資源流失組。 

    若將 Wu 等人（2002）的研究與許與曾（2003）的研究整合來看，單從心理

症狀的多寡來當為心理復原的指標是不足的，本研究認為尚需考量日常生活的變

動方向。 

    因此，本研究的目的即在探討八八災後，災民的日常生活變動與心理症狀的

關係，並嘗試與 Wu 等人（2002）的研究進行比較，以說明兩種災後（地震 vs.

水災）對災民生活變動的影響，是否具有差異。 

    不過，本研究認為 Wu 等人（2002）的研究，仍有以下可再多突破之處：一

是在變動的指標上，一是在因應的測量上。 

一、變動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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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u 等人所發展的「活力—資源」模式除了根據壓力模式之外，尚考量 Hobfoll

（1988）的觀點。依循資源保留理論，資源可分成事物、條件、能量及個人資源。

許文耀（2003）的研究指出，個人資源的流失最能有效地預測心理症狀，許與曾

（2003）的研究結果亦支持此結果。在陳等人（2000）的研究亦測量有關人生觀

變動的題項，因此本研究將於變動測量上，多增加個人特性的變動。 

2.因應測量 

    面對創傷事件時，採用何種因應型態，才能有效地降低心理症狀、苦痛或帶

來正向的結果？Baum、Flemming、與 Singer（1993）以三浬島（Three Mile Island）

核害的居民為調查對象，結果發現當居民採用以情緒為焦點（emotion-focused）

的因應時，會比採用問題為焦點（problem-focused）的因應及否認自己有情緒的

人，具有較少的身心症狀與情緒困擾。Baum 等人的看法是認為面對核害帶來的

災害是一無法改變的事實，如果個人還想直接藉由行動改變此種狀態，扭轉此項

問題，那只會增加自己的無助感。因此採用情緒為焦的因應型態，會讓個人因著

情緒的調節增加自己內在的控制感。但是，Collins、Taylor、與 Skokan（1990）

以癌症病人為研究對象時，卻發現採用主動、努力的問題為焦因應型態，會帶給

病患具有正向的自我觀、世界觀，良好的人際關係，規範出對生活有益的活動計

畫等結果。 

    其實探討人們如何因應困境或創痛事件的研究已相當多，這些研究基本上都

如上述的兩個研究以 Lazarus 與 Folkman（1984）的壓力與因應模式為概念基礎。

此模式強調壓力包含初級及次級評估歷程（primary and secondary process）和因

應方法的執行。Lazarus 與 Folkman 將因應區分為問題為焦與情緒為焦的因應型

態，前者是個人努力企圖將威脅事件移除或是降低其帶來的影響，後者則是個人

努力減弱因威脅可能帶來的負向感受。雖然這兩種因應型態在概念上是易區分

的，但是它們會同時發生。因此，它們的效果是很難釐清的。換言之，情緒為焦

的因應型態會促發問題為焦的因應型態，會提升問題為焦的因應效應，而較能解

決困境。同樣的，問題為焦的因應型態可能會使某些事件較不具威脅性，因此減

弱了事件所帶來的負向情緒。 

    Tedeschi 與 Calhoun（1995）認為個人面對災難時，剛開始會相信回到原先

的社會或心理狀態是可能的。然而，個人最終不得不承認此種回復是不可能的。

因此，為了能克服掉自己已「失落」某些「東西」，個人會去探索那些事項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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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補、控制、或處理。為了讓自己可以處理災難，通常個人會努力地想扭轉或改

善目前的情境，例如採取主動因應的方式嘗試移除壓力源或減緩其所帶來的影

響，或是計畫哪些方式能夠有效地控制災難所帶來的問題。不過此種努力一旦無

法改變現況，會使個人的自我效能降低，或產生自責。Rothbaum 等人（1982）

認為當個人採取上述的因應型態，而遭受較多的失望感時，這將使個人發生較多

的被動、退縮及順從的行為。個人為了克服這些失望感，他會發展出其他的因應

方式，使得自己能多留意事情的發展，且不會喪失掉自己的掌控感。Tedeschi 與

Calhoun 認為個人會調適自己對這些災難的期待，以應付這些不可控制的事件，

例如採用接受（acceptance）的因應形態，個人接受災難發生了，且能理解目前

的能力無法形成改善，此種接受是為了尋求災難帶給個人的意義。 

    如果上述的因應方式無法讓個人擁有掌控感，那將會使個人發展出不良的因

應形態，例如行為脫離（ behavioral disengagement）或心理逃脫（mental 

disengagement），使得個人可以轉移困境，或是採取否認的因應型態，拒絕相信

災難的存在，但卻引來較多的情緒困擾。 

    由 Tedeschi 與 Calhoun（1995）的看法，因應形態已不侷限在問題為焦與情

緒為焦的概念上。Carver 等人（1989）指出無論從概念上或實徵研究的結果，因

應形態不只是問題為焦與情緒為焦兩種，介在二者之間的因應方式仍有許多，並

且這些方式在本質上有些是面對（approach）問題，有些則是逃避（Tolor & Fehon, 

1987）。Carver 等人（1989）的研究結果發現，問題為焦的因應型態可區分出五

種因應型態，分別是：主動因應（active coping）、計畫（planning）、抑制抗拮活

動（suppression of competing activites）、限制性的因應反應（restraint coping）及

尋求工具性的社會支持（seeking of instrumental social support）；而情緒為焦的因

應型態亦可區分成五種因應型態，分別是：尋求情緒性的社會支持（seeking of 

emotional social support）、正向重釋（positive reinterpretation）、接受、否認

（denial）、信教（turning to religion）。根據 Endler 與 Parker（1990）的看法，除

了問題為焦與情緒為焦的因應型態之外，逃避是第三種基本的因應型態。為此，

Carver 等人認為情緒的聚焦與發洩（focused on and venting on emotions），行為脫

離及心理逃脫是三種對個人不利的逃避因應型態。 

    Carver 等人（1993）以 COPE 量表測量 59 位乳癌初期病人的結果發現，採

用接受、正向重釋的因應形態，會減少病人的沮喪，之中又以「接受」具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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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影響力，而採用否認與行為脫離的因應形態則會增加病人的心理沮喪。但是

Carver 與 Scheier（1994）以大學生為樣本，探討他們在考試前，考試後至成績

公布前，及成績公布後的因應型態與情緒困擾間的關係，結果發現，不論在哪個

時間點上，任何一種因應型態均與情緒困擾呈現正相關，此種結果顯示就考試壓

力事件而言，任何一種因應型態都無法降低學生的情緒困擾，反而是愈採用逃脫

的因應形態及否認更會增加學生的情緒困擾。 

    這樣的結果似乎指出面對不同的壓力事件，這些因應型態會有不同的結果。

Forsythe 與 Compas（1987）認為因應型態的效果取決於所需處理的事件性質。 

    因此，面對自然災變的創傷事件，究竟哪一種因應形態能減低災害所帶來的

心理症狀，而何種因應形態又會增加心理症狀？依 Tedeschi 與 Calhoun（1995）

的看法，不良的因應型態，如行為脫離與心理逃脫會增加個人的心理症狀。否認

災難事件已發生的因應形態，亦會帶來較多的心理症狀。但是過去的研究指出，

否認的因應形態在災難發生的初始是有效的，只不過會妨礙往後的災難處理方式

（Levine et al., 1987; Suls & Fletcher, 1985）。同樣的，Phelps 與 Javis（1994）的

研究結果發現，青少年面對不可控制的壓力事件時，採用心理逃脫的因應形態對

其是有利的，因為可在往後產生接受的因應型態。 

    多數的學者指出反芻式的反應型態（ruminative coping style）以及壓抑性的

思考（thought suppression）會增加災難後的心理反應與情緒（Aaron et al., 1999; 

Asarnow et al., 1999; Pynood et al., 1987）。因此，採用抑制抗拮活動及限制性的因

應型態應會增加個人的心理症狀，因為個人採用這兩種因應形態時，必須反芻所

有災難帶來的可能性，而後決定哪些目標是可完成的，哪些目標是達不到而需改

變，為了能有效地完成可執行的目標，採用了限制或壓抑其他會干擾目標達成的

訊息之因應型態。但是 Tedeschi 與 Calhoun（1995）認為面對災難時，個人唯有

透過反芻才能增加對災難意涵與感受的了解，如此才能增強社會支持的功能與問

題解決的能力。 

    如上所述，於災難後，個人的因應型態與心理症狀的關係，仍未有一明確的

型態（pattern）。 

    Benight 等人（Benight, Ironson, Klebe, Carver, Wynings, & Burnett et al., 1999）

的研究結果指出，同樣已遭受颶風災難的居民為對象，這些災民的資源流失僅影

響其在災難後四個月內的心理症狀，但對八個月後的心理症狀則未具顯著性的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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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力，且資源流失唯有透過積極的因應行為（active coping）以及因應的自我效

能（coping self-efficacy）路徑，才會影響災民長期的心理症狀。Zeidner 與 Hammer

（1992）以波斯灣戰爭地區的居民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指出因應資源的多寡並

不會直接影響居民的心理症狀，而是當居民採用緩和式的因應（palliative coping）

時，例如社會支持、抑制抗拮活動、情緒宣洩等，才會直接影響心理症狀的發生。

因應直接影響心理症狀的關係亦在 Benight 等人（1999）的研究結果中獲得支持。 

    過去許文耀（2000）以 COPE 量表測量 921 震後災區學生的因應形態，結果

指出震後一年，沒有一種因應型態有利於降低災區學生的心理症狀，反而增加學

生的心理症狀。此結果於 2003 的調查，若以社區災民為樣本，亦發現沒有任何

一種因應型態與心理症狀具有負相關，逃避、情緒分享、調節與發洩，及信仰反

而與心理症狀具有顯著正相關。因此，災變後，是否存有較具適應性的因應型態？

是值得再加以探索的。 

    本研究將採用 Brief COPE（Carver, 1997）來測量因應，因為研究災難下的

因應歷程，這是一項常被使用的工具。由於其比原先的 COPE 量表在使用上的便

利與精簡，更能有效地運用於災難倖存者等特殊族群。 

    在 Wu 等人（2002）的研究只測量因應資源，但未測量因應型態，如果本研

究能夠比較出變動組別在因應型態的差異，可當為未來在心理復原內容設計上的

實徵資料。 

    總結來說，本研究將延續上個研究的設計理念，亦即比較漢人與原住民兩個

不同族群的災民，在 88 水災災後的生活變動、因應之差異。 

 

二、研究方法 

（一）受試者：研究二受試者與研究一相同 

（二）測量工具：研究二採用的量表計有以下： 

1. 社會心理變動量表：本研究修改 Wu 等人（2002）所編的社會心理變動量表，

原量表共有七題，測量災變後，災民在生計、人際及健康三個層面的變動，

「1」表示「變得很差」，「2」表示「變得有點差」，「3」表示「沒有改變」，

「4」表示「變得有點好」，「5」表示「變得很好」。本研究參考 Chen 等人

（2002）的 Psychosocial Change Questionnaire，以及 Hobfoll 的資源概念，

多增加了「生活條件變動」的兩個題項：食衣住行的條件以及生活步調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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狀況，在「個人資源變動」上，則增加四個題項：人生目標、樂觀、幽默及

照自己意願活出自己人生的感覺之變動，在人際變動上增加親子關係的變

動。 

2. 因應量表：本研究直接翻譯 Carver（1997）所編製的 Brief COPE 量表，該

量表共有 28 題，分成 14 個量尺，分別為計畫、接受、正向重釋、幽默、主

動因應、工具性支持、宗教、自責、物質使用、行為脫離、否認、分心、宣

洩、及情緒性支持，每個分量尺各有兩題，請受試根據他們面對災變時，採

用的處理方式，進行四點評量，「1」表示「從未如此」，「4」表示「常常如

此」。有關此量表的信、效度考核，於結果中討論。 

3. 創傷後症候、憂鬱及生活滿意：此部分與研究一相同。 

 

三、結果 

    本研究以 88 災後三至四個月期間的 260 位災民為樣本，進行 Brief COPE 的

信、效度考核。 

    過去採用 Brief COPE 的研究，大多將十四類因應分成兩個高階因素—適應

與非適應，或是三個高階因素—問題導向、情緒導向、及逃避（Meyer, 2001; Glass 

et al., 2009; Schnider, Elhar, & Gray, 2007; Park et al., 2008），究竟這樣的高階因素

分類是否適合於 88 災變的災民？所以本研究先以 CFA 進行高階二因素，高階三

因素及 14 個因應之模式適合度檢驗。 

    本研究以 Lisrel 8.7 進行分析，並採用最大概似法（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ML）進行三個模式的估算。在評估模型時，由於卡方值較不穩定，

會影響統計檢定力（power）之因素都會影響卡方值，其中最明顯的影響因素即

為樣本數，當樣本愈大，所累積的卡方值也愈大，大樣本雖然提高了觀察資料的

穩定性，卻也造成卡方值擴大的效果，因此必須考慮其他適合度指標。根據過去

的文獻有許多建議的指標包括 χ2/df < 2（Carmines & Mclver, 1981）、NNFI

（Non-Norm Fit Indexes）> .95（Hu & Bentler, 1999）、CFI（Comparative Fit 

Indexed）> .95（Bentler, 1995）、SRMR（Standardized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

< .08、RMSEA 小於 .06 可視為好的模型，大於.10 則表示模型不理想（Hu & 

Bentler, 1999）；代表模型簡約性的 CAIC，其值愈小愈好，ECVI 代表模型契合

度在不同樣本上的波動性，值愈小表示模型契合度的波動性愈小（Brown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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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deck, 1993; Hu & Bentler, 1999）。 

    CFA 的結果如表 1-19，14 個因素顯然優於高階二因素與高階三因素模式，

適合度指標（NFI、NNFI、CFI、IFI、GFI、AGFI）皆最高，簡約性指標（AIC）

最低，波動性指標（ECVI）最低、殘差指標（SRMR、RMSEA）最低。可見就

模式適合度而言，14 因素是最適合用來描述災民因應方式的模式。 

 

表 1‐19、三種因素模式之各項契合度指標比較 

  χ2  df  NFI  NNFI  CFI  IFI  GFI  AGFI AIC  ECVI  SRMR  RMSEA

14  549.16  259  .93  .94  .96  .96  .87  .80  817.76 3.16  .05  .06 

14‐3  888.86  333  .89  .92  .93  .93  .80  .76  1052.60 4.06  .10  .08 

14‐2  901.69  335  .89  .92  .93  .93  .80  .75  1066.29 4.12  .10  .08 

 

        在本研究中，全量表內部一致性（α值）為.90。十四個分量表內部一致性 α

值分別如下：計畫（α=.75）、接受（α=.78）、正向重釋（α=.68）、幽默（α=.65）、

主動因應（α=.66）、工具性支持（α=.69）、宗教（α=.90）、自責（α=.60）、物質

使用（α=.87）、行為脫離（α=.64）、否認（α=.59）、分心（α=.26）、宣洩（α=.30）、

及情緒性支持（α=.67），除了分心、宣洩、接受在 Carver（1997）所得之 α值分

別為.71、.50、.57，差距較大以外，其餘 α值相近。 

    本研究於表 1-20 顯示漢人災民與原住民災民在這十四個因應的得分平均

值、標準差及差異檢定值。由表 1-20 可知，於災後，漢人災民顯著地比原住民

災民採用計畫、正向重釋、主動因應及行為脫離等因應方式。由這樣的結果可知，

漢人災民會積極投入解決災後的問題，或是採用正向的角度看待問題，但另一方

面也會放棄解決問題，呈現矛盾的現象。 

    本研究接著以 Wu 等人（2002）對於社會心理變動問卷中的各層面分類標

準，進行本研究的受試分類。Wu 等人（2002）對於各層面變動的分類是：在各

層面中，例如以生計變動而言，若受試在這層面的兩個題項中之反應為「變得有

些好」或「變得很好」，且其反應不具有「變得有些差」或「變得很差」，則歸在

「變好」組；如果受試在這兩個題項的反應均為「沒有改變」，則為「不變」組；

如果受試在這兩題的反應為「變得有些差」或「變得很差」，且其反應不具有「變

得有些好」或「變得很好」，則為「變差」組；其餘無法歸類者，為「混合」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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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此標準，對人際變動（5 題）、生活條件變動（2 題）、個人資源變動（4 題）

及身心健康變動（2 題）亦進行分組。有關漢人及原住民災民在這五個變動層面

的分組結果可如表 1-21 所示。 

    由表 1-21 可知，在生計變動層面，有 88.5%的漢人災民覺得變差，在原住

民方面，則有 51.1%的災民覺得變差；有 11.5%的漢人災民覺得沒變，但 41.4%

的原住民災民覺得沒變，6.2%的原住民災民覺得變好，但沒有任何一位漢人災民

覺得變好。在人際變動方面，有 40.4%的漢人災民及 43.6%的原住民災民覺得變

好，有 12.2%的漢人災民及 9.7%的原住民災民覺得變差，而有 46.6%的漢人災民

及 38.8%的原住民災民覺得沒變。在生活條件變動上，有 3%的漢人災民及 21.6%

的原住民災民覺得變好，有 80.1%的漢人災民及 26.4%的原住民災民覺得變差，

而有 10.7%的漢人災民及 46.2%的原住民災民覺的不變；在個人資源變動上，有

8.4%的漢人災民及 33.9%的原住民災民覺得變好，有 70.2%的漢人災民及 22%的

原住民災民覺得變差，而有 16.8%的漢人災民及 38.8%的原住民災民覺得沒變；

在身心健康變動上，有 6.1%的漢人災民及 19.4%的原住民災民覺得變好，有

68.7%的漢人災民及 25.1%的原住民災民覺得變差，而有 25.2%的漢人災民及

51.5%的原住民災民覺得不變。 

    表 1-21 的結果亦顯示，漢人與原住民在這五個層面的變動分組比例差異檢

定，均達統計上的顯著性。從分組比例來看，漢人災民在生計、生活條件、個人

資源及身心健康變動上，認為變差者在七、八成左右，但原住民災民，除了在生

計變動上覺得變差者有五成的比例之外，其餘三個層面的變動覺得變差者，只有

兩成左右。在人際變動上，兩個族群的災民均有四成的比例覺得變好。 

    於漢人及原住民這兩個族群的災民於社會心理五個層面的變動分組，在因應

及三個心理適應指標的表現，是否具有差異？表 1-22 及表 1-23 說明這兩個族群

的變動分組於因應及心理適應指標的得分平均值、標準差、及事後比較。 

    由表 1-22 來看，漢人災民在生計、生活條件、個人資源及身心健康變動層

面上，不同變動組別在各項因應及心理指標的表現差異不大，這有可能是大多的

漢人災民在這些變動上往「變差」的比例偏高所致。在人際變動上，變好組會採

用較多的主動因應、工具性支持、分心、宣洩、或情緒性支持，且比不變組較不

採用行為脫離。在生活滿意度上，變好組顯著比變差組及不變組要來得高。另外，

變差組的憂鬱顯著地比不變組來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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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1-23 來看，在生計變動上，變差組顯著地比不變組採用更多的問題解

決的因應，例如計畫、接受、正向重釋、幽默、主動因應、或工具性支持，但在

生活滿意度上，變差組顯著地比不變組差。在人際變動上，變好組顯著比不變組

採用較多的計畫、正向重釋、幽默、主動因應、工具性支持、宗教、分心等因應

方式，但在生活滿意度上，顯著地低於不變組；變壞組顯著地比不變組採用較多

的自責，且在創傷後症候及憂鬱的分數較高，而生活滿意度低。在生活條件變動

上，變好組顯著地較不變組採用較多的接受、正向重釋、主動因應、工具性支持、

及分心的因應方式，變差組顯著比不變組及變好組具有較多的心理症狀，且生活

滿意度顯著地低於不變組，以及採用較多的自責因應方式。在個人資源變動上，

變好組顯著比不變組採用較多的計畫、接受、幽默、主動因應、工具性支持、宗

教、及分心的因應方式，但其生活滿意則不如變動組，而變差組顯著比不變組採

用工具性支持、自責、及情緒性支持，且在心理症狀表現上均顯著比變好組即不

變組來得高，在生活滿意度上來得低。在身心健康變動上，變好組顯著地比不變

組採用接受、正向重釋、幽默、主動因應、工具性支持、宗教、及分心，但在生

活滿意度上，則不如不變組。在心理症狀上，變差組顯著地比不變組及變好組來

得高，且生活滿意度不如不變組。 

    從表 1-23 的結果來看，社會心理變動往變好的原住民災民採用更多積極的

因應方式，雖然其心理症狀與不變組不具差異，但在生活滿意度上則不如不變

組，而變差組在心理症狀上的表現則高於不變組與變好組（由於混合組比例低，

因此未列入討論）。 

    表 1-24 及表 1-25 則說明兩個族群的不同因應及心理適應指標間的相關結

果。由表 1-24 可知，對漢人災民來說，工具性支持、物質使用、行為脫離、否

認、宣洩、及情緒性支持與創傷症候具有顯著的正相關；計畫、接受、正向重釋、

幽默、與憂鬱具有顯著的負相關，而行為脫離、分心、及情緒性支持與憂鬱具顯

著正相關；另外，行為脫離與生活滿意則具顯著負相關。由此結果可知，於漢人

災民中，若是愈放棄努力去解決問題者，其心理適應愈不好。採用情緒性支持因

應愈多者，其心理症狀愈多；愈想否認災難發生、或是愈想發洩情緒，或是使用

較多物質者，其創傷後症候愈高；不過，若能接受災變、採用正向角度看待災變、

或有幽默的方式面對災變，或是做好規劃者，其憂鬱症狀較少。 

    表 1-25 的結果顯示，於原住民災民中，自責、物質使用、行為脫離、否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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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心與創傷後症候有顯著的正相關，計畫、接受、正向重釋、幽默、主動因應、

工具性支持、宗教與憂鬱具顯著的負相關，而自責、物質使用、行為脫離、否認

與憂鬱具顯著的正相關；計畫、接受、正向重釋、幽默、主動因應、工具性支持、

宗教與生活滿意呈顯著正相關，而自責、否認、分心、宣洩、情緒性支持則與生

活滿意具顯著負相關。Schnider、Elhai 與 Gray（2007）將計畫、接受、正向重

釋、主動因應、幽默、宗教、工具性支持、及情緒性支持當為適應性因應，而其

餘的為不適應性因應。在本研究中，除了情緒性支持並未表現出對受試具有適應

性，其餘適應的因應，本研究之發現與 Schnider 等人的看法是一致的。依此概念

來看，若原住民災民採用較多的適應性因應，或是較少的不適應性因應，其災後

的心理適應更高。 

 

四、討論 

    若從本研究在社會心理變動的分組狀況，與 Wu 等人（2002）的研究結果進

行比較，Wu 等人的結果可如表 1-26 所示。 

 

表 1‐26、不同變動組別在各項生活範疇的差異比較（Wu 等人，2002） 

生活範疇  性別 變差  不變  變好  混合  總人數  χ2 值 

社經範疇 

男性
117 

(76.47%) 
30 

(20.11%)
4 

(2.61%)
2 

(1.31%)
153 

2.62 
(N.S.) 

女性
277 

(69.95%) 
94 

(23.74%)
16 

(4.04%)
9 

(2.23%)
393 

社會人際範疇 

男性
34 

(23.77%) 
53 

(37.06%)
44 

(30.77%)
12 

(8.39%)
143 

5.45 
(N.S.) 

女性
64 

(17.02%) 
159 

(42.29%)
104 

(27.66%)
49 

(13.06%)
376 

個人健康範疇 

男性
106 

(67.95%) 
37 

(23.71%)
7 

(4.49%)
6 

(3.85%)
156 

6.74 
(N.S.) 

女性
307 

(78.12%) 
60 

(15.27%)
12 

(3.05%)
14 

(3.56%)
393 

整體條件 

男性
71 

(50.71%) 
10 

(7.14%)
11 

(7.86%)
48 

(34.29%)
140 

2.32 
(N.S.) 

女性
188 

(50.81%) 
20 

(5.41%)
19 

(5.14%)
143 

(38.65%)
370 

註：N.S. :  未達 p = .05 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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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1-26 與表三進行比較，則可發現本研究漢人災民比 Wu 等人（2002）

以 921 震後的災民，有較多的比例認為在生計變動及個人身心健康上變得較差，

但是原住民災民則有較高的比例認為在生計變動上不見得變差，而是不變，在身

心健康的變動上，認為變差者亦比 Wu 等人的結果要來得少。 

    因此，本研究的原住民災民認為 88 災變帶來的生活變動往變差的方向之評

估，是低於漢人災民及 921 震後災民的評估。 

    本研究的結果顯示由於漢人災民大多認為在社會心理各層面均變差，只有在

人際變動上，有較多的比例是變好的，並且當人際關係變好時，會採用較具適應

性的因應，而這些因應方式有利於其降低憂鬱症狀。 

    在原住民災民方面，在社會心理層面的變動上，變好組會採用較多的適應性

因應，這會增加其心理適應。 

    因此綜合這樣的結果，於未來的災後復原上可往下列方向進行：1.增加人際

關係網絡的鍵結，使災民覺得更好，而有利於其採用更具適應性的因應方式；2.

增加適應性因應方式，以減少不適應性因應。 

    於實務上，面對遭遇自然災難的倖存者時，可以提供其目前可具體解決的目

標及做法，因為當災民能有效地改善其處境時，能協助其遠離心理苦痛。這樣的

原則，亦見於目前於災難心理復建中常用的 psychological first aids 及 skills of 

psychological recovery（Pynoos et al., 2008），其做法乃在增加災民的復原力

（resilience），之中強調問題解決的重要性。同樣的，如何增加災民的正向情緒，

亦成為災後心理復原的重點之一。這樣的論點在 Tugade、Fredrickson 與 Barrett

（2004）的研究結果受到支持，因為他們指出，增加個體的正向情緒及健康狀態，

對個體是有助益的。因此，如何增加災民使用正向的角度來看待目前的處境，如

同於 skills of psychological recovery 中，增強災民的 helpful thinking 以及設計出

於日常生活中可行的正向活動，將有助於災民減緩心理衝擊以及適應接續的挑

戰。 

    本研究結果支持 MiKulincer 與 Florian（1996）整理因應與各種災難的研究

結論，亦即不適應性及逃避的因應對災難後的適應是不具有助益性的，此種結果

亦同於過去的研究（Penley, Tomaka, & Wiebe, 2002）。但本研究的結果指出並非

所有的逃避式因應均會顯著地增加心理症狀，本研究發現行為脫離或放棄是最顯

著的影響因子。本研究認為遭遇到如此大的自然災難時，每個人或多或少都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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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受到威脅，因此會尋求方法來扭轉此負向狀態，而此扭轉過程中，必須探索

到正確的生活事項，否則會處於放棄。因此，如果個體不易平順且快速完成此過

程，則易增加其心理症狀。此種觀點如同 Tedeschi 與 Calhoun（1995）的看法，

災難的心理復原需要一系列地克服個體的否認，且要能接受現況，如此才可發展

出合理、可完成的新的取代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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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0、漢人災民與原住民災民在十四種因應的得分平均值、標準差及 t 值 

  計畫  接受 
正向 

重釋 
幽默 

主動 

因應 

工具性

支持 
宗教  自責 

物質 

使用 

行為 

脫離 
否認  分心  宣洩 

情緒性

支持 

漢人 
3.18 
(.59) 

3.11 
(.53) 

3.12 
(.53) 

2.84 
(.62) 

3.15 
(.59) 

2.81 
(.70) 

3.06 
(.49) 

2.01 
(.63) 

1.52 
(.86) 

2.05 
(.68) 

1.99 
(.74) 

2.67 
(.62) 

2.58 
(.64) 

2.56 
(.73) 

原住民 
2.98 
(.84) 

3.00 
(.81) 

2.83 
(.84) 

2.82 
(.78) 

2.98 
(.79) 

2.86 
(.79) 

3.06 
(.86) 

2.13 
(.79) 

1.41 
(.61) 

1.82 
(.68) 

1.87 
(.76) 

2.47 
(.77) 

2.61 
(.78) 

2.54 
(.78) 

T 值  2.38*  1.44  3.50**  .21  2.11*  ‐.60  .04  ‐1.52  1.37  3.00** ‐.79  ‐.00  ‐.00  ‐.32 

* = p < .05, ** = p < .01, ***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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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1、各個社會心理變動層面之分組狀況結果 

變動層面  變動組別  漢人  原住民  χ2 值 

生計變動 

變壞 
116 

(88.5%) 
116 

(51.1%) 

52.27*** 

不變 
15 

(11.5%) 
94 

(41.4%) 

變好 
0 

(0%) 
14 

(6.2%) 

混合 
0 

(0%) 
3 

(1.3%) 

人際變動 

變壞 
16 

(12.2%) 
22 

(9.7%) 

9.94* 

不變 
61 

(46.6%) 
88 

(38.8%) 

變好 
53 

(40.4%) 
99 

(43.6%) 

混合 
1 

(0.8%) 
18 

(7.9%) 

生活條件變動 

變壞 
105 

(80.1%) 
60 

(26.4%) 

102.92*** 

不變 
14 

(10.7%) 
105 

(46.2%) 

變好 
4 

(3.0%) 
49 

(21.6%) 

混合 
8 

(6.2%) 
13 

(5.8%) 

個人資源變動 

變壞 
92 

(70.2%) 
50 

(22%) 

83.63*** 

不變 
22 

(16.8%) 
88 

(38.8%) 

變好 
11 

(8.4%) 
77 

(33.9%) 

混合 
6 

(4.6%) 
11 

(4.8%) 

身心健康變動 

變壞 
90 

(68.7%) 
57 

(25.1%) 

66.16*** 

不變 
33 

(25.2%) 
117 

(51.5%) 

變好 
8 

(6.1%) 
44 

(19.4%) 

混合 
0 

(0%) 
7 

(3.1%) 

* = p < .05, ** = p < .01, ***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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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2、漢人災民樣本群在社會心理變動層面的組別於因應及心理適應的得分平均值、標準差及事後比較 

    計畫  接受 
正向 

重釋 
幽默 

主動

因應 

工具性

支持 
宗教  自責 

物質 

使用 

行為

脫離 
否認  分心  宣洩 

情緒性

支持 

創傷後

症候 
憂鬱 

生活 

滿意度 

生計 

變動 

變壞(a) 
3.20 
(.56) 

3.15 
(.52) 

3.14 
(.52) 

2.81 
(.64) 

3.15 
(.57) 

2.82 
(.72) 

3.07 
(.48) 

1.97 
(.60) 

1.46 
(.84) 

2.04 
(.70) 

1.98 
(.78) 

2.67 
(.63) 

2.58 
(.66) 

2.57 
(.74) 

30.53 
(8.67) 

9.77 
(5.78) 

6.43 
(1.86) 

不變(b) 
3.03 
(.56) 

2.87 
(.54) 

2.97 
(.52) 

3.07 
(.37) 

3.23 
(.73) 

2.70 
(.45) 

2.97 
(.55) 

2.30 
(.77) 

1.93 
(.86) 

2.06 
(.59) 

2.10 
(.63) 

2.63 
(.52) 

2.56 
(.45) 

2.46 
(.60) 

31.00 
(6.15) 

4.93 
(3.15) 

7.07 
(2.49) 

變好(c)                                   

混合(d)                                   

事後比較                  b>a              a>b   

人際 

變動 

變壞(a) 
2.84 
(.63) 

3.06 
(.36) 

2.94 
(.48) 

2.47 
(.69) 

2.94 
(.57) 

2.50 
(.48) 

3.03 
(.46) 

1.97 
(.72) 

1.75 
(1.0) 

2.06 
(.60) 

1.93 
(.83) 

2.62 
(.46) 

2.22 
(.60) 

2.22 
(.65) 

32.75 
(9.61) 

12.81 
(5.60) 

6.06 
(1.81) 

不變(b) 
3.25 
(.57) 

3.16 
(.60) 

3.14 
(.58) 

2.88 
(.60) 

3.06 
(.61) 

2.61 
(.73) 

3.12 
(.48) 

1.95 
(.55) 

1.39 
(.78) 

2.20 
(.60) 

1.95 
(.74) 

2.48 
(.63) 

2.59 
(.65) 

2.35 
(.69) 

29.61 
(6.09) 

8.38 
(5.41) 

6.10 
(1.81) 

變好(c) 
3.22 
(.57) 

3.08 
(.50) 

3.16 
(.48) 

2.90 
(.60) 

3.34 
(.54) 

3.12 
(.58) 

3.02 
(.52) 

2.08 
(.69) 

1.56 
(.85) 

1.85 
(.76) 

2.04 
(.72) 

2.87 
(.57) 

2.69 
(.59) 

2.87 
(.64) 

31.00 
(10.22)

9.07 
(5.89) 

7.09 
(2.03) 

混合(d)                                   

事後比較  b>a        c>a,b  c>a,b        b>c    c>b  c>a  c>a,b    a>b  c>a,b 

生活 

條件 

變動 

變壞(a) 
3.21 
(.56) 

3.13 
(.50) 

3.13 
(.52) 

2.81 
(.58) 

3.17 
(.56) 

2.77 
(.72) 

3.08 
(.44) 

1.98 
(.58) 

1.53 
(.88) 

2.06 
(.66) 

1.98 
(.73) 

2.65 
(.62) 

2.57 
(.63) 

2.54 
(.72) 

30.76 
(7.61) 

9.98 
(5.79) 

6.23 
(1.71) 

不變(b) 
2.86 
(.66) 

2.89 
(.66) 

2.96 
(.57) 

2.79 
(.80) 

2.96 
(.82) 

2.82 
(.54) 

3.15 
(.72) 

2.21 
(.91) 

1.71 
(.91) 

2.00 
(.68) 

2.00 
(.81) 

2.50 
(.63) 

2.46 
(.66) 

2.38 
(.68) 

26.93 
(9.56) 

3.93 
(2.16) 

7.50 
(2.62) 

變好(c) 
3.12 
(.63) 

3.12 
(.63) 

2.87 
(.48) 

3.00 
(.41) 

3.00 
(.82) 

3.00 
(.00) 

2.75 
(.64) 

1.87 
(.85) 

1.38 
(.75) 

1.87 
(.63) 

2.25 
(.50) 

2.87 
(.63) 

2.62 
(.75) 

2.62 
(.85) 

27.50 
(8.50) 

4.00 
(5.23) 

6.25 
(2.98) 

混合(d) 
3.37 
(.64) 

3.25 
(.71) 

3.38 
(.58) 

3.12 
(.83) 

3.37 
(.44) 

3.25 
(.75) 

2.87 
(.58) 

2.12 
(.58) 

1 
(.00) 

2.00 
(1.07) 

2.12 
(.99) 

3.00 
(.38) 

2.93 
(.62) 

3.06 
(.73) 

36.25 
(13.53)

11.12 
(3.09) 

8.37 
(1.68) 

事後比較                                a,d>b,c  d>a 

個人 

資源 

變動 

變壞(a) 
3.26 
(.52) 

3.15 
(.46) 

3.16 
(.48) 

2.80 
(.59) 

3.16 
(.54) 

2.79 
(.71) 

3.11 
(.45) 

2.01 
(.55) 

1.51 
(.88) 

2.10 
(.68) 

2.08 
(.76) 

2.68 
(.60) 

2.58 
(.62) 

2.54 
(.72) 

30.29 
(6.51) 

9.97 
(5.53) 

6.17 
(1.66) 

不變(b) 
2.89 
(.72) 

2.95 
(.67) 

3.04 
(.55) 

2.84 
(.63) 

3.00 
(.74) 

2.68 
(.70) 

2.91 
(.50) 

2.23 
(.87) 

1.80 
(.93) 

2.04 
(.63) 

1.82 
(.73) 

2.64 
(.71) 

2.43 
(.66) 

2.48 
(.73) 

29.27 
(6.84) 

6.81 
(4.92) 

6.91 
(2.42) 

變好(c) 
3.14 
(.67) 

3.23 
(.56) 

3.09 
(.54) 

3.00 
(8.07) 

3.36 
(.67) 

3.09 
(.54) 

2.95 
(.52) 

1.64 
(.60) 

1.14 
(.45) 

1.59 
(.70) 

1.77 
(.72) 

2.59 
(.66) 

2.54 
(.61) 

2.77 
(.72) 

29.54 
(13.17)

6.00 
(4.89) 

7.72 
(2.28) 

混合(d) 
3.17 
(.61) 

2.83 
(.82) 

2.83 
(1.03) 

3.00 
(8.37) 

3.17 
(.61) 

3.00 
(.77) 

3.17 
(.93) 

1.83 
(.52) 

1.25 
(.42) 

2.00 
(.71) 

1.83 
(.52) 

2.75 
(.52) 

3.17 
(.68) 

2.67 
(.93) 

41.83 
(18.98)

12.33 
(9.00) 

7.67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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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後比較                              d>a,b,c    

身心 

健康 

變動 

變壞(a) 
3.21 
(.63) 

3.16 
(.56) 

3.13 
(.53) 

2.80 
(.63) 

3.14 
(.57) 

2.73 
(.74) 

3.06 
(.50) 

1.99 
(.57) 

1.40 
(.78) 

2.09 
(.73) 

2.01 
(.79) 

2.65 
(.61) 

2.57 
(.65) 

2.48 
(.73) 

30.87 
(7.66) 

10.14 
(6.00) 

6.61 
(1.90) 

不變(b) 
3.12 
(.45) 

2.98 
(.42) 

3.09 
(.42) 

2.83 
(.58) 

3.19 
(.58) 

3.00 
(.60) 

3.06 
(.45) 

2.09 
(.68) 

1.94 
(.99) 

1.98 
(.55) 

2.01 
(.65) 

2.69 
(.65) 

2.56 
(.61) 

2.80 
(.64) 

30.76 
(8.80) 

7.61 
(4.48) 

5.97 
(1.98) 

變好(c) 
3.18 
(.65) 

3.18 
(.59) 

3.00 
(.84) 

3.18 
(.59) 

3.12 
(.88) 

2.87 
(.44) 

3.12 
(.64) 

1.81 
(1.00) 

1.12 
(.35) 

1.75 
(.60) 

1.75 
(.60) 

2.75 
(.53) 

2.75 
(.70) 

2.36 
(.90) 

26.75 
(13.99)

5.50 
(4.89) 

7.37 
(1.99) 

混合(d)                                   

事後比較                  b>a,c                 

 

表 1‐23、原住民災民樣本群在社會心理變動層面的組別於因應及心理適應的得分平均值、標準差及事後比較 

    計畫  接受 
正向 

重釋 
幽默 

主動

因應 

工具性

支持 
宗教  自責 

物質 

使用 

行為

脫離 
否認  分心  宣洩 

情緒性

支持 

創傷後

症候 
憂鬱 

生活 

滿意度 

生計 

變動 

變壞(a) 
3.15
(.71) 

3.18 
(.69) 

2.98 
(.78) 

2.96
(.69) 

3.13
(.69) 

3.01
(.70) 

3.12
(.75) 

2.22
(.77) 

1.41 
(.66) 

1.86
(.66) 

1.96
(.78) 

2.51
(.75) 

2.69
(.72) 

2.64
(.69) 

29.01
(8.57) 

8.73 
(6.02) 

7.98 
(2.45) 

不變(b) 
2.77
(.99) 

2.77 
(.93) 

2.64 
(.92) 

2.62
(.88) 

2.79
(.90) 

2.64
(.90) 

2.86
(.99) 

1.99
(.80) 

1.41 
(.57) 

1.71
(.68) 

1.72
(.74) 

2.35
(.81) 

2.50
(.87) 

2.39
(.87) 

27.24
(7.54) 

7.95 
(5.15) 

9.47 
(2.42) 

變好(c) 
3.07
(.47) 

2.96 
(.46) 

2.86 
(.50) 

2.79
(.32) 

3.07
(.47) 

3.07
(.47) 

3.14
(.41) 

2.36
(.77) 

1.50 
(.55) 

2.32
(.67) 

2.25
(.61) 

2.79
(.73) 

2.57
(.55) 

2.71
(.73) 

28.50
(6.73) 

7.93 
(5.25) 

9.21 
(1.42) 

混合(d) 
3.17
(1.04) 

3.67 
(.58) 

3.33 
(.29) 

3.83
(.29) 

3.33
(.76) 

2.67
(.29) 

4.00
(.00) 

1.83
(.29) 

1.00 
(.00) 

1.67
(.76) 

1.67
(.58) 

3.00
(.50) 

2.83
(.76) 

2.50
(.50) 

30.00
(7.00) 

5.33 
(2.89) 

8.33 
(2.08) 

事後比較  a>b  a>b  a>b  a>b  a>b  a>b        c>a              b>a 

人際 

變動 

變壞(a) 
2.84
(.71) 

2.73 
(.75) 

2.70 
(.57) 

2.68
(.70) 

3.00
(.64) 

2.82
(.59) 

2.77
(.75) 

2.55
(.74) 

1.80 
(.87) 

1.93
(.70) 

1.86
(.83) 

2.07
(.64) 

2.59
(.80) 

2.66
(.54) 

33.59
(10.27) 

12.64 
(7.13) 

7.00 
(2.81) 

不變(b) 
2.72
(1.02) 

2.74 
(.93) 

2.56 
(.96) 

2.60
(.94) 

2.74
(.90) 

2.60
(.94) 

2.67
(.97) 

1.97
(.74) 

1.47 
(.59) 

1.77
(.64) 

1.69
(.64) 

2.16
(.67) 

2.45
(.86) 

2.44
(.87) 

26.52
(7.41) 

7.84 
(4.33) 

9.65 
(2.47) 

變好(c) 
3.25
(.63) 

3.26 
(.63) 

3.05 
(.71) 

3.03
(.60) 

3.22
(.67) 

3.04
(.64) 

3.40
(.62) 

2.12
(.78) 

1.27 
(.52) 

1.81
(.72) 

1.98
(.81) 

2.74
(.75) 

2.70
(.67) 

2.56
(.73) 

27.84
(7.07) 

7.16 
(5.47) 

8.25 
(2.20) 

混合(d) 
3.00
(.69) 

3.17 
(.71) 

3.17 
(.71) 

2.92
(.60) 

2.92
(.62) 

3.19
(.62) 

3.47
(.61) 

2.44
(.91) 

1.44 
(.66) 

1.97
(.67) 

2.19
(.82) 

2.97
(.74) 

2.86
(.84) 

2.78
(.79) 

32.56
(9.29) 

11.61 
(6.35) 

8.47 
(1.68) 

事後比較  c>b  c>a  c,d>b  c>b  c>b  c,d>b 
c>a,b, 
d>b 

a>b  a>c     
c>a,b
d>a,b 

   
a>b,c 
d>b 

a>b,c 
d>c 

b>a,c 

生活 

條件 

變動 

變壞(a) 
2.97
(.69) 

2.97 
(.74) 

2.93 
(.73) 

2.83
(.65) 

3.02
(.63) 

2.94
(.70) 

3.11
(.74) 

2.41
(.77) 

1.53 
(.70) 

1.91
(.67) 

1.94
(.74) 

2.53
(.73) 

2.57
(.71) 

2.67
(.56) 

31.23
(9.10) 

10.70 
(6.51) 

7.30 
(2.56) 

不變(b) 
2.84
(.99) 

2.82 
(.91) 

2.61 
(.94) 

2.68
(.90) 

2.80
(.88) 

2.68
(.88) 

2.88
(.96) 

2.03
(.75) 

1.45 
(.58) 

1.85
(.67) 

1.76
(.73) 

2.30
(.77) 

2.55
(.86) 

2.40
(.90) 

27.30
(7.86) 

7.64 
(4.51) 

9.48 
(2.47) 

變好(c)  3.13  3.24  3.02  2.98  3.20  3.06  3.23  1.92  1.23  1.66  2.01  2.68  2.68  2.60  26.63  6.86  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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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61)  (.64)  (.64) (.71) (.63) (.73) (.76) (.54)  (.69) (.83) (.70) (.70) (.67) (5.62) (5.49)  (1.88) 

混合(d) 
3.65
(.43) 

3.65 
(.43) 

3.54 
(.43) 

3.31
(.52) 

3.54
(.52) 

3.19
(.69) 

3.69
(.43) 

2.46
(.85) 

1.23 
(.60) 

1.77
(.78) 

1.96
(.85) 

2.73
(1.03) 

2.92
(.61) 

2.81
(.90) 

28.46
(9.13) 

8.15 
(6.54) 

9.08 
(1.26) 

事後比較  d>b 
c>b, 
d>a,b 

d,c>b    d,c>b  c>b  d>b  a>b,c        c>b      a>b,c  a>b,c  a<b 

個人 

資源 

變動 

變壞(a) 
3.07
(.68) 

3.03 
(.76) 

2.89 
(.77) 

2.83
(.70) 

3.02
(.66) 

3.05
(.69) 

3.10
(.73) 

2.45
(.82) 

1.65 
(.75) 

1.95
(.66) 

1.83
(.70) 

2.53
(.77) 

2.71
(.79) 

2.77
(.54) 

32.92
(8.85) 

11.56 
(6.33) 

6.96 
(2.60) 

不變(b) 
2.76
(1.02) 

2.77 
(.95) 

2.62 
(.93) 

2.60
(.91) 

2.74
(.89) 

2.60
(.94) 

2.81
(1.03) 

2.02
(.78) 

1.47 
(.57) 

1.86
(.66) 

1.75
(.73) 

2.23
(.73) 

2.48
(.87) 

2.38
(.92) 

27.02
(7.26) 

7.91 
(4.57) 

9.77 
(2.36) 

變好(c) 
3.15
(.69) 

3.19 
(.62) 

2.98 
(.75) 

3.00
(.62) 

3.21
(.70) 

3.00
(.62) 

3.26
(.68) 

2.03
(.76) 

1.21 
(.47) 

1.71
(.70) 

2.05
(.82) 

2.67
(.78) 

2.68
(.68) 

2.58
(.73) 

26.62
(7.40) 

6.39 
(5.35) 

8.58 
(1.67) 

混合(d) 
3.36
(.45) 

3.36 
(.67) 

3.27 
(.61) 

3.22
(.65) 

3.23
(.52) 

3.00
(.59) 

3.50
(.55) 

2.27
(.52) 

1.36 
(.81) 

1.73
(.75) 

1.95
(.82) 

2.77
(.52) 

2.64
(.60) 

2.45
(.57) 

29.36
(6.80) 

10.55 
(4.70) 

8.00 
(3.46) 

事後比較  c>b  c>b    c>b  c>b  a,c>b  b<c  a>b,c  a>c      c>b    a>b  a>b,c  a>b,c 
a<b,c 
b>c 

身心 

健康 

變動 

變壞(a) 
3.21
(.67) 

3.18 
(.73) 

3.05 
(.74) 

2.95
(.70) 

3.21
(.64) 

3.12
(.68) 

3.29
(.70) 

2.38
(.83) 

1.55 
(.74) 

1.92
(.65) 

2.00
(.78) 

2.58
(.74) 

2.75
(.73) 

2.75
(.56) 

31.93
(8.76) 

10.77 
(6.6) 

7.26 
(2.64) 

不變(b) 
2.84
(.94) 

2.82 
(.88) 

2.63 
(.88) 

2.63
(.80) 

2.81
(.85) 

2.66
(.86) 

2.85
(.94) 

2.06
(.72) 

1.39 
(.52) 

1.80
(.66) 

1.74
(.74) 

2.29
(.73) 

2.50
(.80) 

2.40
(.84) 

26.66
(7.34) 

7.58 
(4.40) 

9.55 
(2.17) 

變好(c) 
3.15
(.73) 

3.26 
(.62) 

3.07 
(.74) 

3.11
(.75) 

3.18
(.71) 

3.06
(.67) 

3.32
(.72) 

1.95
(.84) 

1.31 
(.63) 

1.81
(.79) 

2.03
(.70) 

2.77
(.80) 

2.66
(.76) 

2.63
(.82) 

26.59
(6.41) 

6.32 
(5.30) 

8.30 
(2.19) 

混合(d) 
2.79
(.64) 

2.93 
(.89) 

3.07 
(.67) 

3.00
(.71) 

3.07
(.61) 

2.86
(.38) 

3.14
(.69) 

2.36
(.85) 

1.36 
(.75) 

1.64
(.63) 

2.21
(1.11) 

2.79
(.76) 

3.00
(.82) 

2.79
(.76) 

36.29
(9.16) 

14.29 
(7.11) 

8.17 
(2.14) 

事後比較    c>b  a,c>b  c>b  a>b  a,c>b  a,c>b          c>b      a,d>b,c  a,d>b,c  b>a,c 

 

 

表 1‐24、漢人災民的因應、創傷後症候、憂鬱及生活滿意度間的相關 

  計畫  接受 
正向 

重釋 
幽默 

主動 

因應 

工具性

支持 
宗教  自責 

物質 

使用 

行為 

脫離 
否認  分心  宣洩 

情緒性

支持 

創傷後

症候 
憂鬱 

生活 

滿意度 

計畫  1                                 

接受  .55*** 1                               

正向重釋  .60*** .6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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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  .50*** .45***  .55***  1                           

主動因應  .48*** .44***  .42***  .34*** 1                         

工具性支持  .12  .03  .12  .10  .18*  1                       

宗教  .26**  .55***  .19*  .24**  .25**  .25**  1                     

自責  .12  ‐.03  .12  .17  .07  .31*** .04  1                   

物質使用  ‐.25** ‐.23**  ‐.27**  ‐.18*  ‐.04  ‐.02  ‐.11  .04  1                 

行為脫離  ‐.20*  ‐.32***  ‐.30**  ‐.16  ‐.30** ‐.05  .01  .16  .27**  1               

否認  ‐.13  ‐.24**  ‐.17  ‐.01  ‐.02  .15  ‐.05  .33*** .38***  .42*** 1             

分心  .21*  .10  ‐.00  .16  .28**  .26**  .13  .35*** .09  .04  .29**  1           

宣洩  .21*  .28**  .27**  .24**  .30*** .47*** .31*** .27**  ‐.09  .06  .21*  .27**  1         

情緒性支持  .15  ‐.05  .02  ‐.11  .13  .70*** .16  .19*  .13  ‐.05  .16  .29**  .38*** 1       

創傷後症候  ‐.12  ‐.14  ‐.15  .01  .05  .24**  .05  .08  .26**  .22*  .26**  .11  .18*  .21*  1     

憂鬱  ‐.17*  ‐.21*  ‐.27**  ‐.31*** ‐.07  .16  .10  .14  .09  .30**  .17  .22*  .02  .21*  .59*** 1   

生活滿意度  ‐.00  .13  ‐.00  .10  .12  .14  ‐.02  .11  ‐.15  ‐.28** ‐.11  ‐.01  .07  .09  ‐.03  ‐.19*  1 

* = p < .05, ** = p < .01, ***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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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5、原住民災民的因應、創傷後症候、憂鬱及生活滿意度間的相關 

  計畫  接受 
正向 

重釋 
幽默 

主動 

因應 

工具性

支持 
宗教  自責 

物質 

使用 

行為 

脫離 
否認  分心  宣洩 

情緒性

支持 

創傷後

症候 
憂鬱 

生活 

滿意度 

計畫  1                                 

接受  .71*** 1                               

正向重釋  .66*** .78***  1                             

幽默  .62*** .70***  .77***  1                           

主動因應  .67*** .71***  .73***  .65*** 1                         

工具性支持  .60*** .71***  .68***  .58*** .66*** 1                       

宗教  .66*** .83***  .73***  .70*** .65*** .64*** 1                     

自責  .22**  .25***  .28***  .19**  .16*  .21**  .31*** 1                   

物質使用  ‐.17*  ‐.19**  ‐.20**  ‐.22** ‐.16*  ‐.12  ‐.24*** .19**  1                 

行為脫離  ‐.13  ‐.19**  ‐.17*  ‐.18** ‐.20** ‐.06  ‐.13  .33*** .37***  1               

否認  .06  ‐.00  .05  .02  .08  .06  .11  .21**  .13  .28*** 1             

分心  .37*** .46***  .35***  .37*** .30*** .45*** .47*** .35*** ‐.05  .08  .23**  1           

宣洩  .49*** .61***  .56***  .54*** .59*** .61*** .56*** .26*** ‐.06  ‐.05  .15*  .43*** 1         

情緒性支持  .40*** .47***  .44***  .38*** .46*** .59*** .43*** .23*** .07  ‐.00  .16*  .33*** .52*** 1       

創傷後症候  ‐.00  ‐.12  ‐.04  ‐.08  ‐.10  ‐.03  ‐.05  .32*** .29***  .35*** .34*** .22*** ‐.01  .07  1     



63 
 

憂鬱  ‐.21** ‐.26***  ‐.23***  ‐.31*** ‐.30*** ‐.18** ‐.25*** .24*** .35***  .24*** .16*  ‐.01  ‐.16*  ‐.04  .56*** 1   

生活滿意度  .20**  .28***  .26***  .20**  .35*** .28*** .28*** ‐.17*  .07  ‐.06  ‐.14*  ‐.21** ‐.22** ‐.25*** ‐.21** ‐.04  1 

* = p < .05, ** = p < .01, *** = p < .00



肆、子計畫一：「災難整合性醫療網絡建立之模式」 

一、前言 

對於重大災難的應變，當地基層醫療能力若能發揮，不僅在國家一級(level I)救難小組尚未進入

當區的黃金 12 小時內，即可發揮獨立作業的能力，使傷亡人數將大為減少外，同時對於災區重建工

作都將有相當大的助益。本研究宗旨即是期望以建構一個災難整合性醫療網絡體系模式，平時能掌

握社區居民的健康資料，以團隊合作的方式提供一般大眾最有效率的醫療照護。而災難發生時，體

系內的資訊系統可以於第一時間提供災區居民的健康資料以及醫療資源，讓災區緊急應變中心充分

了解狀況，指揮醫療救護工作的進行，迅速發揮整體救護的效能。計畫將以高雄縣社區民眾為對象，

並結合高雄醫學院及附設醫院、高雄縣衛生局與高雄縣當地開業醫師診所。具體工作內容為建構以

社區為基礎的健康資訊系統，落實雙向轉診與轉檢之流程，並提供基層醫師持續進修管道，建立體

系內各級醫療單位橫向與縱向的合作模式，掌握體系內可動用的人力與物力等各項資源。 

災難整合性醫療網絡體系模式之計畫的推行可分兩方向來進行一個是由上而下，即是成立

國家級救難中心(Level I)、於地區成立(Level II)，隨不同災難的程度調度適當的人力前往支援。

另一個方向是由下而上，由地方開始做起，基層成立社區災變應變體系，提升其對災難的應變

能力。本計劃所提的災難整合性醫療網絡體系模式就是由下往上的做法，其主旨是：平時即能

掌握社區居民的健康資料，提供同步與非同步遠距視訊會議與會診，加強醫療體系橫向與縱向

的整合，落實轉診制度的進行，以團隊合作的方式提供一般大眾最有效率的醫療照護。而災難

發生時，體系內的資訊系統可以於第一時間提供災區居民的健康資料以及醫療資源，讓災區緊

急應變中心充分了解狀況，指揮醫療救護工作的進行，而體系內的各級醫療單位，也能因為平

時合作所培養的默契，迅速發揮整體救護的效能。 

    因此，本計劃之目的主要是： 

(一) 探討當前災難醫療模式之特質及其心理社會文化向度不足處 

(二) 救災經驗顯示使救災的資源得以充分使用 

(三) 針對救災醫療議題進行全盤性的探討，進而提出具體可行的整合辦法 

(四) 各項資源不僅僅解決目前災區居民的問題，同時也能推動建立“健康社區”的災後重建理想 

(五) 規劃及執行教育訓練，以儲備未來災後長期復健所需之人力，並當為未來災難教育訓練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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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材料與方法 

研究工作主要流程圖如下

實際參與八八水災事件醫

療團隊工作者經驗記錄 

八八水災事件高雄縣衛生局

之救災記錄 

規劃焦點團體與工作坊 

參與人員工作坊 學習工作坊 

救災與醫療經驗整理與討論

互相學習檢討進度與困境 

具體工作模式之建構 

規劃研擬實際工作內容 

規劃醫療團隊參與救災訓練的短期訓

練課程綱要 

救災人力資源庫與救災物資管理模式

之建立綱要 

災民及救災人員健康照護需求相關資

料之分析整理與健康照護對策擬訂 

彙整建立災難醫療團隊資源整合平台模式 

與工作模式及內容之建立 

災區民眾及救災人員的健康照護需求與災區疾

病預防以及災區民眾身心健康資料建立 

不
同
群
體
之
身
心
健
康
檔
案
可
與
其
它

子
計
畫
互
相
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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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以八八水災之災難工作經驗為基礎，透過衛生行政之官方資料以及救災實務工作者

的經驗探索整理，整理與發掘八八水災救災現場之經驗。整個資料之收集與分析乃採質性研究

方式，對於書面文字資料採用內容分析法，而訪談式資料以焦點團體及深度訪談方式進行資料

收集，對於訪談結果再予以分類歸納。最後將書面文字資料與訪談資料做統整，以建置災難之

整合式醫療工作模式之內容。 

    對於災區之醫療衛生工作人員之身心健康狀況及參與救災觀念及意願，則透過問卷調查方

式，以測量災區醫療人員之憂鬱症狀、創傷症狀、及醫療人文素養與救災意願。 

    在衛生行政之官方方面，針對八八水災事件高雄縣衛生局之救災記錄與工作報告進行內容

分析，以建構八八水災救災過程中的實際救災做為。內容分析乃依照衛生局業務科別分類如下： 

1. 疾病管制 

2. 醫政管理 

3. 藥政管理 

4. 食品衛生管理 

5. 衛生保健 

6. 衛生所社區個案管理 

7. 災難緊急衛生工作 

8. 跨專業與行政體系之整合工作 

 

    對於實際參與八八水災事件醫療團隊工作者經驗記錄，以焦點團體及深度訪談的方式進

行。救災與醫療經驗整理與討論，以檢討進度與困境，作為具體工作模式之建構、規劃研擬實

際工作內容、規劃醫療團隊參與救災訓練的短期訓練課程綱要及救災人力資源庫與救災物資管

理模式之建立綱要、災民及救災人員健康照護需求相關資料之分析整理與健康照護對策擬訂。

邀請參與之對象包括： 

1. 心理衛生行政工作人員 

2. 山地醫療行政人員 

3. 縣政府緊急應變中心工作人員 

4. 災區鄉鎮衛生所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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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醫師公會代表 

6. 支援災區心理衛生工作人員 

7. 支援災區醫療工作人員 

    最後，為建置災難之整合式醫療工作模式，以八水災之救災實務經驗為基礎，將衛生行政

之官方資料以及救災實務工作者的經驗探索整理之結果為依據，彙整建立災難醫療團隊資源整

合平台模式、與工作模式及內容之建立、及災區民眾及救災人員的健康照護需求與災區疾病預

防以及災區民眾身心健康資料建立。並將整理所得以工作方方式，實際與救災工作做映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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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焦點團體與工作坊 

參與人員工作坊&學習工作坊

(I)、救災與醫療經驗整理與討論 

(II)、針對救災與醫療經驗中種種，於參與人

員工作坊中交換心得並且互相學習檢討。 

（1） 高雄縣衛生局中實際參與八八

水災救災之工作人員，災害應

變過程中之緊急醫療工作之紀

錄，相關資料之整理、檢討，

參與人員工作坊中提供救災工

作記錄整理與討論。 

（2） 實際參與八八水災醫療團隊工

作者，亦在工作坊中提供救災

之經驗分享與討論。  

參加人員包括高雄縣衛生局、

衛生所、社區診所、地區醫院、

區域醫院、醫學中心、醫療學

術單位工作人員等。

（1）研究成員定期開會研討八八水災救

災工作相關的專業技術或人力支援

困難之相關課題。 

（2）討論救災醫師群派遣與支援醫院系

統整合，以及有效協調機制建立的

問題。 

（3）討論衛生行政部門在建制有效促進

及運用醫療資源，以便在災害醫療

中協助社區醫療體系維持醫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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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團隊會議 

10/10 

 

子計畫一資料收集、討論：健康生活需求關懷、人文素養、等

研究工具編製專家信效度建立。 

10/12 

 

子計畫一資料收集、討論會 

地點：福客來餐廳 

參與人員：駱文慧老師、黃旼儀醫師，張松山秘書 

助理：黃盈斐、陳慧閔、謝依娜、謝承融、王培諭 

 

10/14、15 

 

研究工具修訂、訪談大綱修改。 

地點：剛朵拉餐廳 

參與人員：駱慧文老師、黃旼儀醫師、陳慧閔、謝依娜、謝承

融。 

10/18 

 

子計畫一「災難整合性醫療網絡體系模式」定稿會議:第一階段

研究工具邀請函個別訪談大綢、焦點圄體、 研究知情同意書。 

10/20 

 

總計劃與各子計畫討論會。 

地點：勵學大樓 2 樓會議室會議 

內容:身心健康問卷修訂、訪視樣本進行方式，研究參與者的獎

勵方式。 

參與人員：許文耀教授、謝臥龍副教授 黃志中局長、陳武宗副

教授、勵馨基金會張乃千，謝碧玲副教授、黃旼儀醫師、駱慧

文老師。 

助理：陳慧閔、謝依娜、謝承融、楊珮琪、林克、謝鳳凌。 

10/23 

 

子計畫一、二、六討論會地點：啟川大樓 19 樓 

討論內容:高醫四個子計劃的經費運用，進行整合運作方式確定

每月第三個呈期五下午四點會議。 

參與人員：賴春生院長、陳武宗副教授、陳正生醫師、駱慧文

老師、黃旼儀醫師。  

助理：陳慧閔、謝承融。 

11/20 

 

高醫之 88 水災的校內討論會議 

舉辦地點:CS801 

討論內容：子計畫 I. II. VI.工作執行狀況及行動經驗分享日誌之

會報。會報需呈現己收集的研究資料內容的討論分析。 

參加人員:賴春生院長、陳武宗副教授、陳正生醫師、駱慧文老

師、黃旼儀醫師、謝碧玲老師 、張松山秘書、陳慧閔、謝承融、

謝依娜。 

12/10 總計劃與各子計畫討論會。  

地點：勵學大樓 2 樓會議室  

會議內容: 

1. 各子計畫之整合與連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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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問卷加以討論修改。  

參與人員：許文耀教授、賴春生教授、鄭英耀教授、謝臥龍

副教授、謝碧玲副教授、黃旼儀醫師、駱慧文老師。  

助理：陳慧閔、謝依娜、謝承融、楊珮琪、葉姿吟、林克、

謝鳳凌、林季噥、林盈甄、陳儀龍。  

1/15 工作討論會  

地點：阮綜合醫院家醫科辦公室  

討論內容：災難醫療實務工作經驗個別訪談對象之擬定  

參加成員：黃旼儀醫師、黃志中醫師、謝承融助理  

3/08 

 

工作討論會  

地點：阮綜合醫院家醫科辦公室  

討論內容： 88 水災整合式醫療照護模式訓練工作坊內容及

講師名單  

參加成員：黃旼儀醫師、黃志中醫師、謝承融助理  

4/20 

 

工作討論會  

地點：阮綜合醫院家醫科辦公室  

討論內容：災難醫療實務工作經驗個別訪談結果之初步討

論  

參加成員：黃旼儀醫師、黃志中醫師、謝承融助理  

5/08 

 

工作討論會  

地點：阮綜合醫院家醫科辦公室  

討論內容：災難醫學教育及衛生行政資料彙整及討論  

參加成員：黃旼儀醫師、黃志中醫師、謝承融助理  

7/05 

 

工作討論會  

地點：阮綜合醫院家醫科辦公室  

討論內容：88 水災整合式醫療照護模式訓練工作坊結果之

初步討論  

參加成員：黃旼儀醫師、黃志中醫師、謝承融助理  

9/03 

 

工作討論會  

地點：阮綜合醫院家醫科辦公室  

討論內容：災區身心問卷後測執行計畫  

參加成員：黃旼儀醫師、黃志中醫師、謝承融助理  

10/26 工作討論會  

地點：阮綜合醫院家醫科辦公室  

討論內容：計劃結果統整  

參加成員：黃旼儀醫師、黃志中醫師、謝承融助理  

11/5 工作討論會  

地點：阮綜合醫院家醫科辦公室  

討論內容：計劃結果統整以及期末報告撰寫  

參加成員：黃旼儀醫師、黃志中醫師、謝承融助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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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度訪談與焦點團體 

• 98/10/20 [醫療人員個別訪談]  

茂林鄉衛生所陳明德主任、高貴香護理長、楊秋香護士、孫珮華護士有關緊急醫療工作

經驗 

• 98/11/26  [醫療人員個別訪談]  

桃源鄉衛生所邱孟肇主任有關社區健康照護資料系統的建置以提供緊急應變中心決策

之議題經驗分享與討論 

• 98/12/23  [醫療人員個別訪談]  

  高雄縣醫師公會莊維周理事長有關社區診所與各級醫院的整合與醫師 

  的調度分配 

• 99/2/27   [衛生行政人員個別訪談]  

  高雄縣政府衛生局山地醫療承辦人員有關原住民部落災難醫療之衛生 

        行政經驗 

• 98/3/12   [緊急應變中心人員個別訪談]  

  高雄縣政府衛生局緊急應變中心承辦人員有關緊急應變中心執行災難 

        醫療之衛生行政經驗   

• 98/4/10    [心理衛生行政人員個別訪談]  

        高雄縣政府衛生局心理衛生承辦人員有關心理衛生相關之災難醫療衛 

        生行政經驗 

• 98/5/12    [災區心理衛生工作個別訪談]  

  災區前線心理衛生工作人員有關災難心理衛生相關工作經驗 

• 99/1/26   [茂林鄉焦點團體]  

 關於衛生所緊急醫療，醫護人力訓練措施 

• 99/2/8    [高雄縣衛生局焦點團體]  

        關於高雄縣衛生局醫療體系、衛生行政方面及社區診所、地區醫院、區域醫院、醫學

中心、醫療學術單位之醫療資源的運作如何加強 

• 99/3/2    [88 水災參與人員焦點團體]  

鳳雄與陸官的安置營區醫務參與人員、實際參與八八水災醫療團隊的醫師、衛生局中實

際參與八八水災救災之工作人員經驗分享與討論 

• 99/3/24   [高雄縣衛生局醫政科焦點團體] 

對於災難醫療衛生行政工作的執行，衛生局本部與現政府及鄉鎮衛生所之間聯繫工作的

實務經驗 

 

（三）88 水災整合式醫療照護模式訓練工作坊 

• 99/6/17   [88 水災整合式醫療照護模式訓練工作坊-1] 

主題：救災實務經驗探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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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99 年 6 月 17 日 

地點：阮綜合醫院家醫科辦公室 

主講人：黃志中醫師 

主要內容： 

   災區的邊陲性 

   救災的主導性與災區自主性之衝突 

   專業主義之救災行動的局限 

   救災的現代性與新治理 

   從受難災區到受損區 

• 99/6/23   [88 水災整合式醫療照護模式訓練工作坊-2] 

     主題：救災實務經驗分享  

     日期：99 年 6 月 23 日 

     地點：阮綜合醫院家醫科辦公室 

     主講人：歐燦騰醫師 

     主要內容： 

          參與就災之醫療人員需要的考量有三點：安全、體力、物質。 

       適合去支援山地鄉災後醫療的醫師應熟知當地醫療需求。 

       救災之醫療準備須考慮不同類別災害的影響，不應全然依照 921 震 

            災經驗。 

       醫護人員的態度：自願與非自願、食衣住行盡量自己搞定。 

• 99/9/1   [88 水災整合式醫療照護模式訓練工作坊-3] 

    主題：社工經驗分享  

    日期：99 年 9 月 01 日 

    地點：阮綜合醫院家醫科辦公室 

    主講人：許碧芬社工師 

    主要內容：  

      社工員在救災醫療中所應該擔任的角色。 

      災區訊息不明確。 

      所屬醫院與救災體系連結不佳。 

      災區醫療機構之社工需求未被正確評估。 

      指派至災區之社工員沒有交通工具接駁。 

 

（四）88 水災整合式醫療照護模式之災難醫學教育建構座 

      談會 

     88 水災整合式醫療照護模式之災難醫學教育建構座談會-1 

• 日期：99 年 8 月 27 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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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阮綜合醫院家醫科辦公室 

• 參與人員：黃志中醫師、郭振吏醫師、劉慧萍心理師、陳予修護理師。 

                  助理：謝承融 

主要內容： 

• 災難的不確定性，沒有一定的模式或一致的經驗可以被套用到不同災難，醫師應學習

面對此一不定性，而非一陳不辨或理所當然的套用。 

• 醫師危機處理能力的培養。 

• 公共衛生的實踐，不僅限於教科書的閱讀，應該有進一步實務的體驗。 

• 醫師對於不同專業功能與角色的陌生。 

• 醫師常在災難中被期待成為一個領導者以領導醫療團隊，但醫師的養成常常只是著重

在疾病的診斷與治療。醫師的養成並無領導統馭的訓練，不知如何成為一個領導者。況

且，在團隊工作中，醫師也可能會渴望作為一個領導者。 

88 水災整合式醫療照護模式之災難醫學教育建構座談會-2 

• 日期：99 年 9 月 02 日(星期四) 

• 地點：阮綜合醫院家醫科辦公室 

• 參與人員：黃志中醫師、郭振吏醫師、劉慧萍心理師、陳予修護理師。 

                助理：謝承融 

主要內容： 

• 醫師方面幾個部分需要加強 

• 領導能力,當這個人不是領導者時，他是否願意被栽培為領導者的角色。 

• 公共衛生實務的參與。 

• 跨領域，對其他領域的功能不是那麼熟悉，在災難當中與其他人合作將會變得比較困難。 

• 遇到無法處理的事，或是適當的支援時，如何去因應的能力。 

88 水災整合式醫療照護模式之災難醫學教育建構座談會-3 

• 日期：99 年 9 月 09 日(星期四) 

• 地點：阮綜合醫院家醫科辦公室 

• 參與人員：黃志中醫師、郭振吏醫師、吳煜隆醫師、劉慧萍心理師、陳 

             予修護理師。 

                助理：謝承融 

主要內容 

• 危機處理。 

• 災難醫療教材的編排。 

• 醫院內災難醫療小組的編制應當要有許多不同專業領域的人。 

• 救災醫療人員解壓的技巧。 

• 心理急救之專業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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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救災工作紀錄收集與建檔       

相關衛生行政救災資料紀錄共計 25 大項 

• 高雄縣政府計畫處 

– 莫拉克颱風災後重建重要會議摘要 

• 高雄縣政府衛生局 

– 風災辦理情形表 

– 莫拉克風災緊急應變作業   

• 高雄縣政府衛生局保健科 

– 辦理莫拉克颱風災後重建重要會議摘要表 

– 甲仙、六龜鄉家庭服務中心規劃 

• 高雄縣政府衛生局藥物食品科 

      －  莫拉克風災藥材支援工作報告 

• 高雄縣政府衛生局總務科 

– 緊急採購及後勤支援重要事項 

– 後勤車輛派遣重要事項 

• 高雄縣政府衛生局 

– 【莫拉克颱風】災後日誌 

– 莫拉克颱風安置場所災後日誌 

– 莫拉克風災中期安置所一週工作報告 

– 莫拉克颱風醫療人員進駐站別及處置傷患人數統計表 

– 莫拉克颱風災後—家園重建組重點工作報告 

– 98 年災害應變協調會議紀錄 

• 莫拉克颱風應變與安置期高雄縣那瑪夏鄉衛生所工作報告 

• 「莫拉克風雨災」98/8/06 至 9/20 茂林衛生所工作報告 

• 莫拉克颱風應變與安置期高雄縣桃源鄉衛生所工作報告 

• 高雄縣政府衛生局莫拉克颱風災民疏散緊急醫療救護 

－  旗山國中救護站開設經驗談 

• 高雄縣衛生局處理受災民眾安置場所（宗教團體）標準作業流程說明 

• 高雄縣政府衛生局 

－  落實整合性部落心理衛生工作於 88 災民安置營區計劃 

－  民間團體申請莫拉克風災災難心理衛生服務 

－  陸軍官校 88 水災災民心理重建計畫 

－  「八八水災」陸軍官校-整合型部落心理衛生計畫 

－  「八八水災」陸軍官校心理重建計畫說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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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精神衛生行政於莫拉克風災的介入成效與檢討 ~ 災後心理 

                衛生工作實務經驗 

 

三、結果 

（一）衛生行政之災害應變工作要項 

 

高雄縣災害應變中心成立衛生局因應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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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應變小組召集人＜局長＞   視災情指示 

  相關課室處理 

通知醫政課長進駐 

連絡課室主管輪值 

每班填寫災情報告 

災情及處理情形 

交醫政課彙整 

災情及處理情形 

交醫政課彙整 

行政院衛生署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行政院南服中心 

災後復健工作 

1.進 駐 課 室 主 管 依 序 為 白 班 及 小 夜 － 醫 政 課 、 

 食品衛生課、保健課，大夜－疾管課、藥政課、

 檢 驗 課 。 

2.白班及小夜為五小時一輪＜如 8:00~13:00、 

  13:00~18:00、18:00~23:00＞ 

3.大夜為 23:00~隔日 8:00 

4.應變中心成立第一時段＜如大夜則為男性 

  主管＞由醫政課進駐。 

衛生署聯絡電話：＜02＞23210124~246 

          傳真：＜02＞23972403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註明給衛生署派駐人員＞ 

          電話：＜02＞23882119~6950＜6958＞ 

          傳真：＜02＞23755880＜23755866＞ 

行政院南部聯合服務中心 

          電話：＜07＞2135286＜2135287＞ 

         傳真：＜07＞2711483 

災情為綜合性由醫政課彙通報 

單一災情由主辦課通報並副知醫政課。 

隨時回報 

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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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緊急安置場所介入措施及方法 

（1）緊急安置場所健康管理工作：災民緊急安置於  教會、寺廟共 21 個點，衛生局及轄區衛生所

工作人員每日至安置場所執行健康管理工作。 

（2）實地訪查所有安置所現況 

（3）訂定九大健康管理工作項目及注意事項 

（4）召開衛生所工作說明會，說明工作重點及建立各區安置所衛生所負責人聯絡窗口。 

（5）每日由派駐專人至所轄安置場所訪視，協助九大健康管理工作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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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災區藥政管理 

 

 

＊災區藥物補給 

（1）主動補給-配合民生物資空投投與非處方用藥  

     及一般外傷使用藥物及衛材。 

（2）接獲災害狀況處理單-立即與報案人連繫，再 

     次確認其需求並評估可行性或輔導就醫。 

（3）備份非處方用藥於南寶機場-由直升機駕駛依 

     災區住民需求給予。 

（5）藥物透過空投、陸運送交災區。 

（7）派駐災區醫療團隊藥物物資需求，由醫療團隊 

     自行負責配送。 

 

＊88 水災民收容所藥品管理  

（1）災民收容所藥品管理 

（2）災區食品、飲用水衛生安全監管 

（3）有效控管物資，避免醫療物資之捐贈過   剩造成不必要之浪費，以確保藥材有效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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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收容所藥品管理方法： 

     －調查各收容所進駐之醫療團隊，建立藥材供應來源資料。 

     －有關藥材之需求，原則上由醫療團隊先自行籌措，所支出如需由本府支 

       應相關費用，請檢附支出明細及收據，本局專簽請縣府支付 

     －建立各界所捐贈之藥品資料庫，以便提供藥品清單供各收容所領用。 

     －本局每日機動派車載運醫療物資至各收容所 

 

（5）88 水災高雄縣衛生局可提供藥物品項 

‧ 解熱鎮痛、消炎鎮痛劑 

‧ 胃腸用藥 

‧ 感冒、止咳藥 

‧ 抗生素、抗過敏藥 

‧ 小兒用藥【感冒、止咳、退燒糖漿】 

‧ 外用藥膏【皮膚、黴菌、眼藥膏】 

‧ 外傷用藥、消毒藥水、敷料等 

‧ 維生素 C、安素、鈣片、維生素 B群等營養品 

 

3. 災難恢復期心理衛生工作 

（1）以尊重原住民部落的信仰與文化、既有的組織模式及群體結構特性，以原民為主體，工作過程

看重原民部落牧師及長者之協力及意見，予以必要之長期陪伴和培力。 

（2）訂定民間團體申請心理衛生服務之注意要點及督導機制。 

（3）以強化在地服務為原則，結合轄區之精神、心理專業團隊及民間團體資源共同推動。 

（4）顧及目前安置所災民及在災區之災民及災民遷村至杉林鄉之永久屋、或半年、一年後由安置所

撤離、災民須返回原鄉，所以本縣之心理重建計畫是行動方案的性質，在執行期間會因 服務

對象的異動與需求做適當的修正。  

‧ 災後心理重建，降低災難對心理健康之傷害，整合現有政府與社會心理支持、諮詢、諮商、

精神醫療等服務資源，結合在地社區組織，運用直接服務、衛教、宣導、教育訓練與資源連

結等方式，協助災難倖存者、受災民眾親友、救援人員以及其他社會大眾心理重建，並涵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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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民」與「救災者」全方面之心理衛生服務計畫，達到恢復受災民眾心理健康，強化災難

心理衛生體制建立。 

‧ 評估轄內各重建區之心理衛生服務需求 ，劃分災後重建區精神醫療、心理衛生專業團體之認

養區域。 

‧ 召開心理重建工作協調會，建立心理衛生服務之督導機制。 

‧ 擇安置所「鳳雄營區」開始推動整合性部落心理重建工作： 

        以支持行性會談技巧進行關懷評估，已完成總人數 7成 360 人之初篩 

        篩檢出需關懷者再分級管理，視個案需求提供個別心理處遇及適當關 

        懷，目前鳳雄有 74 位須進行個諮服務及規劃 7個支持團體。 

‧ 98 年 8 月 10 日即啟動心理重建機制。此一同時衛生署對於地方災後心理衛生工作需求，並

未提供任何經費協助，亦未協助統整心理衛生項關資源。有關莫拉克水災之心理衛生工作，

衛生署直到 98 年 12 月底才核准，而於 99 年 1 月才核撥相關經費 

 

4. 防疫災害應變 

（1）「防疫應變工作小組」各組自行開始運作。 

（2）本局隨時與各衛生所保持密切聯繫，掌握災情展，並進行必要之防疫人力、車輛與物資整備及

調度。 

（3）監控疫苗保存情形。 

（4）加強衛教宣導工作，提醒民眾避免腸道疾病之發生。 

（5）加強傳染病監視，有異常立刻進行防疫清消工作。 

（6）收容中心傳染病監控。 

（7）克流感藥物的配置與使用。 

（8）防疫物資配送。 

（9）發送破傷風類毒素疫苗及抗蛇毒血清至災區。 

（10）調查收容場所幼兒接種狀況，協助幼兒完成接種。 

（11）成立防疫緊急應變小組 

‧ 調查縣內淹水面積，共有 26 鄉鎮，共 73159 戶 



 

 
 

- 81 -

‧ 緊急調度消毒藥水供受災地區使用，透過各鄉公所發放消毒水共 90913 瓶，累計完成防疫消

毒宣導戶數 70908 戶 

‧ 預防接種疫苗毀損調度，疫苗損毀六龜、那瑪夏、湖內鄉衛生所 

‧ 收容中心傳染病監控，至 8/20 止共 3260 人看診數 428 人 

（12）恢復期傳染病防治： 

‧ 印製水災消毒宣導單張 

‧ 印製疥瘡防治單張 

‧ 印製 H1N1 宣導單張 

‧ 印製咳嗽禮儀單張 

（13）重建期災後防疫重建： 

‧ 防疫監視系統重建 

‧ 醫療通報系統建構 

‧ 學校監視系統重建 

‧ 其他機構通報系統建構 

‧ 民眾主動監視通報 

（14）防疫人力重建 

‧ 衛生防疫人員重建及聯繫網絡建構 

‧ 在職訓練 

‧ 支援人力儲備—防疫志工訓練 

‧ 醫院防疫人力—感控醫師、感控護士 

‧ 校護訓練 

（15）預防接種工作重建 

        1.常規疫苗補充 

        2.冷運冷藏設備 

        3.不斷電設備 

        4.新增疫苗接種 

          － 65 歲以上老人流感全面接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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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歲以下兒童 B型嗜血桿菌疫苗接種 

          － 水痘疫苗接種 

（16）組合屋防疫監控 

‧ 飲用水衛生---腸道疾病 

‧ 病媒監測---登革熱、蟲媒監控 

‧ 疾病監測---呼吸道疾病監測 

（17）其它（消毒藥劑及消毒藥品儲備、自來水水質監控….） 

 

5. 災難之災區保健業務 

（1）恢復期保健業務 

   － 慢性疾病： 

      列案管理安置所內慢性疾病住民，協助就醫、按時回診、服藥、生理指標測量監控，避免因

災害造成慢性治療中斷，使病情惡化。 

   － 特殊個案： 

      列案管理安置所內嬰幼兒、孕產婦、老人、身心障礙者，評估其需求提供個人、家屬或主要

照護者相關衛教，維持個案日常生活功能及健康基本照護需求，必要時轉介專業機構。 

（2）重建期保健業務 

   － 家戶健康管理： 

      以家戶為單位，針對各年齡層成員進行健康調查及保健指導，發現異常個案或高危險群，列

入衛生所個案管理。 

   － 社區健康管理： 

      以社區為單位，利用現有社區健康營造資源介入，凝聚重建社區共同意識，建立社區健康自

主管理模式。 

 

6. 災難之災區食品、飲用水衛生安全監管 

（1）緊急救災期－災民收容所供膳需求評估 

    － 擬定莫拉克颱風高雄縣災民收容所餐飲衛生輔導計畫分階段辦理飲食輔導。 

    － 以供膳需求角度進行關懷，並以此反推其飲食衛生概況，適時給予輔導及建議，或主動聯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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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單位解決其需求，以確保災民餐飲衛生安全無虞 

（2）緊急救災期－災區食品販賣業者輔導 

    － 稽查災區便利商店、雜貨店、餐飲業者之飲食安全, 

    － 輔導業者不得販售提供泡水後毀損、變質、發霉或腐敗等食品及原物料 

    － 加強農產品和捐贈食品質量的監管，展開安全檢查 

（3）恢復期－組合屋社區及救災物資集中分發場所的食品安全 

    － 家戶分發「飲食安全宣導」單張,避免民眾發生飲食中毐事件發生 

    － 加強農產品和捐贈食品質量的監管，展開安全檢查，嚴防假冒偽劣、腐敗變質和超過保質期

等不 合格食品流入災區 

（4）重建期－加強食品安全衛生教育 

    － 食品業者稽查管理 

    － 民眾食品安全衛教宣導 

    － 災區學校食品安全輔導 

 

（二）相關災難醫療團隊訓練課程與醫療團隊相關資料之分 

1. 98.11.27 莫拉克風災緊急醫療救護討論會 

2. 醫療團隊相關資料之分析整理 

       88 水災醫療救護相關人員資料之分析整理 

    人數 比率 

工作地點   

 衛生所 58 61.10% 

 基層醫療 17 17.90% 

 後送醫院 20 21.00% 

居住地點   

 高雄縣茂林鄉 8 8.42% 

 高雄縣桃源鄉 12 12.63% 

 高雄縣那瑪夏鄉 7 7.36% 

 高雄縣甲仙鄉 9 9.47% 

 高雄縣六龜鄉 10 10.52% 

 高雄縣杉林鄉 2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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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縣旗山鎮 17 17.89% 

 屏東縣三地門 1 1.05% 

 其它 29 30.52% 

族群    

 閔南 6 6.32% 

 平埔 1 1.02% 

 客家 24 25.06% 

 外省 33 34.74% 

 布農 21 22.11% 

  其他 10 1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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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參與此次救災醫療人員成正面回應,積極參與救災意願頗高,但醫療體系中的其他類人員的

正面回應則偏低(p=0.033) 

 

上述結果顯示： 

• 在種族部分,原住民護士比例頗高,發現多為當地衛生所護士或附近醫療機構之成員,因此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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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緣關係。 

• 在大部分職業中,正面特質思考與人文素養成正相關,在人文素養表現上以醫師最佳。 

• 醫護相關人員大部分正面回應,積極參與救災意願頗高,但醫療體系內的其他類人員相對意願

顯著偏低 (p=0.033) 。 

• 在災後心理評估部分,有高達 1/4 的醫護人員會有相當的創傷壓力症候群和憂鬱症傾向,有關

單位須正視並協助心理輔導。 

 

（三）具體工作模式之建構：實際工作內容規劃與研擬 

1.修正災難應變計畫之原則 

（1）設定基本工作職責及基本工作流程 

（2）災難實證之災難實務整合性醫療的需要  

► 災難醫療之倫理基礎 

► 從生物醫學主導性，擴展為生物、心理、社會、文化之多層面醫療 

► 整合性醫療以替代分工式醫療，災區第一線之醫療人員均具有一定能力之災難心理工作以

及災難社會重建素養 

► 具有文化敏感度之醫療服務，尊重弱勢族群之自主性；具有權力敏感之醫療與衛生行政 

► 熟悉在地健康需求的醫療服務，以契合在地醫療需求 

► 建制具有自我照護效能之醫療服務團隊  

（3）災難整合性醫療網之衛生行政準備  

► 衛生行政之作業程序建制，同時啟動緊急醫療體系、精神衛生體系、傳染病防治、藥材及

衛材管理、飲食衛生、列管疾病之追蹤，並依據災難地區之社區診斷描繪，為醫療團隊提

供具地區需求及文化特色之醫療服務工作內容。 

► 此外，醫療團隊之具有「生物、心理、社會、文化」醫療服務之紀錄與訊息，透過衛生行

政體系之整合匯集，提供接續之災區心理重建體系，以有效運用於災後心理復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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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無法預定災難影響，也無法預定人員流動、無法設定外界反應。 

（5）應累積每次災難實證經驗。 

 

2. 救災醫療團隊人力之訓練與救災醫療團隊人力資源庫之建立 

（1）建立災區衛生行政人力指揮支援體系 

（2）建立區域醫療網與精神醫療網之救災互動溝通平台 

（3）建立災區醫療團隊支援定點醫療之人力資源庫 

支援日期 地點 救護人員數 

X 月 X 日至 X月 X日 ○○村 醫師： 人 護士： 人 其他： 人 

   

   

（4）建立災區醫療團隊巡迴醫療人力資源庫 

（5）建立感染科醫師支援災中與災後安置區醫療之人力資源庫 

（6）災難整合性醫療網之訓練  

► 醫療團隊之訓練準備，除了緊急醫療的專業學習外，亦應著重心理衛生知能、社區參與及

動員、跨文化人際互動能力，以自我照顧技巧，以建置一個全方位之整合性醫療服務團隊。 

► 依據整合性專業訓練，醫療團隊應啟動跨專業合作，透過診療服務、評估陪伴、連結轉介

將災民之傅建工作導入災難復健網絡中。  

3. 醫療機構之救災醫療團隊人力之訓練 

（1）建置常態性災難醫療工作小組 

（2）建置機構內參與災難醫療之醫療人員名單，專業之類別應包括：醫師、護理、 

     藥師、心理師、社工師等。 

（3）建置災難相關之藥材及衛材品項及數量清單。 

（4）建置災難醫療知識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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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建置災難醫療之平時訓練課程及特別訓練課程。 

 

4. 制訂包含心理、社會、文化整合性醫療模式所需之教育訓練內容 

（1）創傷醫療 

（2）災難心理 

（3）身心靈自我照護技巧 

（4）多元文化價值與態度（原住民相關議題） 

（5）傳染病防治與監督 

（6）環境控制 

（7）救災網絡腳色與功能 

（8）領導統御與整合互助之知能 

 

5. 服務災區民眾的健康照護需求與災區疾病預防以及災區民眾相關健康資訊檔案建立 

（1）建置各地區之社區診斷資料，形構地區民眾之群體疾病描繪 

（2）建置各種管理式疾病種類及患者資料庫 

      肺結核、愛滋病、洗腎、自殺、精神疾病、長期照護管理個案、美沙酮替 

      代療法等 

（3）建立慢性病病患之個案基本資料包括連繫住址、就醫資料與連繫方式，並將 

     建置資料存於衛生局所，並建立定期更新制度 

     個案資料整理方式 

姓名 村別 洗腎醫院 洗腎時間 聯絡方式 

林 XX ○○村 ◎◎醫院 每週二四六  

     

     

 

6. 災難醫療團隊的事前準備 

    當一個緊急醫療團隊進入災區時，很難單獨只處理災害對健康所造成的危機，單獨剝離會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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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的侷限。這些都是影響災難危機會不會惡化的因素。若緊急醫療團隊只看到醫療的時候，問題

就容易衍申而來。雖然醫療人員不是其他領域的專家，但是畢竟身在一個危機處理團隊裡，應該要

有一個比較彈性的做法。在醫療團隊進入災區後，並不是只有醫療方面的問題需要處理，還會去接

觸到其他方面的需求，雖然醫療人員無法去做最好的評估，但是這些需求也需要去面對。  

    如果是一個醫療團隊前往災區的話，專業人員之間平常的互動很重要，人跟人之間應該要多互

動。團隊是臨時組派的話，那麼領導者的平常歷練就很重要了，如何在短時間內就去了解對方，把

這些人的功能都發揮出來，平時可以舉辦一些活動，或是常去演練一些常規的事務，常常去磨合。  

    專業人員平常的互動就要夠多，不然光說不練這樣的話是不夠的。實務上的演練是比較重要的，

有一個活動或是團體讓他去領導，觀察他，之後給他意見改進，這樣對於領導者的訓練是比較有幫

助的，透過實做來學習。此外，督導或是導師的角色也很重要，因為透過實做，醫療人員不清楚自

己的盲點，不一定有學習到。  

    一個醫療人員進入災區後，他這樣的一個統整性觀察能力，在作為一個領導者是非常需要的，

包括團隊成員的一些狀況、人格特質、專業能力，也包括災民的社會狀況，這些從平常的社區服務、

家庭訪視的一些觀察其實是可以去訓練的，而重點是這些過程中的實際操演，而非形式。  

 

四、討論 

    由於近年來全球氣候變遷極端，加上多起大型地震、火山爆發等，大型天然災害在世界各地一

再發生。雖然人類歷史中，大型災難自古就有，即使在台灣，人們對大型災難也並不陌生。但是，

即使不陌生，台灣社會面對層出不窮的大型災難，人們以及專業社群並未在過去發展出成熟的災難

防治工作。台灣對於大型天然災難的醫療專業啟端於 921 地震，相關法令的立法、緊急醫療網的建

置、醫療團隊的組訓等救災醫療專業的發展，迄今不過 10 年。而相關之災難醫學教育則仍多附屬於

緊急醫療課程的一部份，尚未擴展至跨專業整合階段。在面對千變萬化的天然災害災情，尤其是像

莫拉克水災，在不到 48 小時內降下將近 3,000 毫米的破表雨量，驚人的雨量帶來的災難已經超過過

去台灣社會對於天然災難的瞭解與想像，這類極端天候所造成各種可能的新型災難更是挑戰著正在

萌芽、起步中的救災工作。 

     

（一）莫拉克水災災難醫療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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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災難醫療照護而言，社會國家體系面對災難所造成的非常態需求，須建構發展不同於平常

的新關係，包括： 

1. 衛生行政部分：行政機關對於災難防治工作的指揮聯繫、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分工連結、

縣市層級之災難應變中心、以及衛生局本身及縣級跨局處連結。 

2. 醫療輸送系統：區域緊急醫療應變中心（REOC）、縣級醫療支援系統之建制、災難地區緊急

醫療體系之建制、以及衛生所與在地連結。 

3. 醫療資源整合與運用：醫療專業人力、醫藥物資、心理衛生。在災難醫療實務上的議題，

則包括：災區緊急醫療、安置場所之衛生管理，災難地區傳染病防治、醫療照護、衛生保

健、食品安全、個案管理工作。 

    依照莫拉克水災之災難醫療之實務內容，分項敘述如下： 

1. 災區緊急醫療小組 

    因交通中斷無法進入災區，行程山地部落的孤島現象，唯有靠直昇機空中運輸才能發揮救災功

能。依據縣府緊急應變中心之資訊，確認需緊急醫療之部落位置。一方面透過高屏區域緊急醫療災

難應變指揮中心向各大醫院調派醫護小組，另一方面確認直升機架次及起飛時間。作業時間為前一

日晚上 8點確認部落地點以及隔日負責空中運輸之直昇機架次，待命之醫療小組隨即通知確認隔日

進駐之時程。 

 

2. 災區緊急醫療前進指揮中心 

    於位於災區最前線之旗山鎮屬利旗山醫院設置「災區緊急醫療前進指揮中心」，綜理事故現場醫

療行政及救護相關事宜、協調醫療資源之加入。前進指揮中心於空中就災直升機起降之旗山國中下

設置「臨時救護站」，負責協調指揮急救程序，分配所有到達現場救護人力、進行病患檢傷分類與急

救等。在醫護人力派遣上，由高屏區域緊急醫療災難應變指揮中心協助區域內醫護人力調度，使醫

護人力得以有效運用。 

 

3. 安置場所之醫療衛生介入管理 

    由於山區遭到洪水及土石流的大規模破壞，使得許多部落因交通甚至通訊中斷而形成孤島

現象。因此，透過空中運輸，霸量的災民經由直升機被載送到平地，起初由寺廟及教會提供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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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性住宿，而成立臨時的緊急安置場所。關於緊急安置場所健康管理工作，制定「高雄縣衛生

局處理受災民眾安置場所（宗教團體）標準作業流程說明」，並召開衛生所工作說明會，說明工

作重點及建立各區安置所衛生所負責人聯絡窗口，災民緊急安置於教會、寺廟共 21 個點，衛生

局及轄區衛生所工作人員每日至安置場所執行健康管理工作。每日由派駐專人至所轄安置場所

訪視，協助執行緊急安置場所之健康管理工作。所制定的健康管理工作項目及注意事項，包括：

醫療團體進駐管理、環境衛生、疫情調查與監控、食品衛生、慢性疾病管理、團體衛生教育及

健康促進活動之安排、住民健康管理自治機制之建立、安置場所醫療衛生資源評估、災民心理

急救（psychological first aid）與工作人員心理支持 

 

4. 災區藥政管理 

災區藥物補給分為主動及被動補給二種形式。主動補給部分，相關藥物配合民生物資空投或陸

運，提供與非處方用藥及一般外傷使用藥物及衛材。而被動補給部分，於衛生局接獲災區災害狀況

處理單後，即時與通報人連繫，以再次確認其需求，在評估可行性或輔導就醫後，依需求提供相關

藥物，配合民生物資空投或陸運。此外，依照推估之實際可能之藥物需求，備份非處方用藥依災區

住民需求評估結果，以空投或陸運給予。而各個派駐災區之醫療團隊的藥材、衛材物資需求，則由

醫療團隊自行負責配送。 

在安置場所的藥品管理方面，進行有關災民收容所藥品管理、災區食品、飲用水衛生安全監管。

對於醫藥物資進行有效的控管，並避免醫療物資之捐贈過剩造成不必要之浪費，以確保藥材有效運

用。有關收容所藥品管理方法，包括：調查各收容所進駐之醫療團隊，建立藥材供應來源資料；有

關藥材之需求，由各醫療團隊先自行籌措；建立各界所捐贈之藥品資料庫，以便提供藥品清單供各

收容所領用。在安置場所藥品管理執行層面，由衛生局每日機動派車載運醫療物資至各收容所。 

 

5. 災難恢復期心理衛生工作 

    以尊重原住民部落的信仰與文化、既有的組織模式及群體結構特性，在「以教會為基礎，以部

落為導向」的基本精神，訂定民間團體申請心理衛生服務之注意要點及督導機制，以原民為主體，

工作過程看重原民部落牧師及長者之協力及意見，予以必要之長期陪伴和培力。在強化在地服務為

原則的基礎上，結合轄區之精神、心理專業團隊及民間團體資源共同推動。 災後心理重建，降低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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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對心理健康之傷害，整合現有政府與社會心理支持、諮詢、諮商、精神醫療等服務資源，結合在

地社區組織，運用直接服務、衛教、宣導、教育訓練與資源連結等方式，協助災難倖存者、受災民

眾親友、救援人員以及其他社會大眾心理重建，並涵蓋「災民」與「救災者」全方面之心理衛生服

務計畫，達到恢復受災民眾心理健康，強化災難心理衛生體制建立。 

    實務運作上，評估轄內各重建區之心理衛生服務需求，劃分災後重建區精神醫療、心理衛生專

業團體之認養區域。定期召開心理重建工作協調會，建立心理衛生服務之督導機制。以支持行性會

談技巧進行關懷評估，針對災民進行普遍性初篩，再將篩檢出需關懷者進行分級管理，視個案需求

提供個別心理處遇、支持團體、及其他適當關懷。 

 

6. 防疫災害應變工作 

    在莫拉克水災災難發生之後，高雄縣衛生局與所轄各衛生所保持密切聯繫，掌握災情進展，並

進行必要之防疫人力、車輛與物資整備及調度。成立「防疫緊急應變小組」以執行下列工作：調查

高雄縣內淹水地區所屬鄉鎮和戶數；緊急調度消毒藥水供受災地區使用，並透過各鄉公所發放消毒

水；衛生所因災難導致預防接種疫苗毀損之調度及補撥；臨時安置場所收容中心傳染病診治與監控；

災區災後防疫藥品及衛材之配置、發送，包括：H1N1 快篩試劑、克流感藥物、防疫物資（如口罩、

氯錠、酒精等）、消毒藥劑及消毒藥品儲備、破傷風類毒素疫苗、及抗蛇毒血清等；積極進行傳染病

防治宣導，印製水災消毒宣導單張、疥瘡防治單張、H1N1 宣導單張、咳嗽禮儀單張。此外，為避免

災難造成預防注射防疫工作的中斷，對於災區進行災後預防接種工作建置與重建，包括：監控疫苗

保存情形、調查收容場所幼兒接種狀況並協助幼兒完成接種、常規疫苗補充、冷運冷藏設備、不斷

電設備、新增疫苗接種-H1N1 流感疫苗接種。 

在災難緊急醫療照護介入之後，重建期應著重災後防疫監視通報系統之建置與建置，包括：防

疫監視系統重建、醫療通報系統建構、學校監視系統重建、以及軍隊、監獄等其他機構通報系統建

構、民眾主動監視通報等。組合屋及其環境之防疫監控，包括：飲用水衛生-腸道疾病：病媒監測-

登革熱、蟲媒監控、疾病監測-呼吸道疾病監測。防疫人力重建為另一個崇建期的防疫工作重點，建

構災後衛生防疫人員重建及聯繫網絡，落實醫療專業人員在職訓練，增強防疫支援人力儲備-防疫志

工訓練、醫院防疫人力之整編與調派-感控醫師、感控護士、校護防疫工作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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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災難之災區保健業務 

（1）恢復期保健工作 

   － 慢性疾病： 

      列案管理安置所內慢性疾病住民，協助就醫、按時回診、服藥、生理指標測量監控，避免因

災害造成慢性治療中斷，使病情惡化。 

   － 特殊個案： 

      列案管理安置所內嬰幼兒、孕產婦、老人、身心障礙者，評估其需求提供個人、家屬或主要

照護者相關衛教，維持個案日常生活功能及健康基本照護需求，必要時轉介專業機構。 

（2）重建期保健工作 

   － 家戶健康管理： 

      以家戶為單位，針對各年齡層成員進行健康調查及保健指導，發現異常個案或高危險群，列

入衛生所個案管理。 

   － 社區健康管理： 

      以社區為單位，利用現有社區健康營造資源介入，凝聚重建社區共同意識，建立社區健康自

主管理模式。 

 

8. 災區食品、飲用水衛生安全監管 

（1）緊急救災期 

    災民收容所供膳需求評估：擬定莫拉克颱風高雄縣災民收容所餐飲衛生輔導計畫分階段辦理飲

食輔導。以供膳需求角度進行關懷，並以此推估其飲食衛生概況，適時給予輔導及建議，或主動聯

結相關單位解決其需求，以確保災民餐飲衛生安全無虞。在緊急救災期的災區食品販賣業者輔導部

分，稽查災區便利商店、雜貨店、餐飲業者之飲食安全，輔導業者不得販售提供泡水後毀損、變質、

發霉或腐敗等食品及原物料，加強農產品和捐贈食品質量的監管，並展開安全檢查。 

（3）恢復期 

    組合屋社區及救災物資集中分發場所的食品安全：家戶分發「飲食安全宣導」單張，避免民眾

發生飲食中毐事件發生。加強農產品和捐贈食品質量的監管，展開安全檢查，嚴防假冒偽劣、腐敗

變質和超過保質期等不合格食品流入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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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重建期 

    加強食品安全衛生教育：食品業者稽查管理，民眾食品安全衛教宣導，以及災區學校食品安全

輔導。 

     

（二）莫拉克水災災難醫療工作檢討 

    檢視莫拉克水災之醫療工作過程及結果，醫療照護體系在大型災難中的角色與功能主要在於：

減少災難造成健康危害、減少災難惡化疾病、避免傳染病因災難而發生、避免傳染病因災難而擴散、

維持醫療照護體系運作、避免醫療照護因災難而失能。畢竟，在台灣醫療資源充裕且輸送之基礎建

設完整的基礎上，即使面對大型天然災難，醫療照護體系擁有因應災難救護的優勢，包括有：醫療

人力及物力資源掌握度高、整體醫療作業流程清楚、執行災難醫療任務之強制落實度高、醫療體系

之動員效能較佳、管理式醫療及相關法規完備使得相關資訊完整度高。雖然如此，災難醫療之醫療

照護輸送會因著災區本身的破壞狀態，以及就災體系本身的統合性和應變能力，而面對著許多困難

需要去克服。災難對於醫療照護體系的挑戰，主要來自災區的在地社會維繫系統的破壞，對於災區

需求的評估以及醫療衛生效能的契合，救災資源的不足、不均、重疊、爭奪等困境，醫療照護體系

內部以及與跨領域救災體系之間的整合，以及因災難而起之新興議題的挑戰，包括：災民移動與遷

居議題、臨時性住屋議題。 

    此外，面對大型天然災難時，醫療照護體系存在著許多的障礙需要克服，像是跨院際與跨科際

的整體性不足、不同體系之醫療系統間的契合度不夠，導致醫療團隊效能有待提升，這些障礙容易

造成醫療體系就災反應性較低且被動，而導致醫療專業度較弱，常需行政體系強力指導、規劃，在

管理式醫療及公衛數字化行政結合下的「官僚式專業主義」（bureaucratic professionalism）的主

導下，災難醫療照護依循著衛生行政的救災工作架構，才得以發揮醫療照護之效能。 

    莫拉克水災之災難醫療工作實務顯示，當前台灣災難醫療照護本質上仍有許多不足之處，尤其

是醫療照護的思維以生物醫學為主、缺乏在地性思考、多元文化不足之倫理關係衝突，顯現出災難

醫療照護過度的「機械式專業主義」（mechanistic professionalism）本質。因此，莫拉克水災災

難醫療本質呈現出以救命及救病為主軸，強調效率與專業，而所提供的醫療服務則為一般化、普遍

化的內容。雖然在災害期間能充分發揮救命及救病的功能，卻因過於強調急性病症之醫療，卻缺乏

心理社會文化層面的投入，也缺乏對原住民文化的連結，將「生物、心理、社會」整合模式轉型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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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為線性簡化（linear reduction）的「生物」、「心理」、「社會」分類工作，各個醫療照護次專業

之間彼此的互動呈現出嚴重歪斜現象（skew phenomenon），導致正念涵容（mindful containment）

本質的喪失，全然地導向控制損失，而無助於莫拉克水災之災後重建。 

    因此，建置一個以「生物、心理、社會、文化」為導向的醫療服務模式，在文化敏感度及權力

敏感度具備的基礎上，依據地區性文化生活特色及原住民和偏遠地區社區居民健康診斷描繪

（profile），提供契合原住民和偏遠地區社區居民災難時期之整合性醫療照護，並以此工作發現與

災後心理復健工作連結，於災區災難醫療先驅工作的基礎上，將救災醫療工作的第一階段發展為災

後重建的起始階段，社區心理復健、學校心理衛生、社區資源動員等災後重建將不再與救災醫療工

作產生斷裂。同時，參與救災之醫療人員所承擔的災難相關心理壓力，也在災後重建的起始階段中

獲得關照。 

 

（三）災難醫療的需求與建置 

    由莫拉克水災之災難醫療工作的檢討可知，台灣對於災難醫療除了災難相關疾病之醫學知識

外，更需涵蓋災難整合性醫療照護所需之倫理、價值、態度的醫學教育。依照災難整合性醫療的需

要，醫療人員的災難醫學教育內涵，應包含：1.災難醫療之倫理基礎。2.從生物醫學主導性，擴展

為生物、心理、社會、文化之多層面醫療。3.整合性醫療以替代分工式醫療，災區第一線之醫療人

員均具有一定能力之災難心理工作，以及災難社會重建素養。4.具有文化敏感度之醫療服務，尊重

弱勢以及社會邊陲族群之自主性。5.具有權力敏感之醫療與衛生行政。6.熟悉在地健康需求的醫療

服務，以契合在地醫療需求。7.建制具有自我照護效能之醫療服務團隊。其目的在於使醫療專業人

員在災難現場及災後重建時，非以單專業之「醫師」、「護理人員」、「心理師」等專業切割卻機械式

的角色功能呈現，而是以關照者、陪伴者、協助者角色運作。對於災區與災民而言，與災難有關的

救災與重建專業服務無法切割需求，因此災難醫療照護的內容不僅只是醫療。 

    因此，所制訂包含心理、社會、文化整合性醫療模式所需之災難醫療內容，須讓接受到跨領域

科系的醫療照護專業養成的學生均能學習到：1.創傷醫療。2.災難心理。3.身心靈自我照護技巧。

4.多元文化價值與態度（原住民相關議題）。5.傳染病防治與監督。6.災難衛生行政及其實務。7.

災難之救災網絡成員角色與功能。8.領導統御與整合互助之知能。8.環境控制。而災難醫學教育之

訓練對象，則含括：1. 醫療照護科系與臨床醫療人員之社區醫療訓練，及災難醫療基礎訓練。2. 基



 

 
 

- 97 -

層醫療單位有關災難醫療之教育訓練。3.衛生所醫療工作團隊之災難醫療教育訓練，以及災難衛生

行政訓練。4.規劃社區醫療照護體系專業人員有關災難醫療之繼續教育訓練。5. 大型醫院之災難醫

療之實務演練。6.衛生行政人員之災難衛政教育訓練。 

    醫療團隊之訓練準備，除了緊急醫療的專業學習外，亦應著重心理衛生知能、社區參與及動員、

跨文化人際互動能力，以及自我照顧技巧，在正念涵容的基礎上，以建置一個全方位之整合性醫療

服務團隊。依據整合性專業訓練，醫療團隊應啟動跨專業合作，透過診療服務、評估陪伴、連結轉

介將災民之重建工作導入災難重建網絡中。相關醫療照護人員之災難醫學教育，在實際上應使醫療

照護人員具有之災難醫療知能足以在遇到大型災難時，能熟捻醫療照護體系之作業程序建制，同時

啟動緊急醫療體系、精神衛生體系、傳染病防治、藥材及衛材管理、飲食衛生、列管疾病之追蹤，

並依據災難地區之社區診斷描繪，為醫療團隊提供具地區需求及文化特色之醫療服務工作內容。此

外，醫療團隊能將具有「生物、心理、社會、文化」醫療服務之紀錄與資訊，透過衛生行政體系之

整合匯集，提供接續之災區心理重建體系，以有效運用於災後重建健工作。 

    災難對於人類社會帶來的廣泛性破壞，包括了環境破壞造成生命財產損失、基本生活維持困難、

社會機制及公共運作體系紊亂失能等，涵蓋了生物、心理、社會、文化、心靈各個層面的負面影響。

在災難中，緊急而強大的人我及社會環境壓力，更是造成社會權力結構弱勢群體在資訊獲得及資源

分配的邊緣化與弱化，其照顧需求常隱沒於主流群體的救災活動中而未被充分關照。 

    災難中的新規範建構著新的社會分類與角色，例如：「災區」與「非災區」、「政府」與「民間」、

「負責機構」與「服務機構」、「安置場所」與「被安置者」、「捐贈者」與「受贈者」、「永久屋」與

「部落」等。在新規範下的分類規訓，新關係衝擊著昔日社會日常生活中的倫理，因新關係的強制

性本質，易使新情境呈現人我關係扭曲與情境異化。因為災難下的破壞，使得創傷在新規範中扮演

著核心價值。所有的救災活動環繞著減少創傷、治療創傷、避免創傷等議題。在以創傷為唯一關注

下，災難新規範展現的是「有」與「無」、「正常」與「不正常」、「照顧」與「被照顧」，而資源的分

配原則也因著這些新規範而強制展現。人們因為「創傷」而擁有被關照的正當性，因而期待被關照

而陷落於「創傷」所根基的規範架構。這種災難中倫理危機的可能，需翻轉「創傷」的困境，省思

與回映於建構災難的不同意義，著眼於災難的「破壞」過程與結果，使「災區」蛻變為「重建區」，

去除因深陷「創傷」非倫理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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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子計畫二：災區老年健康復原工作模式 

一、 研究計畫之背景及目的 

88 水災造成台灣眾多民眾生命和財產的損失，災後全民共同投入救災與復健的工作。自然災難

造成個人及社會直接與間接醫療損耗，直接層面包括壓力疾患及合併的精神疾患所需精神醫療支

出、罹患身體疾病及醫療支出；間接層面包括個人經濟產能下降、學業受阻、家庭與婚姻關係面臨

危機、整體生活品質滑落。積極投入災難研究可以瞭解災難後果，提供協助策略依據以減緩重大損

失(Hidalgo et al., 2000；Kessler, 2000)。遭遇 88 水災如此巨大的自然災害的災民，其精神健康狀態

非常需要進行評估，並擬定介入策略，協助其復原。 

雖然有很多的人生經歷的老年人可能已經發展對壓力有效的因應技巧(Bell, 1978)，但老年人仍

有許多劣勢，例如身心狀況就較為不好、醫療需求比較高、經濟能力比較好(Brattberg, Parker, & 

Thorslund, 1996; Hancock, 1998; Ticehurst, Webster, Carr, & Lewin, 1996)。水災過後這些老年人的精神

健康面臨的重大威脅，包括創傷後壓力症候群(Yang et al., 2003)。國外的老年創傷後壓力疾患的研究

大多來自於戰爭後的老年人，研究顯示 67%在戰爭被俘虜的人有創傷後壓力疾患，僅僅只有 27%完

全康復(Kluznik, Speed et al. 1986)。這些創傷的經驗在一些弱勢族群尤其明顯(Rosen, Fields et al. 

1989)。災難後所導致的老年人創傷後壓力疾患的了解則較缺乏。水災過後，針對老年人提供準確的

身心健康評估與即時的介入，預計將有效降低災難對災民的身心衝擊。 

 

本計畫旨在建立一個工作模式，主要的目的有三 

(一) 接著緊急救災之後，復健開始之初，以面談的方式了解災區目前的老年人的精神健康狀況(創傷

後壓力症候群與憂鬱傾向)，了解有精神健康問題的老年人比例。 

(二) 依照精神健康問題的性質與嚴重程度，轉介老年人到地區基層醫療、精神醫療、心理諮商團隊

或以電話關懷訪問進行介入。 

(三) 半年之後，再以電話訪談的方式進行精神健康評估，以了解老年災民在介入之後精神健康狀況

的變化。 

 

二、 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 計畫內容的擬定：結合老年醫療專家、老年社會學家、老年精神醫學專家等的專家團隊，擬定

計畫執行的策略、設計標準身心健康評估問卷、轉介服務的流程。 

(二) 專業人員的訓練：避免使用問卷訪談造成災民觀感不佳，訪談人員經過同理心訓練並熟知問卷

內容，訓練以半結構訪談方式進行問卷評估。  

(三) 以親和友善的方式進行精神健康篩檢：為了減少因為對精神或心理服務汙名化的阻礙，本團隊

結合其他身體健康檢查團隊來進行精神健康篩檢。災民完成身體健康篩檢後，邀請災民進行精

神健康訪談，訪談人員運用同理心訓練技巧進行半結構式的問卷訪談。 

(四) 分析訪談問卷資料，以期發現災難後老年人有創傷壓力症候群的危險因子，並撰寫文章以作為

未來政策擬定的參考。 

(五) 子計畫間網絡的建立：執行問卷訪談篩選出需要健康照顧的個案後，將轉介到衛生所、心理諮

商團隊與精神醫療服務。本計畫與衛生所醫護同仁、子計畫五與其他精神醫療結合，建立整個

服務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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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介入六個月後，以電話訪談的方式，進行後續追蹤。以評估介入後，災區老年人精神健康狀態

回復的情形。 

 

三、 執行結結果 

(一) 計畫服務內容的擬定：完成標準身心健康評估問卷(附件一)、並制定轉介服務的流程。 

(二) 專業人員的訓練：進行訪談人員經過同理心訓練一次(附件二)並針對問卷內容進行授課，訓練

以半結構訪談方式進行問卷評估。  

(三) 以親和友善的方式進行精神健康篩檢：共進行九次的精神健康篩檢。供 120 名老年災民完成身

體健康篩檢(附件三)。 

(四) 篩選出 67 名有創傷後壓力症候群或憂鬱傾向。其中 20 名同時擁有兩者。15 名有創傷後壓力症

候群、32 名有憂鬱傾向。創傷後壓力症候群的危險因子包括女性(OR 4.66, 95% 

CI=1.16–18.80)、目前被安置在非原本住所(OR 27.91, 95% CI=3.74-229.80)、家人過世(OR 67.62, 

95% CI=2.85-1063.68)、身體健康不佳(OR 28.69, 95% CI=4.52-182.06)等。資料分析已經撰寫好

學術論文，目前進度為依雜誌審查意見修改中 (附件四)。 

(五) 47 名轉介心理諮商團隊進行諮商服務；20 名合併有飲酒問題轉介到衛生所與精神醫療服務(附

件五)。  

(六) 六個月後的後續追蹤。共有 75%完成追蹤，追蹤發現，創傷後壓力症候群與憂鬱症的盛行率分

別為 15.9%與 43.3%。與介入前的比例之比較。 

 

四、 本計畫執行中所遇到的困難 

針對此次研究計畫上整體遇到的困難與解決方案有以下四點 

(一) 語言隔閡 

本計畫之關懷老年個案以山地同胞居民為主，而多數老年個案不諳國語，訪查時，溝通不易。

而本計畫協同原鄉山地志工、助理，幫忙進行翻譯，克服此困難。 

(二) 交通路況狀況不穩 

公路狀況不穩，無公共交通工具可達及災區，山路陡峭、難行，故租借民間四輪驅動之車輛才

較容易往返。若逢天候不佳，動輒改道繞路，原兩至三小時可所及行程，需耗費二、三倍之時

間。更嚴重者則所有道路封閉，無法進入，直至道路搶修完成方得進入進行作業。 

(三) 災區復原工作資源未整合 

許多民間團體或其他國科會計畫之同仁，對於災區投入許多關懷。但由於沒有一特定單位進行整合

調配。對於整體進入災區的介入進行上，或多或少有所躓礙相抵。例如反覆訪視、或其他團體介入

時間互相干擾等，讓當地區民感受到打擾或莫一是衷。本計畫努力與其他團隊進行結合、合作，避

免同時反覆訪視，干擾災民日常生活，且彼此溝通整合方向與資源。 

(四) 居民流動高 

輕度精神健康障礙之災民，因尚可工作經常外出，而健康災民也可能遷移到其他親戚住所，本

團隊常因為個案工作、遷移等理由，而訪視未果。但本計畫努力地利用電訪、到工作地點、居

家拜訪等方式，盡可能取得聯繫，獲得再測之精神健康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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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對政策與未來類似災難發生的建議 

災難發生來得快讓人應變不及，但是影響又深又遠，常也讓人力有未逮，研究團隊完成的此研

究也體驗了災難的威力。研究結果建議： 

(一) 需要積極的進行平時的心理防災工作：例如災難心理衛生的講座，製作志工的心理衛生訓練教

材等。 

(二) 訓

練急難救災的心理從業人員，以應付災難緊急發生時的需要。本研究也指出，老年人罹患創傷

後壓力症候群的危險因子，可以做為資源應用的參考。 

(三) 安置地區雖然較安全，但是被安置的老年人有更高的機會有創傷後壓力症候群，反映出在這些

處所需要特別的心理復原計畫。 

 

災區老人健康復原工作模式計畫期末報告 

附件一 
身心健康評估問卷 



 

 

 

 

 

「八八水災災後復原工作模式之建立」計畫 

子計畫二：八八水災災區老人健康復原工作模式之建立 

八八水災災後生活狀況記錄表(居民版)



各位平安： 

  首先謝謝您答應參與此次的調查。 

  這個調查主要是由行政院國科會補助有關８８水災災後的社會心理復健模式建

制的計畫，其目的是希望協助經歷此次災害的居民，能恢復以往的功能，甚至有更好

的生活。因此，如果能透過您的反應，讓我們更清楚災後的生活狀況及身心狀態，我

們就能設計出更符合您身心及生活復原的方案。 

  您在此調查中所填寫的任何反應，我們均遵守學術倫理守則，亦即不會將您個人

的資料公開。如果將來要呈現結果，只會說明所有受訪的人之平均資料，而不會有個

人資料的呈現，包括姓名、電話、出生年月日、家庭資料等。所以，請您放心填答。 

 

國科會「８８水災災後社會心理復建模式建制計畫」研究小組 

          主 持 人 ： 許文耀 教授(政大心理系) 

                      共同主持人：賴春生 教授(高醫醫學系整型外科) 

                                吳英璋 教授(台大心理學系暨研究所) 

                          鄭英耀 教授(中山教育研究所) 

                                  謝臥龍 副教授(高師大性別教育研究所) 

                          謝碧玲 副教授(高醫心理學系) 

                          駱慧文 助理教授(高醫醫學系) 

                          黃旼儀 助理教授(高醫醫學系) 

 

 

 

 



 

 
 

- 103 -

第一部分：生活狀況調查 

一、基本資料 

1.姓名：       2.性別：□男□女 3. 生日：民國  年  月  日 

4.電話：             

5.住址：                                 

6.工作機構（地點）：        7.工作性質（職位）：          

8.今年報稅時，您們家的總收入為：□１０萬元以下 □１０萬元～２０萬元   

    □２０萬元～５０萬元 □５０萬元～１００萬元 □１００萬元以上 

９.水災之後，您們家主要經濟來源?(可複選):□目前工作收入 □以前的積蓄  

    □政府補助 □以工代賑 □慈善捐款  □其他:          

10.學歷：□國小肄、畢 □國中肄、畢 □高中職肄、畢 □五專肄、畢 

   □三（二）專肄、畢 □大學肄、畢 □研究所或以上 

11.宗教信仰：□基督教 □天主教 □佛教  □道教  □民間信仰  □無   □其他：       

12.婚姻狀況：□未婚 □同居 □已婚 □分居 □離婚 □鰥寡 

13.族群：□閩南 □平埔族  □客家 □外省 □布農族 □排灣族  

    □南鄒族  □魯凱族  □其他：            

14.母語：□國語 □台語 □客家語 □原住民語言 □其他：     

15.家庭結構：□單親家庭  □核心家庭(只與配偶、子女同住)  □三代同堂家庭  

    □四代同堂家庭  □擴展家庭(還與其他親戚同住)  □隔代家庭 

 
 
 
 
 

 
 

日期：民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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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八水災後的生活情況： 

 
1. 八八水災中，您自己的身體是否不幸受了傷？ 

□完全沒有受傷 □輕微受傷，已康復 
□中度受傷（○已康復 ○尚未完全康復） 
□重度受傷（○已康復 ○尚未完全康復） 

 
2. 八八水災中，您們家族中是否有人不幸身體受了傷？ 

□完全沒有人受傷  
□家族中有人受傷（請註明是誰：                 ） 
 受傷程度：○輕微受傷  ○中度受傷  ○重度受傷 
 康復程度：○已康復   ○尚未康復 
 

3. 八八水災中，您們家族中是否有人不幸死亡？ 
□完全沒有人死亡 
□家族中有人死亡（請註明是誰：         ） 
 

4. 八八水災中，您的好朋友中是否有人不幸身體受了傷或死亡？ 
□好朋友中完全沒有人受傷或死亡 
□好朋友中有人受傷 
□好朋友中有人死亡 
 

5. 八八水災中，您的鄰居中是否有人不幸身體受了傷或死亡？ 
□鄰居中完全沒有人受傷或死亡 
□鄰居中有人受傷 
□鄰居中有人死亡 
 

6. 八八水災中，您們家房舍是否受損？ 
□房舍未受損害 □房舍未受損但被迫離開   
□房舍受損仍堪居住（○尚未修復○修復中○已修復 ） 
□房舍受損不堪居住（○尚未修復○修復中○已修復） □房舍全毀 
 

7. 目前您居住的地方是？ 
□自己原來住的房子 □安置所  □永久屋  □組合屋 □親戚的房子   
□重新租的房子 □其他（請註明：                ） 
 

8. 您個人覺得八八水災的嚴重程度是？ 
□不嚴重 □有點嚴重 □非常嚴重 
 

9. 您個人覺得，八八水災對你生命的威脅程度是？ 
□完全沒有威脅  □有一點威脅  □有嚴重威脅 
 

10. 八八水災之後，您是否曾經和您的家人分開居住？ 
    □從未和家人分開住 
  □曾經和家人分開住（○現在已和家人住一起 ○現在仍和家人分開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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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過去您個人曾經遇過其他災難嗎？（例如：水災、火災、嚴重車禍或地震等） 
  □從來沒有 
  □有，請說明：                           
 
12. 水災之後，您的工作是否有改變？ 
  □變非常差 □變有些差 □沒有改變 □變有些好 □變非常好 
 
13. 水災之後，您們家經濟狀況的改變如何？ 
  □變非常差 □變有些差 □沒有改變 □變有些好 □變非常好 
 
14. 從水災後到現在，您們家人間關係的改變如何？ 
  □變非常差 □變有些差 □沒有改變 □變有些好 □變非常好 
 
15. 從水災後到現在，您們親子間關係的改變如何？ 
  □變非常差 □變有些差 □沒有改變 □變有些好 □變非常好 
 
16. 從水災後到現在，您們家與其他親戚間關係的改變如何？ 
  □變非常差 □變有些差 □沒有改變 □變有些好 □變非常好 
 
17. 從水災後到現在，您們家與鄰居間關係的改變如何？ 
  □變非常差 □變有些差 □沒有改變 □變有些好 □變非常好 
 
18. 從水災後到現在，您和朋友（同事）間關係的改變如何？ 
  □變非常差 □變有些差 □沒有改變 □變有些好 □變非常好 
 
19. 從水災後到現在，您們家各方面生活條件（食衣住行）的改變如何？ 
  □變非常差 □變有些差 □沒有改變 □變有些好 □變非常好 
 
20. 從水災後到現在，您「想要達成人生目標的感覺」之改變如何？ 
    □變非常差 □變有些差 □沒有改變 □變有些好 □變非常好 
 
21 . 從水災後到現在，您「能給自己留些空間時間，調節生活的步調」之改變如何？ 
    □變非常差 □變有些差 □沒有改變 □變有些好 □變非常好 
 
22 . 從水災後到現在，您「樂觀的感覺」之改變如何？ 
    □變非常差 □變有些差 □沒有改變 □變有些好 □變非常好 
 
23. 從水災後到現在，您「幽默的感覺」之改變如何？ 
    □變非常差 □變有些差 □沒有改變 □變有些好 □變非常好 
 
24 . 從水災後到現在，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活出自己人生的感覺」之改變如何？ 
    □變非常差 □變有些差 □沒有改變 □變有些好 □變非常好 
  
25. 水災之後，與過去的情況相比，整體而言您現在的身體健康狀態如何？ 
  □差很多 □差一點 □沒有變化 □好一點 □好很多 
 
26.水災之後，與過去的情況相比，整體而言您現在的心理／精神健康狀態如何？ 
    □差很多 □差一點 □沒有變化 □好一點 □好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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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健康狀態調查 

一、此部分想請教關於您的健康及使用醫療服務之狀況，如果您在第一大項中回答「沒有或不知道」

自己有以下的症狀，您就不必在填字後面的題目，如果您回答有「有」，請繼續回答 2～6 題的題項。

請在符合的方框內打勾「ˇ」 

 
 
疾病/症狀 

1.您是否

曾經有這

種病症？ 

2.這種病

有無經過

醫生診

斷？ 

3.過去一

年有無因

此病看醫

生？ 

4.您現在

還有這種

病症嗎？ 

5.現在有無在

服藥或治療

此病？ 

6.這種病對您

目前日常生

活行動造成

多大的不方

便？ 

沒
有
或
不
知
道 

有 沒
有
或
不
確
定 

有 沒
有 

有 沒
有 

有 沒
有 

偶
而
或
必
要
時
有 

經
常
或
按
時
有
做 

沒
有
影
響 

有
點
不
便 

相
當
不
便 

(1)高血壓 □   □ □   □ □   □ □   □ □  □  □ □  □  □ 

(2)糖尿病 □   □ □   □ □   □ □   □ □  □  □ □  □  □ 

(3)心臟病（心

悸不算） 
□   □ □   □ □   □ □   □ □  □  □ □  □  □ 

(4)中風（腦溢

血） 
□   □ □   □ □   □ □   □ □  □  □ □  □  □ 

(5)癌症或惡

性腫瘤 
□   □ □   □ □   □ □   □ □  □  □ □  □  □ 

(6)支氣管

炎、肺氣腫、

肺炎、肺病、

氣喘等病 

□   □ □   □ □   □ □   □ □  □  □ □  □  □ 

(7)關節炎或

風濕症 
□   □ □   □ □   □ □   □ □  □  □ □  □  □ 

(8)胃潰瘍或

胃病 
□   □ □   □ □   □ □   □ □  □  □ □  □  □ 

(9)肝、膽疾病 □   □ □   □ □   □ □   □ □  □  □ □  □  □ 

(10)髖骨骨折 □   □ □   □ □   □ □   □ □  □  □ □  □  □ 

(11)白內障 □   □ □   □ □   □ □   □ □  □  □ □  □  □ 

(12)腎臟疾病

（包括結石） 
□   □ □   □ □   □ □   □ □  □  □ □  □  □ 

(13)痛風 □   □ □   □ □   □ □   □ □  □  □ □  □  □ 

(14)脊椎骨刺 □   □ □   □ □   □ □   □ □  □  □ □  □  □ 

(15)骨質疏鬆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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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症狀 

1.您是否

曾經有這

種病症？ 

2.這種病

有無經過

醫生診

斷？ 

3.過去一

年有無因

此病看醫

生？ 

4.您現在

還有這種

病症嗎？ 

5.現在有無在

服藥或治療

此病？ 

6.這種病對您

目前日常生

活行動造成

多大的不方

便？ 

沒
有
或
不
知
道 

有 沒
有
或
不
確
定 

有 沒
有 

有 沒
有 

有 沒
有 

偶
而
或
必
要
時
有 

經
常
或
按
時
有
做 

沒
有
影
響 

有
點
不
便 

相
當
不
便 

(16)皮膚病 □   □ □   □ □   □ □   □ □  □  □ □  □  □ 

(17)鼻炎（慢

性鼻炎或過敏

性鼻炎） 

□   □ □   □ □   □ □   □ □  □  □ □  □  □ 

(18)排便問題

（便秘或腹

瀉）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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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心理狀況調查 

一.災後反應 

    我們經歷 88 水災事件後有時會出現下列情形。請仔細閱讀下列句子，想想 

在最近一個月以來是否曾出現下列情形？如果有，請在最能描述最近一個月以來您情形的

方框內打勾「ˇ」。 

                      

從

未

如

此

偶

而

如

此

一
半
時
間
如
此

幾
乎
總
是
如
此

1. 和此八八水災事件有關的難受念頭或影像，會在您不想要

的時候跑進您的腦海中……………………………………… 
□ □ □ □

2. 出現和此八八水災事件有關的惡夢或夢魘………………… □ □ □ □

3. 感覺重新經歷八八水災事件，表現出宛如此八八水災事件

再度發生的行為或感受……………………………………… 
□ □ □ □

4. 當您被喚起想到八八水災事件時，感到情緒難受（如感到

懼怕、生氣、悲傷、罪惡等）……………………………… 
□ □ □ □

5. 當您被喚起想到此八八水災事件時，經驗到生理反應（如

突然冒汗、心跳加快）……………………………………… □ □ □ □

6. 試圖不去想起、談論、或感受此八八水災事件…………… □ □ □ □

7. 試圖迴避會提醒您想起此八八水災事件的活動、人物、或

地方…………………………………………………………… 
□ □ □ □

8. 無法記得此八八水災事件的重要部份……………………… □ □ □ □

9. 對重要活動明顯降低興趣或減少參加……………………… □ □ □ □

10. 感覺疏離或和周遭人隔絕…………………………………… □ □ □ □

11. 感覺情感麻木（如無法哭泣或無法有愛的感受）………… □ □ □ □

12. 感覺宛如您的未來計畫或期望不會實現（如您將不會有職

業、婚姻、小孩、或長壽）………………………………… 
□ □ □ □

13. 很難入睡或保持睡著………………………………………… □ □ □ □

14. 感覺焦躁不安或突然發怒…………………………………… □ □ □ □

15. 很難集中注意力（如談話飄忽不定、忘記電視情節、忘記

您讀過的東西）……………………………………………… 
□ □ □ □

16. 過度警覺（如檢查誰在您身旁、您背對門時感到不自在等） □ □ □ □

17. 容易提心吊膽或驚嚇（如當某個人走近您後面）……………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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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情緒反應： 
    每一個人都會有心情變化的時候。在過去的一星期裡，您是不是曾有下面的情形或

感覺？請在符合的方框內打勾「ˇ」 

在過去一星期裡，您是不是….. 
０ 

沒有 
１ 

很少 
(只有一天)

２ 
有時候會 

(二至三天) 

３ 
經常或一直

(四天以上)

(1)不太想吃東西，胃口很差……. □ □ □ □ 

(2)覺得做每一件事情都很吃力… □ □ □ □ 

(3)睡不好覺（睡不入眠）………. □ □ □ □ 

(4)覺得心情很不好……………… □ □ □ □ 

(5)覺得很寂寞（孤單、沒伴）… □ □ □ □ 

(6)覺得身邊的人不要和你好（不友善） □ □ □ □ 

(7)覺得很傷心………………… □ □ □ □ 

(8)提不起勁來做事（沒精神做事） □ □ □ □ 

(9)覺得很快樂…………………… □ □ □ □ 

(10)覺得日子（生活）過得不錯 □ □ □ □ 

 
B. 請您仔細回想在最近一星期中(包括今天)，這些問題使您感到困擾或苦惱的程度，然後

在最能代表您感覺的答案” □” 內打” ˇ”。 

在過去一星期裡，您是不是….. 
0 

完全 
沒有 

1 
輕微 

2 
中等 
程度 

3 
厲害 

4 
非常 
厲害 

1. 感覺緊張不安……………………………... □ □ □ □ □ 

2. 覺得容易苦惱或動怒………………………. □ □ □ □ □ 

3. 感覺憂鬱、心情低落……………………….. □ □ □ □ □ 

4, 覺得比不上別人……………………………. □ □ □ □ □ 

5. 睡眠困難，譬如難以入睡、易醒或早醒…… □ □ □ □ □ 

6. 你會有不如死掉算了的想法……………….. □ □ □ □ □ 

7. 你會想自己結束自己的生命嗎…………….. □ □ □ □ □ 

8. 你會有想結束自己生命的計畫嗎………….. □ □ □ □ □ 

9.你曾有嘗試結束自己生命的舉動嗎………….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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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個人嗜好調查 (請依您的實際狀況，在”□”內打” ˇ”) 
1. 你曾經不想喝太多，後來卻無法控制而喝過量嗎？ 

□是    □否 

2. 有家人或朋友為了你好，而勸你少喝嗎？ 

□是    □否 

3. 對於你喝酒這件事，你會覺得不好或感到愧疚(不應該)嗎？ 

□是    □否 

4. 你曾經早上一起床尚未進食，就要喝一杯酒才覺得比較舒服穩定？ 

□是    □否 

5. 水災之後，您喝酒的原因為(請複選三項最常見的原因): 
   □1.心情不好  □2.紓解壓力  □3.失眠   □4.受人(對象為         ) 邀約   

□5.特殊節慶  □6.其他                        （請說明） 

6. 您開始飲酒年齡是      歲，當時喝酒的原因為(可複選): 

□1.心情不好  □2.紓解壓力  □3.失眠   □4.受人(對象為       )邀約   □

5.特殊節慶  □6.其他                        （請說明） 

7. 您的抽菸習慣：□0.從未 □1.曾抽但已戒菸 □2.偶爾 □3.每天抽 

如有，您平均每天抽        支香菸。 

8. 您的嚼檳榔習慣：□0.從未 □1.曾嚼但已戒除 □2.偶爾 □3.常常[每週三次(含

以上)]    如有，您平均每天嚼        顆檳榔。 

 

謝謝您的合作！請再次檢查填答有無遺漏。祝您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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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區老人健康復原工作模式計畫期末報告 

附件二 
同理心訓練上課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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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片 1 

收案地區
 茂林、多那、桃源、那

瑪夏

 地區特異性(居住區民
文化之差異)

1
 

投影片 2 

住民區域分佈
 茂林鄉以魯凱、布農族為主

 那瑪夏鄉以鄒族、布農族為主

 桃源鄉布農族、魯凱族為主

 簡單的分佈概念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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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片 3 

可能遇到的困難‐語言
 國語、台語、原住民語、日語

 依照不同年齡層跟地區有不同的偏好

 例：寶來老年人習慣使用台語。但那瑪夏、茂林不使
用台語。

 通常年紀越大，越不熟悉國語。

3
 

投影片 4 

案例一
 不熟悉國語，只熟悉日語跟原住民語，並戲稱自己是

日本人的老太太們。

 解決方法：請旁人或其朋友幫忙翻譯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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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片 5 

案例二
 一對婆媳接受訪視，媳婦先接受訪視後，由於婆婆對

國語不甚瞭解，媳婦幫忙翻譯，但是過度反映出自己
的觀點。而沒有真正詢問婆婆的想法。

 解決辦法：請翻譯者仔細詢問個案的感受在進行作答。

5
 

投影片 6 

可能遇到的困難‐災民生計
 災民可能會跟我們抱怨許多災後的事宜。最常見的像

是經濟上得問題，聲請補助等，並且希望我們能夠將
其反應給政府，幫助他們處理。

 解決方法：請他聯絡當地區公所或相關單位聯繫。

6
 



 

 115

投影片 7 

可能遇到的困難‐引起個案之情緒反應
 當我們對個案詢問問卷時，個案可能會因為回想到太

多的創傷經驗，而出現過於激烈的情緒反應。

7
 

投影片 8 

案例
 某一婦人在接受訪問後，提到失去的親弟弟跟想到目

前的生活現況，不禁悲從中來，流淚不已。

 解決方法：詢問個案是否還能夠繼續且願意進行問卷，
並且適當地安撫個案情緒。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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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片 9 

心得分想

 關懷‐ 研究的本質是服務

 短期vs.長期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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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區老人健康復原工作模式計畫期末報告 

附件三 
精神健康篩檢活動(問卷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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精神健康篩檢地點 

 

圖 1 燕巢鄉工兵學校 

 

圖 2 那瑪夏鄉達卡努瓦村衛生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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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杉林鄉大愛村永久屋 
 

 

圖 4 鳳山陸軍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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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桃源鄉衛生所 
 

 
圖 6 茂林鄉衛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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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茂林鄉多納衛生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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精神健康篩檢工作模式 

 

圖 8 由當地衛生所及當地相關工作人員協助宣傳號召健檢活動 
 

 

圖 9 將精神健康納入健康篩檢檢查項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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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工作人員說明流程時會告知精神健康項目有自由選擇的權利 
 

 

圖 11 居民完成基本健檢程序後再次確認接受訪談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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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以親和的方式進行半結構式訪談 
 

 

圖 13 若遇語言隔閡則央請其他當地人或受訪者子女為翻譯者 

訪員 

翻譯者 

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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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區老人健康復原工作模式計畫期末報告 

附件四 
學術論文(投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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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risk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 in a 
mid- and old-age population who experienced the Typhoon Morakot in Taiwan. 
 
Methods: 
One hundred and twenty subjects, who were mostly aboriginal people, aged 55 years and above were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to this study. PTSD was assessed using Post-traumatic Stress Symptom Scale 
(PSS). The information regarding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 relocation, personal injury, family death, 
property damage and self-perceived health were collected.  
 
Results: 
The one-month prevalence rate for PTSD was 29.2%. Development of PTSD after the disaster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female (OR 3.63, 95% CI=1.11–11.88), relocation (OR 5.64, 95% 
CI=1.60-19.88) and poor self-perceived health (OR 4.24, 95% CI=1.53-11.78) with controlling for age, 
education, personal injury, family death and property damage. Further adding depression into analysis, we 
found female (OR 4.66, 95% CI=1.16–18.80), relocation (OR 27.91, 95% CI=3.74-229.80), family death 
(OR 67.62, 95% CI=2.85-1063.68) and self-perceived health (OR 28.69, 95% CI=4.52-182.06) with 
controlling for age, education, personal injury, family death and property damage. 
 
Conclusion: 
Nearly 30% of the elderly people, female elderly people experiencing Typhoon Morakot, subjects with 
poorer self-perceived health, subjects experienced the death of relative and those who were relocated and 
those with depression were at higher risk to develop PTSD. There is a special concern for victims who are 
relocated by governmental program because they are more likely to develop PTSD symptoms after 
experienced trauma. Resettlement and rehabilitation programs after a disaster need more considerations in 
psychological effect for victi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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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People are likely to develop some kinds of mental health problems after a disaster occurred. The elderly is 
generally believed to be at higher risk to have mental problems after disasters (Hansson, Noulles, & 
Bellovich, 1982). Although old age people may be equipped with effective coping strategies after having 
experienced life-long stressors (Bell, 1978), they also hold several aspects of disadvantages in economic, 
psychosocial, physical and so on (Brattberg, Parker, & Thorslund, 1996; Hancock, 1998; Ticehurst, 
Webster, Carr, & Lewin, 1996). The literature revealed the elderly are vulnerable to post-traumatic mental 
problems, especially for the minority elders (Yang et al., 2003).  
Typhoon Morakot struck southern Taiwan, especially at the aboriginal communities, on August 8, 2009. It 
was one of the worst disaster ever happened in Taiwan. Nearly twenty-five thousands of residents had to 
forced migration, 408 missing, 924 people injured, and 619 people dead. It also caused losing more than 3 
billion US dollars in damage. As the damaged area located near the higher mountains, where the 
aboriginal people are living, the accessibility difficulty hindered the rescue and reconstruction efforts. The 
Taiwanese indigenous aborigines are Austronesian peoples, with linguistic and genetic link to other 
Austronesian ethnic groups, such as peoples of the Philippines, Malaysia, and Indonesia. Currently, the 
Taiwanese aboriginal people compose of about 2% of total Taiwan population. They are minor group in 
aspects of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e, and even health in Taiwan (Cheng & Hsu, 1992; Ko, Liu, & Hsieh, 
1994; Ralph-Campbell, Pohar, Guirguis, & Toth, 2006).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prevalence, presentation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syndrome, and the condition of 
most common comorbid disorder with PTSD. There were two purposes in this study. The first purpose 
was to examine the prevalence of PTSD among the mainly aboriginal elders in Taiwan after struck by 
Typhoon Morakot. The second purpose was to explore risk factors of PTSD among the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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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The study had been conducted from Nov, 2009 to Feb, 2010, just 3-6 months after the flooding disaster 
struck. As the life expectancy is about 10 years shorter among the aboriginal population than among the 
general population, we lowered our age inclusion criteria down to aged 55. Three major struck areas were 
selected for investigation, and they were Namaxia, Taoyuan, and Maolin of Kaohsiung County. Totally, 
there was estimated 500 people aged 55 or above living at the three area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We enrolled study participants at the occasions who participated in ordinary physical examination at local 
medical units or those were temporally relocated to other safe area, usually military camps. Totally, there 
were 120 people were recruited in this study. Participants were interviewed to require above data by 
trained interviewers. Post-traumatic Stress Symptom Scale- Interview (PSS-I), which is a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for the assessment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It contained 17 items, and each item was 
rated by 4 point scale: 0 = not at all, 1 = a little bit, 2 = somewhat, and 3 = very much. The cutoff value 
for PSS-I is ≧15. PSS-I has been examined and showed goo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Foa, Riggs, Dancu, 
& Rothbaum, 1993). Depression was assessed using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10 items version (CESD-10). It is a 4-point scale (range 0 to 3), and the higher indicating more severe. 
The cutoff value for CESD-10 is ≧10. It is valid instrument to screening depression in older adults 
(Irwin, Artin, & Oxman, 1999). Another data were collected included 1)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ge, 
gender, and educational level; 2) trauma experiences: personal injury (yes or no), relative injury (yes or 
no), and property damage (yes or no); 3) relocation status: whether participants was relocated to 
temporary shelters; 4) self-perceived health: to inquire about the subject’s health condition comparing to 
others (1 = very bad, 2 = bad, 3 = not different, 4 = better, 5 = much better). 
 
To examine the association of each risk factor with PTSD, we used chi-square analyses and student t-test 
to deal with categorical and continuous variables, respectively.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risk factors of subjects with PTSD.  
 
 
 
 
Results 
 
Prevalence  
Altogether, 120 subjects took participation in this study, which composed of around 24% of total elderly 
population at the struck area. Three-fifths were female. The education most of study participants were 
primary school or below (86.7%). Ninety percent reported uninjured, while 5.8% experienced death of 
close families. Over one-fifth (20.8%) reported to have house damage. Thirty participants (25%) were 
relocated to temporary shelters. Thirty-seven (30.8%) assessed their health status was worse than the aged 
counterparts. Among them, 35 (29.2%) had PTSD. Among people with PTSD, twenty-seven subjects 
(77.1%) had concurrent depression. 
 
Table 1 shows the association of each individual factor with PTSD. Univariate analyses revealed there 
were association between PTSD and sex, education level, personal injury, property damage, relocation 
and self-perceived health. The associated variables in the univariate analyses were entered into 
controlling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es (table 2). In model 1, we found female gender 
(OR=3.63, 95% CI=1.11–11.88; p<0.05), self-perceived health (OR=4.24, 95% CI=1.53-11.78, p<0.01) 
and relocation (OR=5.64, 95% CI=1.60-19.88; p<0.01) we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PTSD. Lower 
education level and family death showed marginal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model 2, we added depression variable into model 1. The variable of self-perceived health wa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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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er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Only female gender and relocation remained as the risk factors after 
controlling for depression. Thus, there were two new risk factors in model 2, and they were family death 
(OR=67.62, 95% CI=2.85-1063.68; p<0.01) and depression (OR=28.69, 95% CI=4.52-182.06; p<0.001). 
We further compared the PTSD symptom clusters between the inhabitants staying the flooding area and 
those were relocated. Relocated group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scores on reexperiencing (relocated group: 
mean=5.7, SD=3.2 vs. non-relocated group: mean=2.9, SD=2.8; t=4.39, p<0.001) and avoidance cluster 
(relocated group: mean=5.1, SD=4.4 vs. non-relocated group: mean=2.5, SD=4.1; t=2.89, p<0.005), but 
not arousal (relocated group: mean=5.5, SD=4.3 vs. non-relocated group: mean=4.4, SD=4.2; t=1.22, 
p=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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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This study showed that the prevalence of PTSD was 29.2% among the mid- to old-age population 
experiencing Morakot typhoon. The risk factors for PTSD were female gender, self-perceived health, 
relocation, family death and depression. Participants had been relocated to military campus experienced 
more symptoms of reexperience and avoidance, but not arousal, than not. 
 
 
 
 
In this study, we found 29.2% of the middle to old age, mostly aboriginal, residents, had PTSD during 3-6 
months after a flooding disaster. The prevalence of PTSD was possibly affected by age, culture and nature 
of trauma. The literature regarding the aging effect on PTSD is inconsistence. Some researchs suggested 
older adults are more resilient than younger adults after a natural disaster (Acierno, Ruggiero, Kilpatrick, 
Resnick, & Galea, 2006). On the other hand, findings that older adults are more vulnerable than younger 
after experiencing trauma have also been reported (Ticehurst, et al., 1996; Yang, et al., 2003). Compared 
to previous studies for the younger counterparts facing similar disaster, the prevalence of PTSD in this 
study was not higher. Also, age did not show to be a risk factor of PTSD in our analysis. The other 
possibility is that the age effect on PTSD might be affected by culture (Norris, Kaniasty, Conrad, Inman, 
& Murphy, 2002). The study area located at the aboriginal communities. The relevant studies especially 
for the aboriginal elders are scant. It is possible that the distinct culture may prevent or worsen part of 
those aboriginal elders from PTSD.  
 
Two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regarding prevalence of PTSD after a nature disaster had been conducted in 
Taiwan. The results showed PTSD prevalences after the Chi-Chi earthquake in Taiwan was 7.6% and 
11.3% among general populations (Chou et al., 2004; Yang, et al., 2003). More specifically, the latter one 
divided participants into three groups based on age, and the elderly prevalence of PTSD in their finding 
was 19.3%. The prevalence of this study was higher than the two studies, even for the elderly population.  
 
There were two possible speculations to explain the the higher prevalence of this study compared to the 
previous two studies. The first is that the disaster severity of Typhoon Morakot is worse than the Chi-Chi 
earthquake. However, according to disaster severity scale (DSS), which was one tool developed to assess 
and define disasters (de Boer, 1990). DSS has 7 dimensions to assess the severity of disasters, including 
the effect on the surrounding community, number of casualties, type of disasters, duration of disaster, 
radius of impact site, injuries sustained by living victims and rescue time. Base on the DSS, the total 
scores between Typhoon Morakot (score?) and Chi-Chi earthquake is close. Therefore, it is hard to say 
that the higher prevalence was accounting for the severity of disasters. 
Second speculation is the aboriginal people may be more vulnerable than general population. Aboriginal 
people usually have less resources, low educational level, low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so on, among 
which some of them are risk factors for PTSD we have mentioned above. In addition, minority status has 
been reported to be a risk factor of PTSD (Brewin, Andrews, & Valentine, 2000). The precise relationship 
between PTSD and minority status in Taiwan needs more studies. However, this phenomenon indicated 
the PTSD is not uncommon on the mainly aboriginal elderly in Taiwan.  
 
Risk factors of PTSD in this study were self-perceived health, depression, female, experience of family 
death and relocation. Female gender and family death have been demonstrated in previous studies (Chou 
et al., 2007; Lai, Chang, Connor, Lee, & Davidson, 2003; Yang, et al., 2003). A relatively novel risk factor 
of this study was relocation. Relocation should be a better way to away from disaster. Relocations are 
often required following a natural disaster. It could be “temporary” relocation till the damaged area has 
been reconstructed, or be “permanent” resettlement. It is believed relocation is usually involuntary, even 
compulsory. It disrupts the people profound on sociocultural and economic aspects (Oliver-Smith, 1992). 
Some studies did not find worse effect of relocation on PTSD (Chen, Lin, Tseng, & Wu, 2002; Najarian, 



 

 132

Goenjian, Pelcovttz, Mandel, & Najarian, 1996; Yang, et al., 2003). In contrast, some researchers found 
relocation has adverse effect on PTSD (Galante & Foa, 1986; Goto, Wilson, Kahana, & Slane, 2006). The 
effect of relocation on mental health after an earthquake has been examined on women and their children, 
which indicated that group in the relocated city did not worse than the comparisons, but predisposed 
depression (Najarian, Goenjian, Pelcovitz, Mandel, & Najarian, 2001; Najarian, et al., 1996). There are 
few studies directly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ocation and PTSD on the elderly. 
 
Our results support those being relocated had more severe symptoms of PTSD. The findings might be 
argued that those being relocated to temporary shelters may the ones experienced more house damage or 
personal injury, which were the main origin of PTSD. However, our analysis has controlled these 
confounding factors and showed they had more severe PTSD symptoms, especially of reexperience and 
avoidance. It is possible that relocation had independent effect on PTSD. As the study participants who 
had been relocated were mostly compulsory move to the temporary shelters, in military campus, they 
would receive more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nd disrupt their preexisting social support network. Our 
findings also showing there were higher scores in reexperience and avoidance, but not arousal cluster 
scores that may be explained relocations did not aggravate arousal coming from the following disaster 
threat but aggravated other PTSD symptoms clusters. Military campus could provide victims the sense of 
safety. After experiencing a traumatic event, people are more likely report lowered sense of safety (Bleich, 
Gelkopf, & Solomon, 2003). Offer a safe shelter may moderate the symptoms of hyperarousal of PTSD. 
This is interesting finding indicates that relocation does not deteriorate all symptoms of PTSD; there may 
be some advantage to relocate people to military campus. Trying to absorb those advantages and 
overcoming disadvantages that may improve the necessarily relocating process after a natural disaster. 
The results raised a special psychological rehabilitation program especially for those being relocated in 
the future.  
 
Limitation  
 
There were some limitations in this study. First, the sample size of this study is small, causing the 
confidence intervals of odds ratio for some risk factors are too high. Second, because we focused on the 
elderly, the age range of this sample is narrow. Third, the prevalence rate of this study just reflects the 
time of data collection, 3-6 months after the disaster, and cannot generalize to other time frame. Finally, 
not all possible risk factors have been included in this study (e.g., Intelligence quality, social support). 
 
 
 
Conclusion 
In this study, we found the prevalence of PTSD was not uncommon among the mid- to old-age, mostly 
aboriginal, communities. Risk factors of PTSD were female gender, family death, low self-perceived 
health, depression and relocation. We suggested the elderly who were relocated required a special 
psychological program accompan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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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nd trauma experience of participants 
 PTSD Non-PTSD Statistics 
 N (%) N (%)  
Sex    

Female 28(80%) 44(51.8%) χ2 =8.24 
Male 7(20%) 41(48.2%) p<0.004 
Age (Mean ± S.D.) 67.5(8.5) 66.8(9) t=0.38; p<0.703 
Education    
≦Primary school 34(97.1%) 70(82.4%) χ2 =5.49 
>Primary school 1(2.9%) 15(17.6%) p<0.037 
Personal injury    
Non-injury 28(80%) 80(94.1%) χ2 =5.49 
Injury 7(20%) 5(5.9%) p<0.039 
Family death     
Non-death 31(88.6%) 82(96.2%) χ2 =2.82  
Death 4(11.4%) 3(3.5%) p<0.192 
Property loss    
Nothing loss 21(60%) 74(87.1%) χ2 =11.01 
Property 14(40%) 11(12.9%) p<0.002 
Relocation    
Non-relocated 18(51.4%) 72(84.7%) χ2 =14.64 
Relocated 17(48.6%) 13(15.3%) p<0.000 
Self-perceived health    
Better or unchanged 19(45.7%) 64(75.3%) χ2 =9.76 
Worse 16(54.3%) 21(24.7%) p<0.003 
 
Table 2 Summary of logistic regression of risk factors of PTSD 
 Model 1 

PTSD vs 
non-PTSD 
O.R. (95% CI) 

 
Sig 

Model 2 
PTSD vs 
non-PTSD O.R. 
(95% CI) 

 
Sig 

 

Sex (F / M) 3.63 
(1.11-11.88) 

0.017* 4.66 
(1.16-18.80) 

0.030* 

Relocation  5.64 
(1.60-19.88) 

0.007** 27.91 
(3.74-229.80) 

0.002** 

Self-perceived 
health  

4.24 
(1.53-11.78) 

0.006** 2.73 (0.84-8.92) 0.096 

Education 14.11 
(0.94-210.88) 

0.055 10.23 
(0.55-191.99) 

0.120 

Personal injury 1.01 
(0.16-6.23) 

0.99 0.58 (0.06-5.53) 0.632 

Family death 10.72 
(0.93-123.41) 

0.057 67.62 
(2.85-1063.68) 

0.009** 

Property Loss 2.01 
(0.49-8.30) 

0.333 1.79 (0.38-8.40) 0.460 

Depression (without controlling 
depression) 

28.69 
(4.52-182.06) 

0.000*** 
 

Model 2: adding depression variable into model 1. 
* P<0.05. 
**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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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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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區老人健康復原工作模式計畫期末報告 

附件五 
心理諮商服務與精神醫療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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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轉介流程與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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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林鄉居家醫療訪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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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子計畫三：「學校為基」的心理社會復健工作模式之探討 

摘要 

    本研究旨在建立符合本國國情的「學校為基」之災後心理重建模式，透過評估災區學校學生災

後心理壓力調適情形、訪察災區學校教育實況和問題，並結合國教輔導團的專業知能，協助學校共

同發展以學校為本的災難教育課程等策略和程序來達成。具體研究目的有五項：一、拓展過往國內

防災教育的學理範疇，建構跨領域視野的災難教育課程；二、瞭解災區學校學生災後生活壓力情形，

以做為發展災難教育校本課程之基礎；三、發展災難教育議題融入領域教學之範例課程，提供各校

發展災難教育校本課程之參考；四、理解災區學校教育實況，並提供師生心理輔導及災難教育課程

發展之專業協助；五、協同發展學校本位災難教育課程，建立符合本國國情的「學校為基」之災後

心理重建模式。本研究獲致結論為：一、災區學校學生災後生活調適情形大致良好，唯須注意個別

差異並持續追蹤；二、災區學校對於發展災難教育融入領域課程須考量在地的實況與困難；三、災

區學校能夠整合各方資源，積極發展以學校為本位的災難教育課程； 

四、建立符合地方需求的學校本位災後心理重建模式。 

 

一、緒論 

(一) 研究背景 

    八八水災造成台灣南部地區的重創，根據 Rubonis 與 Bickman （1991）的後設分析，相較於

人為災害，天然災害比較可能引發心理問題，因為天然災害通常造成大量的生命喪失、財物損失與

公共措施及社會規範的失序（Cao, McFan- lane & Klimidis, 2003; Kato, et al., 1996）。基於天然災害

往往造成集體的生命財產與身心健康的災害，協助災後的適應、復原及成長（post-disaster adjustment, 

recovery, and growth），不僅是心理健康專業人員所關心的議題，更是責無旁貸的專業使命。 

天然災害的受創者，往往不是個案，而是集體，因此，以集體處遇的方式來置入創傷心理的防

治方法，不僅有其經濟效益，更有集體共修復員的益處。在台灣，學校實質上具備「社區」的性質

與功能，其中的組成包括學童、學童的家長、學校教師、以及學校行政人員與校長等。在集體復原

的歷程中，各成員的受災情況與復原狀況，均層層相扣連，彼此影響，尤其是學童在災後的身心健

康，更可能是該社區是否健康的主要影響源。因此，本子計畫主要從學校教育系統進行災難心理重

建，借鑑美國加州大學「學校為基」的災難心理防治策略模式，建立符合本國國情的「學校為基」

之災後心理重建模式。 

    依據美國National Child Traumatic Stress Network「學校為基」的災難心理重建工作原則有： 

1. 準備度（Readiness）：指一旦發生災難，學校是否已準備好可以應付災難帶來的危機與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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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 

2. 反應度（Response）：當災後發生後，學校的資源與技能是否能做出有效的反應與決策。 

3. 復原度（Recovery）：指學校維繫社會與情緒平衡的歷程。 

此3R的準則，其細部的內容可如下： 

1. 準備度：預見那不可預期的準備 

（1） 學校已具備危機處理系統，可以整合立即與長期心理復健措施，來應對災難可能帶來的

負向結果。 

（2） 於社會網絡中，建立起與當地心理衛生機構與地方組織的良好關係。 

（3） 當災難來臨時，學校人員與其他社會網絡的角色與功能是清楚的。 

（4） 平時已有針對災難特定日子（例如災難同年、特定假期）的危機處遇措施之演練。 

（5） 具備篩選於災難中會發生心理困境的能力，以協助這些師生度過難關。 

（6）發展適合學校文化的危機處遇方案，而能適切的實施於不同群體的師生與家庭。 

（7）於危機與復原期，有足夠的支持系統協助遭撤離、家庭失散的學校人員。 

（8）提供新進教職人員有關此危機處遇的訓練。 

（9）每年回顧、檢討與改進危機處理系統。 

（10）對學校人員進行相關的在職訓練。 

2. 反應度：你準備好了嗎？ 

（1） 評估進一步支持與援助的師生。 

（2） 適時提供學生、家屬與教職人員所需的資源。 

（3） 指認出有哪些事件或線索會引發學校師生與其他人員的災害創傷反應，並監控這些反應

帶來的影響。 

（4） 設計方案及心理教育宣導單張來協助師生與家長，面對這些災難提醒物（traumatic 

reminders）所帶來的反應。 

（5） 利用資源與媒介，宣導災難相關訊息（trauma-related information）給家長，以協助其如

何支持孩子。 

（6） 提供最新的訊息給教職人員與家長，並保持溝通的開放管道。教導老師如何提供適齡的

訊息給學生。面對不實的消息，要能即時提供正確訊息。 

（7） 發展出協助且心理困擾的學生之系統，以及如何與心理衛生機構形成轉介及追蹤。 

3. 復原度：長期需求的建構 

（1） 結合學校與社區資源協助需長期照護的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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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適時評估與監控各類協助者的壓力累積狀況以及因應措施。 

（3） 提供教育素材給家長及教職人員，協助期能了知壓力反應及應對措施。 

（4） 將教學活動及課程內容與災難經驗相結合，不但可以幫助學生整合他們的經驗或觀察，

同時也可以達到教育的目的。 

（5） 強化社會支持網絡的建立。 

（6） 注意災難後帶來的次級壓力源及困境，並發展應對措施。 

（7） 事先設計特殊日子（例如：中秋節）的危機處遇方案，以及對高危險孩子的反應與協助。 

綜上所述，建構學校作為社會支持網絡系統為推動災難教育的首要工作。本子計畫透過評估災

區學校學生災後心理壓力調適情形、訪察災區學校教育實況和問題，並結合國教輔導團的專業知

能，協助學校共同發展以學校為本的災難教育課程，建立符合本國國情的「學校為基」之災後心理

重建模式。 

 

(二) 研究目的 

     本子計畫的具體研究目的有五項，分述如下： 

  一、拓展過往國內防災教育的學理範疇，建構跨領域視野的災難教育課程。 

  二、瞭解災區學校學生災後生活壓力情形，以做為發展災難教育校本課程之基礎。 

三、發展災難教育議題融入領域教學之範例課程，提供各校發展災難教育校本課程之參考。 

四、理解災區學校教育實況，並提供師生心理輔導及災難教育課程發展之專業協助。 

  五、協同發展學校本位災難教育課程，建立符合本國國情的「學校為基」之災後心理重建模式。 

 

二、文獻探討 

基於本研究目的，本章首先探討災難教育的意涵，其次論及災難教育的推動，最後探討本研究

的核心議題，即災難教育課程理念與設計，以作為本研究之背景及學理依據。 

 

(一) 災難教育的意涵 

   災難教育理念來自災害管理（disaster management）之概念，而所謂災害管理，是針對危險情況的一

種持續性、動態性的規劃管理過程，以減少危險情況的不確定性及降低災害發生之可能。從「管理」的觀

念而言，有關災害種類、預防方法、發生時間、應變方式、復原計畫、政策檢討等，均是災害管理的

範疇”（引自土石流防災資訊網，無日期）。根據美國聯邦急難管理署（FEMA）於1979年發表的綜

合急難管理（comprehensive emergency management），將災害管理分為四個階段，分別為減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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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igation）、整備（preparedness）、應變（response）、復原（recovery），形成災前的緩和、災前

準備、災後應變與復原重建等的災害管理循環過程（引自馮燕，2010）。 

    回顧國內過往推動防災教育的成果，自民國89年公佈「災害防救法」，將防災教育視為「災害

防救」工作的重要基礎，進而自民國92年度開始推動「防災科技教育改進計畫」，在計畫中區分天

然及人為災害領域之教育，體認災難的預防與準備，最有助於災後援助負擔的減輕；其計畫內容對

於災難的預防、減災與準備的重視，優於災難應變及復原能力。然而近年全球環境變遷，重大災難

頻傳，天災與人禍難以切割，而災害的衝擊與創傷影響深遠。當災害發生時，首當其衝的乃是受災

地區的民眾，第一時間應變救災的各種工作，往往也是影響災情重大與否的關鍵要素。因此為減低

社會脆弱度而言，災害防治的推動觀點應為全災管理思維。故而災難教育實應著眼於災害管理，將

關注範疇擴及至災害發生與重建階段，提升防災教育之理念，深化落實於災難中所記取經驗並創造

更好的生活。 

 

(二) 災難教育的推動 

天然災害通常造成大量的生命喪失、財物損失、公共措施及社會規範的失序，引發集體的生命

財產與身心健康的災難。基於天然災害造成的影響，協助災後的調適、復原及成長等工作，以集體

處遇的方式來置入創傷心理的防治方法，不僅有其經濟效益，更有集體共修復原的益處。 

    在台灣，學校實質上具備「社區」的性質與功能，其中的組成包括學童、學童家長、學校教師、

校務行政人員與校長等。在集體復原的歷程中，各成員的受災情況與復原狀況，均層層相扣連，彼

此影響，尤其是學童在災後的身心健康，更可能是該社區是否健康的主要影響源（許文耀，2009）。

談到學校在災難中扮演的角色與定位；以「台灣九二一地震災難暴露對青少年創傷後壓力反應及社

會關係的影響之性別差異」（吳治勳、陳淑惠、翁儷禎、吳英璋，2008）為例，提到在協助改善受

地震災害青少年社會關係的過程中，必須同時考慮到其生活環境中的許多成人也受到相同災難的影

響，而這些成人在災後的壓力可能還更大（例如還要負擔較多的環境復原責任），所以要直接改善

此一部分的社會關係狀態可能較為困難。在這樣的限制之下，以學校為基礎進行的災後復原的工作

應是可思考的方向。 

    由於災難經驗的形成會因為個人所身處的生命週期(life course) 與由之所衍生的社會文化背景

之不同而有差異（Elder、George and Shanahan，1996；Kleber、Figley and Gersons，1995；引自吳

英璋，2005）。因此探討學校與社區進行災難教育的關係；管建興（2006）研究調查顯示以學校做

為辦理社區居民防災事務推動的基礎是可行的，認為以學校為中心學習各項防災知識與技能，如此

不但可讓居民習得相關知識，並可將災害知識往下紮根，並就行政體系而言，政府可直接要求所屬

公立學校配合辦理。回顧過往相關研究，學者賴念華（2002）表示根據「台大921心理復建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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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進行一系列心理復健工作中，認為學校、社區為基礎的介入途徑，可提供當地學校教師或社區志

工為心理健康之培訓種子，培養他們篩檢、危機介入、教育輔導，以支持性治療等知識與技巧，一

方面期望能達到著重宣導預防教育的功能，另一方面也為災後學校、社區提供個案服務及間接社區

服務。若以社區基礎、學校基礎為災後介入模式，會發現彼此原有的關係連結是存在的，同時相互

支持的力量也容易產生。 

    因而從防災教育及災後心理復健的推動，可得推動災難教育的初始，亦可於受災後相關資源介

入為契機，因此，本研究再進行之初，即以台大九二一心理復健小組編制之「學生生活狀況調查量

表」（吳英璋，2000；引自許文耀，2009），著手調查災區學生的生活狀況、受災經驗、家庭及學校

生活等部分，做為研究基礎，並且為避免資源重複進入災區，降低預期之效應，更著重於整體的統

籌規劃，規劃從學校教育系統進行災難教育，以學生為主體，建構校園成為災難中社會支持網絡系

統，故而將災難教育推動計畫目標制定為下列四項： 

1. 整合防災教育相關成果與研究，全面推動至家庭、學校與社會層面，以培養及協助各界對於災

難教育之共識與基礎。 

2. 開拓並延續過去有關災難教育的推動經驗，並作系統性的規劃與深度耕耘，以強化永續發展及

災難經驗的價值。 

3. 建構具特色的地域性災難教育模式並加以推廣及交流，並為災難教育的學理與實務推動永續經

營作準備。 

4. 強化災難教育之跨科際整合及創新作法，為落實於培養公民素養並提升與國際接軌以經驗交

流。 

 

(三) 災難教育課程理念與設計 

1. 災難教育課程之理念 

    災難的社會研究發展中，災難社會學自 1960 年代開始受到重視，以廣義社會科學的災難研究

而言，強調所有災難都是社會性的，是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因素而非僅物理因素，塑造了災難的後果

與災後重建的組織績效(Quarantelli 1988; Tierney 2007)。從早期的自然主義觀點，將災難視為自然

力量的反撲，在這些論述下，視災難成為「天災」(natural disasters)，人類則是被動的接受者 (Wisner, 

Blaikie,Cannon, and Davis 2004)。學者張維安（2010）提出，如今災難被視為一種例外的情境或極

端的事件，因此所產生的社會現象經常不具延續性，自然無法進行理論與通則化的討論。惟有人們

開始探究災難形成之成因或災害衍生的相關議題，而並非災區居民或相關政府單位才需考量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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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自身關切生活環境及相互影響的社會、文化等現象，深思個人與整體社會的權益與責任，視災難

為集體共生中應該重視之意識。災難教育才不僅於對災害的防範未然，而是根本著手於個人對於環

境與社會的態度，以期提升公民素養，共創永續發展的社會。 

    目前防災教育課程已經正式納入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綱要中，而教育部曾於2003年委託學者葉

欣誠規劃「防災教育課程綱要」（教育部，2003b）之中提到在目前國中、小學習階段的教育課程安

排下，防災教育可以融入式、主題式之教學方式進行，以達成下列課程目標： 

‧ 培養學生對各種災害之警覺心及敏感度。 

‧ 建立學生正確的防災概念及知識。 

‧ 培養學生正面積極的防災態度與價值觀。 

‧ 培養學生防災行動技能及處理災害的能力。 

    此課程目標與災難教育之課程目的接近，皆為減少災害帶來知精神和物質上的損失，養成「防

災、備災、減災」相關知能為理念。災難教育有別於防災教育之範疇，強化災害管理中「應變」和

「復原」階段，引用災難社會學為基礎構念，拓展社會觀感對於災難的視野與思維，著重於建立災

難的危機因應及災變處理的技能，並於災難事件當中體認個人、社會以及環境的價值為核心，以社

會心理取向之課程設計概念，使學習者為成為主體，將災難教育成為防治災害工作及災區生活體制

重建上最具根本的推動，為本研究首要目的及特色。 

 

2. 議題融入之課程設計 

（1）環境教育議題融入災難教育課程 

災難教育對於災難復原及應變能力有重要的學習意涵，但是該如何預防災害與減少災害的發

生，在災難管理的四個階段中，經過災害經驗而學習與環境共生的概念是預防勝於治療的轉機。但

首要工作於人對於環境意識的提升，因此藉由環境教育的理念作為災難教育課程發展。依據「貝爾

格勒憲章(The Belgrade charter-A Global Framework fo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1975)，其目標首

先引發個人對環境的關心，進而授與知識、技能，培養其態度，最後使得每個人能擁有評價能力與

積極參與的作為，兼具環境的意識到解決環境問題的行動。故而要對災害產生意識，必須先對環境

產生覺知，此亦為環境教育實施的第一步。 

教育部於民國 97 年公布之九年一貫課程綱要訂定之課程目標，作為議題融入的發展，其環境

教育之課程目標如下： 

• 環境覺知與敏感度 

經由感官覺知能力的訓練(觀察、分類、排序、空間關係、測量、推論、預測、分析與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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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學生對各種環境破壞及污染的覺知，以及對自然環境和人為環境美的欣賞與敏感性。 

• 環境概念知識 

教導學生瞭解生態學基本概念、環境問題(如：全球暖化、河川污染、核污染、空氣污染、土

石流等)及其對人類社會文化的影響(永續發展、生物多樣性)；瞭解日常生活中的環保機會與

行動(如：溫室氣體減量、資源節約與再利用、簡樸生活、綠色消費等)。 

• 環境價值觀與態度 

藉由環境倫理價值觀的教學與重視，培養學生正面積極的環境態度，使學生能欣賞和感激自然

及其運作系統，欣賞並接納不同文化，關懷弱勢族群，進而關懷未來世代的生存與發展。 

• 環境行動技能 

教導學生具辨認環境問題、研究環境問題、蒐集資料、建議可能解決方法、評估可能解決方法、

環境行動分析與採取環境行動的能力。 

• 環境行動經驗 

將環境行動經驗融入於學習活動中，使教學內容生活化，培養學生處理生活周遭問題的能力，

使學生對學校及社區產生歸屬感與參與感。 

 

    亦有許多學者提出環境教育與防災教育之關聯研究，以災難教育之立基，更應重視學理的連

結；例如學者蔡慧敏（2000）於「永續減災的環境教育」文中提到應藉由環境教育之推廣，提昇全

民對自然環境與災害之認識，惟有較佳的環境素養（environmental literacy），才能對整體環境具覺

知（awareness）與敏感性、並具有解決問題的技能，也才能有效提升全民的耐災力，為下一次災

害之來臨作好準備，也為後世子孫留下耐災且永續之環境襲產。因此，將環境議題融入災難經驗課

程，發展反思取向的環境議題教學（劉湘瑤，2010），關切生活周遭的環境問題，積極的參與環境

行動等行為，建立環境永續相關的知能，以期具備相關環境問題改善或解決的認知及技能，作為環

境教育融入災難教育課程設計之基本概念為本研究所著重之處。以現有學校課程為基礎，學科教學

可導入環境概念知識，探討環境問題與災難之關係，引發學生對於環境的關心，亦透過環境行動技

能幫助學生對於所居住的環境與社區產生情感，了解當地可能潛在災難危機，建立防範災難的行動

及共識，培養人與環境共生共存的價值觀，在災區重建和復原中找尋與環境永續的關係，即是本議

題融入的核心價值。 

 

  （2）生命教育議題融入災難教育課程 

廣義的生命教育之目的在於希冀透過全國性校園生命教育之推動，以達落實全人教育及終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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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之教育遠景。有關生命教育的內涵，根據不同的取向發展；以下將學者黃德祥（2000）對生命教

育之詮釋分為五大取向（黃雅文，2005）： 

• 宗教取向的生命教育：宗教探討人的生、老、病、死等生命與價值的課題，也對自然與超自然

現象加以解釋。延續生命教育推動經驗，並作系統性的規劃與深度耕耘，以強化全人發展及

全人關懷的生命教育。 

• 生理健康取向的生命教育：重視了解人體生理結構、健康促進、疾病預防與環境保護的相關教

育。此種取向的生命教育強調生理、心理與心靈的反毒、反污染、反濫交的重要性；另外，

傳統健康教育也再次受到重視，希望中小學生能充分了解自己的生理狀況，進而維護身體健

康。 

• 生涯取向的生命教育：重視學生的生涯輔導與生涯規劃，事實上就是一項生命教育。國外近年

除生涯教育與輔導之外，亦重視生活技巧的教育，包括：生理與性、心理與社會、道德、情

感、自我、職業等七大領域的全人發展。此外新近倡導的「全人教育」，亦屬此一範疇。 

• 生活取向的生命教育：生活教育是自有教育以來的核心項目，生活教育也許就是生命教育的基

礎，事實上要將生活教育與生命教育區分並非容易，兩者互為表裡，會生活的人才會尊重生

命，尊重生命的人才會真正生活。 

• 生死學取向的生命教育：有關死亡或哀慟之教育。而死亡教育的內涵，死亡教育學者針對不同

之教育對象之年齡提出不同的教育目標。 

    基於災後社會心理復健工作，為積極的輔助災難處遇，關切災民的「健康」狀況為首要發展，

依據吳英璋（1999）引用 WHO（1946）對於健康的定義為「個人之生理的、心理的、社會的以及

心靈的完備而安適的狀態」而言，災害造成的創傷與影響，身心狀態的調適及壓力管理等課題相當

重要，因此將生理健康、生活、生死學等取向的生命教育融入災難教育，為本研究認為社會心理復

健工作實踐的教育價值。災後學校所扮演之角色及功能，災後教師可能具備雙重角色之壓力，在教

學者本身是受災者，而仍須承擔外來社會資源的服務，亦須提供學生之學習輔導，因此教師的身心

壓力不可小覷。除了提供完整的災後學校介入工作模式，本研究更以師生共學、經驗分享等教學構

念，作為社會心理復健工作之策略，以學校本位發展課程，將此地災後學生生活所面臨之議題及身

心創傷等狀況，藉由生命教育進行學習輔導與心理復健，建立正向的人格態度與社會倫理為目的。 

    對於災變的衝擊與生活重建等影響，是災民所需面臨的心歷路程；以失親學童或遭遇重大創傷

的災民為例，災難教育中引導生死學等議題以撫平傷痛，找尋生命的意義是可以依循的方向，張淑

美（2000）認為探討死亡的本質以及各種瀕死喪慟之主體與現象，可以促進吾人深切省思自己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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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會，自然乃至於宇宙的關係，從而能省察生命的終極意義與價值，且能坦然面對死亡，克服

死亡恐懼與焦慮，進而活出生命的意義。而在災後面對生活的態度、生命的信念將是構成「健康」

的關鍵，災難經驗的意義賦予各種生命與自我認同的改變是災難教育根基，故而期許學習者能夠了

解做為「人」的價值與意義，為生命教育融入災難教育課程之核心目標。 

 

三、研究設計與實施 

 

為瞭解八八水災高雄縣災區學校對於災難教育課程之需求，並擬透過與學校合作，發展融合在

地生活文化的災難教育課程，本研究兼具基礎性及應用性的研究旨趣，透過問卷調查及訪談進行，

從需求評估、提供教師增能研習、發展範例課程、參與並協助學校發展防災校本課程，希望能建立

防災教育的校本課程發展模式，提供後續的課程研發與教師增能計畫之參考。本章茲就研究架構、

研究方法與工具，以及研究步驟等三部分說明如下。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之架構圖如圖 6-1 所示，為瞭解災後學生身心概況與教師對於災難教育課程之看法，首

先進行學生生活狀況調查與教師訪談。經由前項調查結果，邀集高雄縣國教輔導團教師發展範例課

程設計，成果與災區教師分享，並透過訪談理解課程之適用性與學校發展課程之需求。依據訪談結

果，提供學校教師知能研習之服務，並與學校共同發展以學校為本位的災難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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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與工具 

 

1. 問卷調查 

本研究調查問卷「學生生活狀況調查表」(附件一)係參考台大九二一心理復健小組編製之「學

生生活狀況調查量表」（吳英璋，2000）修訂而成，經專家效度檢核後，修訂為適合八八水災受

災學生施測之正式問卷。 

 

2. 半結構訪談 

此階段研究主要採半結構式訪談，研究者在進行第一次訪談前，先構思訪談方向，以整理出

訪談大綱；訪談大綱並隨著逐次的訪談內容逐次略做調整。 

本部分以國教輔導團所發展的災難議題範例課程設計為基礎，透過與高雄縣那瑪夏鄉、桃源鄉、

甲仙鄉、六龜鄉，以及茂林鄉之國民中小學教師的訪談結果，蒐集發展學校本位災難教育課程之

基礎資料。 

 

（三）研究歷程 

本研究的實施過程分為問卷調查與教師訪談、發展災難教育議題融入範例課程設計、高雄縣教

確立研究目的 

圖 6-1：研究架構圖 

學生生活狀況調查與教師訪談 發展災難議題範例課程設計 

訪談災區學校教師 

借鏡已發展災難教育 

相關教材學校之經驗 

辦理災區教師增能研習 

建構學校本位的災難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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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人員訪談、辦理教師知能研習、已發展八八風災重建課程之經驗訪談，與建立學校本位的災難教

育課程等階段，以下分別說明之。 

 

1. 學生生活狀況問卷調查與教師訪談 

    本部份目的在瞭解八八水災災區學生主觀生活的改變、災後心理壓力承受情形，以及自我效能

感、身心症狀、父母管教及同儕師生關係。研究工具「學生生活狀況調查表」共分為基本資料、現

在的生活狀況、受災的經驗、個人習慣、家庭生活及學校生活等六部分。問卷於 99 年 1 月 6 日至

11 日邀請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方德隆教授、傅粹馨教授、吳松林副教授進行專家效度考驗

後，修訂為正式問卷，原量表題目為 120 題，修訂後為 116 題；並請高雄縣政府教育處於 99 年 1

月 12 日發文，於 99 年 1 月 13 日至 14 日由研究者進入受災學校進行正式施測（施測時間點約為災

後 6個月）。 

    研究對象方面，研究者採隨機取樣(取樣受限於樣本的可接近性)，受災學校國小 3所（民生國

小、樟山國小、民權國小）之四、五、六年級學生共 135 人；國中 2 所（桃源國中、三民國中）七、

八、九年級學生共 193 人，總計 328 位樣本進行施測，研究者親臨現場施測，問卷回收率 100%。

取樣學校施測問卷數一覽表和樣本背景資料摘要表如表 1、表 2所示。 

    表 6-1：取樣學校施測問卷數一覽表 

學校類別 校  名 發 出 

 份 數 

 收 回 

 份 數 

  有 效 

  問 卷 

國 

小 

民生國小    63     63   63 

樟山國小     40     40          38 

民權國小     32     32     31 

國 

中 

三民國中    103    103     103 

桃源國中     90     90     90 

合   計    328    328     325 

回 收 率 ： 100% 可 用 率 ： 99% 

 

      表 6-2：樣本背景資料分析 

變   項 選   項 人 數 百  分  比 

  性   別       男 155 47.7 

      女 170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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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年   級 

小  三 44 13.5 

小  四 38 11.7 

小  五 50 15.4 

中  一 68 20.9 

中  二 51 15.7 

中  三 74 22.8 

   

 

族   群 

閩南人 3 .3 

客家人 1 .5 

外省人 0 0 

原住民 320 98.5 

其  他 1 .3 

 

資料分析方面，正式施測問卷回收後，研究者剔除無效問卷 3 份後，利用電腦統計套裝軟體

SPSS for WINDOW Release 10.0 進行資料的統計與分析處理。 

 

本階段除了初步蒐集八八水災後學生心理和生活現況資料後，擬進一步依據學生與教師之需求

規劃師生心理輔導方案、設計防災及身心靈重建之教材、安排教師充實相關知能的研習活動。據此，

研究者於量表施測期間，同時以非正式訪談方式晤談 7 位災區實務教師（國小 5 位、國中 2 位）；

基於研究倫理考量，受訪者皆以化名處理，資料分析如第四章研究結果。 

 

2. 與國教輔導團合作發展災難教育議題融入範例課程設計 

研究階段初期研究者尋求高雄縣指標性教育工作者，希望借重教學經驗豐富的教師，共同發展

災難教育議題融入領域教學的範例課程設計。發展範例課程的首要之務，即讓專業教師對於災難發

生的狀況、災後學生心理復健，及創傷症狀群等主題，有初步的瞭解；其次，再進行災難教育議題

融入課程設計的知能研習。據此首先於 99 年 03 月 25 日辦理「八八水災災後社會心理復建課程設

計研習工作坊」，邀請國教輔導團教師、高雄縣八八水災受災學校教師，與對本議題感興趣之教育

工作者共同參與。講師分別邀請高雄縣那瑪夏鄉三民國中王世哲校長、正修科大學輔中心辛宜津主

任、高醫大附設中和紀念醫院唐子俊醫師、高師大環教所劉湘瑤教授、慈濟大學教育傳播學院張景

媛院長及高雄市光華國小翁瑞美輔導主任，議程如下表： 

 

表 6-3：八八水災災後社會心理復建課程設計研習工作坊議程(99 年 0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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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議程 主講人 主持人 

8：10 ~ 8：30             報到    

8：30 ~ 8：40            始業式 李黛華處長 鄭英耀主任 

8：40 ~ 9：40 講題一：災區經驗 王世哲校長 鄭英耀主任 

9：40 ~ 10：40 講題二：受災學童災後身心反應與受輔經驗 辛宜津主任 鄭英耀主任 

10：40 ~10：55             茶敘   

10：55 ~12：25 講題三：談創傷與復原 唐子俊醫師 辛宜津主任 

12：25 ~13：30             午餐    

13：30 ~14：30 講題四：環境教育融入災難經驗課程設計 劉湘瑤老師 林素貞主任 

14：30 ~16：00 講題五：生命教育融入災難經驗課程設計 張景媛老師 林素貞主任 

16：00 ~16：15             茶敘   

16：15 ~17：15 講題六：法治教育融入災難經驗課程設計 翁瑞美主任 方德隆主任 

17：15 ~17：30            綜合座談 全體老師 方德隆主任 

17：30 ~            賦歸   

 

王世哲校長，主要分享其親身經歷八八水災與學校災後重建的心路歷程。辛宜津主任則說明正

修科大學輔中心對於災區學童心理諮商輔導的評估與輔導過程。唐子俊醫師，就醫學專業觀點對創

傷後壓力症候群的症狀及復原的機制進行深入淺出的解說。為提升輔導團在議題融入方面之技巧，

午后的課程透過與本次八八水災相關之環境教育議題、生命教育議題及法治教育議題融入課程之經

驗，提供輔導團教師編寫教案的具體建議和策略。活動中邀請劉湘瑤教授，藉由過去曾參與教育部

防災課程發展之經驗，將氣候變遷、生態議題、環境教育與防災課程等，結合八八水災經驗與輔導

團教師進行交流。張景媛院長，針對生命教育課程內涵，提供教學目標、教學活動設計，與生命教

育相關教學素材給活動現場老師參考。翁瑞美主任，曾任高雄市國教輔導團教師，將自身在教學實

務經驗，及法治教育相關研究與現場教師進行分享。透過來自各領域專家的傾囊相授，建立輔導團

教師對於災難現場及災後心理復健的背景知識，並提升輔導團在議題融入方面的技巧。 

工作坊結束後，進入教案編寫的階段，輔導團教師依據在工作坊所得到的災區資訊、專業知能，

再自行蒐集所需的相關輔助資料，結合自身專長學習領域與教學經驗進行教案編寫。待教案回收

後，研究者聘請劉湘瑤教授、張景媛院長、翁瑞美主任，以及高師大教育學系丘愛鈴教授等四位擔

任審查委員，針對投稿教案予以審查並提供修改意見。經數次修改後，研究者再根據審查委員推薦

名單，遴選優秀教案於 99 年 07 月 01 日「八八水災災後社會心理復健課程設計暨成果發表會」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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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進行發表。議程如下表： 

 

表 6-4：八八水災災後社會心理復健課程設計暨成果發表會(99 年 07 月 01 日) 

時       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評論人

8:10~8:40 報        到 

8:40~8:50 開幕致詞 
李黛華處長 
林素貞主任 

8:50~10:20 

教學發表主題 發表人 評論人 

心中有愛‧全球傳愛(國小社會) 陳麗鈞 
張景媛老師 美麗人生 Life is beautiful 

(國中國文) 陳宜政 

10:20~10:35 休息(茶敘) 

10:35~12:05 

教學發表主題 發表人 評論人 

有影陪偶來講話(國小藝術) 張玉梅 
駱慧文老師 

當福爾摩沙遇見莫拉克(國中藝術) 黃芳梅 

12:05~13:30 午餐 

13:30~15:00 

教學發表主題 發表人 評論人 

風災過後(國小生活) 吳毓雯 
劉湘瑤老師 

危機倒數－防災小戰將(國小自然) 徐慶雲 

15:00~15:15 休息(茶敘) 

15:15~16:45 

教學發表主題 發表人 評論人 

山老鼠等一下(國小國語) 吳孟珠 

翁瑞美老師 「不是我的錯？」 
－從正負 2℃影片探討人權與責任

(國中人權) 
簡秀如 

16:45~16:50 休息 

16:50~17:40 綜合座談 鄭英耀主任 
林素貞主任

17:40~ 賦歸 

 

「八八水災災後社會心理復健課程設計暨成果發表會」當天發表的教師共計八位，除了在現場

介紹自己的教案內容、說明設計理念，亦有數位老師呈現已經運用在教學上的成果。現場邀請了教

案審查委員劉湘瑤教授、張景媛院長和翁瑞美主任，及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駱慧文教授參與現場評

論，期透過教案設計者與評論者之間的對話，增進實務教師發展災難教育議題融入領域教學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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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雄縣學校教育人員訪談 

由於本研究參與者主要為高雄縣偏遠地區學校教師及學生，其學校背景、教學資源、生活文化

皆其他地區有所差異；為充份認識各校特色、瞭解災後學校資源分配情況、師生輔導與課程需求，

同時介紹本計畫理念、諮詢當地教師對於發展融入式課程的建議，並調查可提供服務之内容，研究

者經由高雄縣國教輔導團的協助，與各校教導處進行聯繫，透過學校教導主任的推薦，與有意願接

受訪談的教師展開對話。 

由於高雄縣那瑪夏、桃源、甲仙、六龜與茂林等鄉學校，地處偏遠，學生數較少，因此學校規

模普遍較小。在這些學校中，課程的規劃主要以校長與主任主導，因此訪談對象共計有九位，以教

導主任為主，其他訪談者分別為校長、輔導主任及科任教師，受訪者資料如下表。 

表 6-5：受訪者背景資料一覽表 

受訪日期 受訪教師 擔任職務 任教學校 所在地區 

99 年 08 月 18 日 鍾主任 教導主任 茂林國中 茂林鄉 

99 年 08 月 18 日 曾主任 輔導主任 茂林國中 茂林鄉 

99 年 08 月 18 日 張老師 教師 茂林國中 茂林鄉 

99 年 08 月 23 日 林校長 校長 荖濃國小 六龜鄉 

99 年 08 月 24 日 吳老師 教師 桃源國中 桃源鄉 

99 年 09 月 02 日 許校長 前任校長 多納國小 茂林鄉 

99 年 09 月 07 日 陳主任 教導主任 桃源國小 桃源鄉 

99 年 09 月 08 日 伊斯坦大主任 教導主任 桃源國中 桃源鄉 

99 年 09 月 08 日 李主任 教導主任 興中國小 桃源鄉 

 

4. 教師知能研習 

研究者自前一階段的教師訪談中得知，偏遠地區學校教師調動率高、新手教師比例亦偏高；教

師參與校外進修研習的意願，因交通不便因素而明顯偏低。因此研究者訪談前，預先針對輔導和災

難議題融入學習領域教學之主題，準備知能研習方案資料，提供受訪教師參考。 

多納國小、荖濃國小及桃源國小三校教育人員，於訪談時提出教師研習之需求，希望研究團隊

利用週三教師進修時間，辦理相關知能研習。在確定時間後，研究者透過教師訪談、參與荖濃國小

期初學校課程發展會議，與透過桃源國小教導主任在教師晨會中代為調查等方式，進行研習課程內

容之規劃；針對學校教師選出之多數需求的課程主題，研究者尋求專業人員，藉由邀請講師蒞校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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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並於研習後進行專業對話等方式，將相關知能帶進學校。各校研習時間如下表： 

 

表 6-6：各校教師增能研習時間一覽表 

研習日期 學校名稱 所在地區 

99 年 09 月 15 日 多納國小 茂林鄉 

99 年 10 月 02 日 荖濃國小 六龜鄉 

99 年 11 月 10 日 多納國小 茂林鄉 

99 年 11 月 24 日 桃源國小 桃源鄉 

 

5. 桃源國中發展八八風災重建課程經驗分享 

研究者於災區教師訪談過程中，得知桃源國中在八八風災後，曾透過高雄縣教師會與台北首都

扶輪社的協助，發展了一套八八風災災後重建課程，其為結合八八風災與地球科學、地理等學習科

目的在地化教材，內容十分豐富。研究者為借鏡其教材發展經驗，即與前桃源國中校長謝忠保校長

聯繫並於 99 年 10 月 14 日進行訪談，訪談大綱詳見附錄。研究者於進行訪談工作前，事先蒐集教

材背景資料，並依據資料與教材擬定訪談大綱，希冀能藉由桃源國中的課程發展經驗，提供給其他

學校未來發展相關課程之參考。 

 

6. 建立學校本位的災難教育課程 

研究者應荖濃國小林校長之邀請於 99 年 08 月 27 日參與該校 99 學年度第一學期期初課程會

議，會議中向全校老師說明本計畫，並調查可提供服務之項目。研究團隊 99 年 10 月 02 日於荖濃

活動中心辦理教師研習，研習內容以災後輔導與議題融入經驗為主；研習後荖濃國小教師參考國教

輔導團所編寫之「八八水災災後社會心理復健課程設計成果集」，結合學校本位課程與在地文化，

自行編寫課程。 

另一方面，研究團隊亦於 99 年 10 月 20 日週三教師研習時間，參與荖濃國小防災教育課程研

討，分享桃源國中的八八風災重建教材及教材發展經驗，並針對教師已設計之教案，進行專業對話，

建構校內防災課程雛型。課程研討會議後，研究者蒐集教師之教案，邀請專業審查委員進行書面審

查。教師針對會議中專家與同事的建議，以及書面審查意見做課程內容調整，並於 99 年 10 月中旬

至 11 月旬之間，視各班課程進度分別進行實際教學。課程結束後，各班教師蒐集教學內容與學生

課後成果，於 99 年 11 月 18 日所舉辦之「荖濃國小學校本位課程防災教育綜合活動」，進行學習資

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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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結果與討論 

 

本章就問卷調查、課程發展、訪晤調查、知能研習及建立學校本位的防災課程模式等研究結果，

進行說明與分析。 

 

（一）學生生活狀況問卷調查與災區教師訪談 

    本階段為蒐集學校本位災難教育課程的背景資料，分別進行學生生活狀況問卷調查及教師訪

談，研究結果分述如下。 

1. 調查研究結果 

結果分析 I： 

(1) 受災學生「主觀生活改變」方面平均數為 23.19，位於五點量表 3.31 的位置，亦即介於「沒

有變化」與「變有些好」之間。 

(2) 「災後生活壓力反應」方面，平均數為 23.18，位於五點量表 1.22 的位置，呈現出低度心

理反應/壓力，然本分量表的標準差數值達 13.01（最高分為 69，最低分為 0）顯示個別學

生差異大。 

(3) 「自我效能」方面，平均數為 51.33，位於四點量表 2.70 的位置，顯示學生對自己的看法

屬於中上程度。 

(4) 「身心症狀」方面，平均數為 35.71，位於四點量表 1.98 的位置，學生普遍未有因壓力而

引起的嚴重身心症狀。 

(5) 「父母管教」方面，平均數為 66.47，位於四點量表 2.77 的位置，顯示學生父母管教方式

較偏向支持保護。 

(6) 「同儕關係」方面，平均數為 45.29，位於四點量表 3.20 的位置，學生在同儕關係呈現高

度互助合作。 

(7) 「師生關係」方面，平均數為 42.27，位於四點量表 3.20 的位置，師生關係屬於關懷照顧。

研究者將結果列於表 6-7。 

 

 表 6-7：學生整體於各分量表之描述統計量 

分量表 平均數 標準差 題數 單題平均分數 

主觀生活改變 23.19 4.81 7 3.31 

災後生活壓力反應 23.18 13.01 19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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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效能 51.33 8.62 19 2.70 

身心症狀 35.71 9.06 18 1.98 

父母管教 66.47 9.84 24 2.77 

同儕關係 45.29 6.91 15 3.02 

師生關係 42.27 7.44 14 3.02 

 

結果分析 II： 

(1) 不同性別學生，在各分量表得分的平均數，除「自我效能」之外，均呈現女高於男的現象。 

(2) 以 t 考驗比較分析後，發現「災後生活壓力反應」和「身心症狀」達顯著差異，亦即女學

生較男學生於災後有較大的生活壓力和生理不適症狀。 

(3) 在「主觀生活改變」、、「自我效能」、「父母管教」、「同儕關係」及「師生關係」等方面平

均數之差異均未達顯著水準。研究者將結果列於表 6-8。 

  表 6-8：不同性別學生在各分量表之平均數、標準差及 t 考驗分析 

分量表 性 別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t 值 

主觀生活改變 男 155 23.17 5.17   -.071 

女  170 23.21 4.48 

災後生活壓力反應 男 155 21.09  12.91   -2.796** 

 女 170  25.09 12.85 

自我效能 男 155 52.14 8.02    1.615 

女 170 50.59 9.09 

身心症狀 男 155 34.05 9.16  -3.204** 

女 170 37.22 8.72 

父母管教 男 155 63.13 8.75   1.168 

女 170 65.86 10.74 

同儕關係 男 155 44.57 7.33  -1.803 

女 170 45.95 6.46 

師生關係 男 155 42.17 7.70  -.694 

女 170 42.74 7.20 

**P<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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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分析 III： 

(1) 不同學習階段學生，在各分量表得分的平均數，國小階段學生在「主觀生活改變」、「自我

效能」、「父母管教」及「同儕關係」量表得分較國中階段學生高，在「災後壓力反應」、「身

心症狀」及「師生關係」量表得分上則低於國中階段學生。 

(2) 以 t 考驗比較分析後，發現「主觀生活改變」、「自我效能」、「身心症狀」及「同儕關係」

四項達顯著差異，亦即國小階段學生較國中學生認為八八水災後生活改善，有具有較高的

自我效能感及正向的同儕關係，國中階段學生有較國小學生嚴重的生理不適症狀。 

(3) 在「災後壓力反應」、「父母管教」及「師生關係」等方面平均數之差異均未達顯著水準。

研究者將結果列於表 6-9。 

 

  表 6-9：不同階段學生在各分量表之平均數、標準差及 t 考驗分析 

分量表 階  段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t 值 

主觀生活改變 國小 132 24.39 5.02  3.736** 

  國中  193 22.36 4.50 

災後生活壓力反應 國小 132 23.11  11.95  -.089 

 國中 193  23.23  13.72 

自我效能 國小 132 53.48 9.39  3.658** 

國中 193 49.86 7.73 

身心症狀 國小 132 34.05 9.19  -2.764** 

國中 193 36.84 8.81 

父母管教 國小 132 67.73 9.56   1.927 

國中 193 65.60 9.97 

同儕關係 國小 132 46.42 7.16  2.450* 

國中 193 44.52 6.65 

師生關係 國小 132 42.42 7.23    -.102 

國中 193 42.50 7.59 

        *P< .05   **P< .01 

 
(二)質性資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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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生接受心理輔導成效尚佳 

災區中小學的學生大都已接受過來自學術機構和公益團體的心理輔導協助，雖僅為短暫性質，

但就教師主觀認知而言，成效尚佳： 

「心理輔導喔，剛安置到這裡的時候有一所大學的輔導老師過來帶小朋友做一些畫畫啦、好像

還有做黏土之類的課程，一個禮拜一次，最近就沒有再來了。成效喔?不知道要怎麼評估耶，就小

朋友現在都不錯阿，很活潑很調皮，看不出來有什麼特別的狀況。」(20100113 訪瑤瑤老師) 

「我們是重災區的學校阿，學校整個都淹沒了，剛安置來這裡的時候，小朋友一開始是真的很

害怕，很明顯喔，下課的時候，每個人都躲在教室裡不敢去操場。後來成大的輔導團就進來了，嗯，

應該是柯老師吧，他們很專業也很用心，每個禮拜都來給小朋友上課，每次都來 20 幾個，明天要

來上最後一次的課程了；至於成效呢，當然是很好阿，小朋友現在看起來都很正常很活潑阿，他們

也很期待下禮拜能趕快回去山上。」(20100114 訪舒舒老師) 

「小朋友的狀況和輔導成效喔？妳看他們調皮到不行，應該都還好啦，沒看到什麼特別的問

題。」(20100113 訪茜茜老師) 

此部分可以回應調查研究「災後生活壓力反應」分量表呈現出低度生活壓力反應的現況，不過

應留意學生個別差異大的問題。 

 

2. 防災教材設計應先理解學生的心理狀況 

在防災教材設計方面，教師認為能先理解學生的心理狀況，如此較能幫助學生：「我覺得上次

台北愛樂管弦樂團來為孩子們做的音樂治療，我感覺上對小朋友好像沒有什麼幫助耶、好像就是沒

有 touch 到真正的感受吧；所以我希望教材的開發可以是以真正瞭解到孩子的真實感受為基礎來開

發，這樣才會有真正的幫助。同時我也希望能知道施測後的結果，我也可以提供一些實際的教學方

案和建議。」(20100113 訪瑤瑤老師) 

 

3.教師對心理輔導的需求並不強烈 

就教師方面而言，心理輔導的需求並不強烈，反倒較為擔憂回到山上的生活和交通問題： 

「目前老師們最擔心的是回去山上後的狀況，因為路很難走，我們要回去都還要走河床；回去

以後的生活狀況怎麼樣現在都還是未知數，而且老實說外在環境不安全，你做再多的心理輔導都沒

用。」(20100113 訪花花老師) 

「老師的心理輔導需求喔？其實我是覺得說事情已經過去那麼久了，為什麼還要一直的提起這

些?現在只希望可以好好的休息，好好準備迎接回山上後要怎麼生活的事比較重要。」(20100113

訪瑤瑤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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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老師喔？我自己是覺得還好，沒有想到什麼心理輔導需求耶，而且都要回山上了，現在回

去的問題相對比較重要吧。」(20100113 訪白白老師) 

「老師的輔導需求喔？比較擔心回去山上的問題啦，現在路都還很不好走，一下雨就更可怕

啦。」(20100113 訪茜茜老師)  

 

4.未來相關知能研習的重點為學校環境的重建、校園安全宣導及特殊需求學生的照護、且要考慮交

通問題 

在研習內容規劃上，教師認為學校環境的重建、校園安全宣導及特殊需求學生的照護等項目

應列為重點：「如果真的要辦研習，目前心理輔導的需要性較小，老師們可能比較想知道政府的相

關政令，例如說居住環境的安全性、整頓與安排等等、或是高關懷學生的辨識及處理方法吧。」

(20100113 訪花花老師) 

而在未來參與相關知能研習上，交通問題也是教師考量的重點之一：「如果要下山參加研習或

工作坊，可能會去的永遠只有那幾個(學校指派的那些人)，基層的老師是不會想去的，因為路況真

的不好，也不方便；單趟就要將近 2 小時，一整天的研習結束回山上都天黑了，路況又不好，很危

險。」(20100113 訪花花老師) 

「…如果要下山參加研習老師們可能會害怕，因為那瑪夏鄉唯一的路是小林的後山，路況不

好，最主要的是要經過小林，經過那裡老師心裡都會毛毛的。而且要避開雨季，因為會經過河床，

更難走。」(20100114 訪珠珠老師) 

「…如果要下山參加研習，大家可能會因為擔心路況安全問題意願會很低。…」 (20100113

訪茜茜老師) 

 

5.未來研究和相關資源進入災區之前應事先進行評估與統籌規劃 

   另一方面，未來研究和相關資源進入災區之前也需事先進行評估與統籌規劃，以避免浪費資

源和造成學校困擾： 

  研究者：「為什麼小朋友可以寫問卷寫這麼快呢?」 

  舒舒老師：「 因為他們已經寫過太多問卷了，這次若不是因為有發公文來，我們是一定會拒絕

的。可能因為我們是重災區的學校吧，資源進來的很多，有些用不完的只好分送給安置我們的學校

使用；後來我們校長就說東西夠用就好，不再接受一些東西進來。」(20100114 訪) 

  亦有教師對調查研究問卷之設計提出建議：「你們還自己跑來發問卷喔，真的很有心喔。題目

看起來也是很用心在設計的，不過就是選項部分，對四年級的小朋友來說他們並不太懂其中的區

隔，好像都一樣耶，建議你們以後選項要用簡單一點，比如說用『是』或『否』就好，不然他們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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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從頭問到尾每一題都要問一次選項的意思。不過題目是都看得懂啦。小朋友也都做很多了。」

(20100113 訪茜茜老師) 

 

（三）國教輔導團災難教育議題融入範例課程設計 

本階段主要邀請高雄縣國教輔導團教師共同發展災難教育議題融入領域教學之範例課程，首先

於 99 年 03 月 25 日舉辦「八八水災災後社會心理復健課程設計研習工作坊」，其次於 4 月至 6 月進

行教案設計與專家審查，最後於 07 月 01 日辦理「八八水災災後社會心理復健課程設計暨成果發表

會」。 

 

1. 「八八水災災後社會心理復健課程設計研習工作坊」 

本次工作坊研習內容以災難當時狀況、災後學生心理輔導、創傷與復原機制，以及環境教育、

生命教育、法治教育融入災難經驗課程設計為主，對象為高雄縣國教輔導團教師、高雄縣八八水災

受災學校教師，與對本議題感興趣之教育工作者。研究團隊透過與會教師所回饋之意見單，了解與

會教師對於研習的滿意程度與實務工作上的幫助，相關意見彙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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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水災災後社會心理復建課程設計研習工作坊』 
回饋意見調查統計 

 

壹、背景分析 
1.年齡： 

年齡

21~30歲
21%

31~40歲

27%

41~50歲

46%

50歲以上

6%

20歲以下

0%

20歲以下

21~30歲

31~40歲

41~50歲

50歲以上

 
 

2.工作職稱：  

工作職稱

國教輔導員國小組

38%

學校行政人員

16%

普通教育國高中老
師

6%

普通教育國小老師

16%

其他
2%

實習老師

2%

國教輔導員國中組

20%

普通教育國小老師

普通教育國高中老師

學校行政人員

國教輔導員國小組

國教輔導員國中組

實習老師

其他

 
 
貳、對於本次研習活動 
1.我對本次研習活動的「講師專業性」感到： 

講師專業性

非常滿意
42%

很滿意
52%

滿意
6%

不滿意
0% 非常不滿意

0%

非常滿意

很滿意

滿意

不滿意

非常不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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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對本次研習活動的「內容豐富性」感到： 

內容豐富性

非常滿意

42%

很滿意
46%

滿意
12%

不滿意
0%

非常不滿意
0%

非常滿意

很滿意

滿意

不滿意

非常不滿意

 
 
3.我對本次研習活動整體感到： 

整體活動

非常滿意

39%

很滿意

49%

滿意

12%

不滿意
0%

非常不滿意

0%

非常滿意

很滿意

滿意

不滿意

非常不滿意

 
 
参、心得、建議回饋 

1.參加完本次研習活動後，我覺得對我實務工作的幫助程度有 7.8 分(滿分為 10
分)。 

對實務工作的幫助程度

0 1 2 3 4 5 6 7 8 9 10

平均分數

幫助程度

平均分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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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案設計與專家審查 

高雄縣國教輔導團教師於工作坊結束後，根據工作坊內容進行災難教育議題融入領域教學的範

例課程編寫，總計有 27 篇課程設計稿件，內容涵蓋 15 個學習領域(如表 6-10)。 

表 6-10：八八水災災後社會心理復健課程設計涵蓋領域一覽表(依教師所屬輔導團領域劃分) 

國小/中 領域別/議題別 篇數 
國小 國語文領域 2 篇 

社會領域 2 篇 
生活課程 2 篇 
藝術與人文領域 2 篇 
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 2 篇 
綜合活動領域 1 篇 
人權教育 2 篇 

國中 國語文領域 2 篇 
英語領域 2 篇 
本土語領域 1 篇 
社會領域 2 篇 
藝術與人文領域 2 篇 
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 2 篇 
綜合活動領域 2 篇 
人權教育 1 篇 

 

投稿教案於 99 年 5 月至 6 月聘請專家給予專業審查與提供修改建議，審稿標準分為「優良」、

「佳作」與「修正後推薦」三級，結果如表 4-5。投稿教師再根據審查意見表之建議進行修改，審

查意見範例表格請見圖 6-11。 

2.我覺得本次研習活動，我最大的心得感想和收穫是 

(1) 災後心理復健課程是需要的，需要時間好好用心的做。 
(2) 課程議題廣泛，可提供豐富與多元之視野。 
(3) 災後心理復健課程對學生(受災學生或非受災生)都是非常實際的實務課程。 
(4) 不同的教學模式與切入點，可豐富教學並應用在不同領域教學。 
(5) 生命教育的體會認識，引導孩子往正面思考，活出自我。 

 

3.我想對講師說的話 
(6) 多分享優良教案之課程，降低理論的時間。 
(7) 可就個別內容作更深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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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1：八八水災災後社會心理復健課程設計審稿結果一覽表 

審查結果 篇數 
優良教案 3 篇 
佳作教案 11 篇 

修改後推薦 13 篇 
 

 
 
 
 
 
 
 
 
 
 
 
 
 
 
 
 
 
 
 
 
 
 
 
 
 
 
 

 

 

 

 

 

 

 

 

 

 

 

圖 6-2  課程設計審查意見範例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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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八八水災災後社會心理復健課程設計暨成果發表會」 

輔導團教案由審查委員依據審查結果推薦優秀者名單，遴選八篇課程設計於「八八水災災後社

會心理復健課程設計暨成果發表會」進行公開發表，其中國小教案共五篇，國中則有三篇，活動當

天亦邀請領域專家現場評論，發表順序如下表(各篇課程架構依序如后，詳細內容請參見附件二)。 

 

表 6-12：八八水災災後社會心理復健課程設計成果發表會發表內容一覽表 

場次 主題 領域別 發表教師

第一場 心中有愛‧全球傳愛 國小社會 陳麗鈞 
《美麗人生 Life is beautiful》 國中國語文 陳宜政 

第二場 有影陪偶來講話 國小藝術 張玉梅 
當福爾摩沙遇見莫拉克 國中藝術 黃芳梅 

第三場 風災過後 國小生活 吳毓雯 
危機倒數─防災小戰士 國小自然 徐慶雲 

第四場 山老鼠等一下 國小國語文 吳孟珠 
「不是我的錯？」─從正負 2℃影片探討

人權與責任 
國中人權 簡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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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麗人生 Life is beautiful》 

藝術人文 國語文 輔導活動 
  

歷史地理 

45*4=180 分鐘（四堂課） 

語文表達 角色認知 藝術欣賞 二次大戰 

哲學思想 

影片賞析 
口述講解 
分組討論 

口頭報告 
紙本報告 

生命教育 
 

影片賞析 
口述講解 
分組討論 

影片賞析 
口述講解 
分組討論 

影片賞析 
口述講解 
分組討論 

教學 
資源

時間 

主要 
教學 
活動 

評量 

目標 

小主題 

時間 

課程 
領域 

30 分鐘 30 分鐘 30 分鐘 

藉由劇中人物，了

解自我角色定

位，體認生命，實

現自我價值。 

藉由影片拍攝手

法，了解影片用意

與其蘊含深意。並

體會其中音樂與

色調形成之效果。 

藉由影片時代背

景，了解當時戰爭

之歷史與地理相

關知識。 

藉由文字抒發個人

情感，以句子敘述

表達個人意見，並

與他人討論分享想

法。 

30 分鐘 

藝術分析 世界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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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福爾摩沙遇見莫拉克 

藝術與人文領域 
〈融入綜合領域、環

境 

  議題〉 

藝術與人文領域 
〈融入資訊、社會、

自然領域及環境議

題〉 

藝術與人文領域
〈融入綜合領域、環

境 

 議題〉 

藝術與人文領域 
〈融入綜合領域、環

境 

  議題〉 

180 分鐘〈四節課〉 

海洋、海島、風災 不一樣的父親節 畫出心中的烙印 盡我所能 

1.台灣好山好水影

片。 

2.風災相關的網站。 

3.高雄縣政府提供的

災區簡報。 

1.藉由影片及畫家作品

欣賞美麗的寶島。 
2.了解台灣各地 88 水災

重創後的情形。 

觀察評量、發表評量、實作評量、討論評量 

1.範例海報及注意事

項。 

2.台灣藝術家的海景

作品。 

3.災區照片。 

1.畫草圖。 

2.與學生個別討論作品

內容及構圖。 

1.畫設計圖及上色。 
2.解決及討論學生創 
 作疑難。 
3.互相欣賞作品。 

1.思考反思學習單。 

（小組討論） 

2.學生互評。 

3.講評學生的作品、想法。

教學 
資源 

時間 

主要 
教學 
活動 

評量 

目標 

小主題 

時間 

課程 
領域 

     45 分鐘       45 分鐘       45 分鐘 

1.由親身經歷莫拉克 

颱風的威力，感受到臨

近學校、或親朋好友所

遭受到的災害與困境。

2啟發個人的創造力和

 想像力。 

3.「說出」語言文字所

 無法表達的東西。 

4.在安全環境中再次

回憶經歷恐懼，思索因

應之道，降低創傷反

應。 

5.能將台灣的好山好 

水、風災重創前後及重

建，表現在作品上。 

6.藉著作品找出重要 

議題或盲點。 

1.能利用適當的媒材

展現台灣之美或災

後記憶中的畫面。 

2.減輕壓力，達到身 

 體、精神和心理上的

 鬆弛和健康。 

3.藉由創作過程調適 

 創傷經驗類化至每

天 

 的生活經驗。 

4.享受藝術創作所帶 

 來充實生命的樂趣。

5.促進自我探索、強

化 

 正向的自我概念。 

6.能由創作中學會欣 

 賞與尊重別人不同

的

1.從活動與省思中激

發熱愛地球情操。 

2.體會如何關懷別

人、珍惜生命並學會

自我成長。 

3.建立正向、樂觀、

奮鬥、不放棄的學習

環境與思維。 

4.培養對生命、自然

環 

 境的尊重。 

5.能為自然環境的永 

 續發展貢獻心力。 

1.引導學生使用資訊科技

蒐集相關資料。 

2.由找尋台灣本島生態環

境，了解台灣豐富多元的

地形。 

3.能感受到家鄉的美麗。 

4.認識與了解台灣豐富的

地形構成台灣的好山好

水。 

5.能認識強風暴雨對周遭

環境造成的災害。 

6.能認識災害形成原因，

思索預防之道。 

7.能認識居住環境的安

危。 

 

 

     45 分鐘 

1.十二色相環色卡。 

2.中外畫家風景作

品。 

3.愉悅的音樂。 

1.學生作品。 

2.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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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倒數－防災小戰士 

綜合活動領域 自然與生活科技 健康與體育領域 
 

彈性課程 

五節課  (200 分鐘) 

災難時代 危機大搜索 危險時刻 防災生活 

網路設備 
簡報資料 
 

災難影片觀察 
災難資訊蒐集 

口語評量、小組互評、角色扮演（災難演練）、心得分享 

網路設備 
簡報資料 
 

災難類別介紹 
災難種類歸納 
災變原因探討 

救命包準備 
災難應變措施 
逃生路線規劃 

危機意識培養

防災生活注意

事項 

教學 
資源 

時間 

主要 
教學 
活動 

評量 

目標 

小主題 

時間 

課程 
領域 

1 節課 2 節課 1 節課 

※ 發現校園危機 

※ 探討家園危機 

※ 災難分類 

※ 災難原因探討 
 

1.防災準備 
2.災難演練 
3.防災注意事項 

1.提高危機意識 
2.防災小戰士 

1.瞭解地球環境 
2.認識台灣現況 
3.災難資料蒐集 
4.災難實例報告 
 

1 節課 

網路設備 
簡報資料 
 

網路設備 
簡報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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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 災 過 後 

語文、生活課程 

健康、綜合、 

環境教育 

語文、生活課程 

綜合、環境教育 

語文、生活課程 

 
語文、生活課程 

健康、環境教育、

綜合、人權教育 

四節課（一百二十分鐘） 

回顧 關懷 生命 實踐 

莫拉克風災影片 

討論單 

莫拉克風災影片 

討論 

學習單、觀察記錄習單、作品、票選（學生評量）、討論、發表、互動、上課秩序 

八八風災照片 

祝福卡及感恩卡 

票選單 

祝福卡或感恩卡 

票選 

分享 

繪本導讀 

繪本提問 
學習單及分享 

繪本導讀 

繪本提問 
觀察記錄單 

教學 
資源 

時間 

主要 
教學 
活動 

評量 

目標 

小主題 

時間 

課程 
領域 

四十分鐘 四十分鐘 四十分鐘 

1.透過文字、繪畫

表達感恩或祝福

之情。 

2.學生能選出最佳

設 計 、 最 佳 內

容。 

3.培養欣賞他人作

品的能力。 

 

1.能了解繪本之涵

意。 

2.藉由故事內容了

解人生的變化及如

何以平常心面對生

命的無常。  

3.學習珍惜生命，讓

生命活得有意義。 

4.學習悲傷情緒如

何紓解，如何面對。

5.能產生正確的人

生觀，並對未來抱持

樂觀、希望。  

6.能確實完成學習

單。 

1.能了解繪本之涵意。

2.培養周遭環境美麗

事物的觀察能力。 

3.思考風災後的家園

如何復原。 

4.思考做哪些事情可

以讓環境變得更好。 

5.思考如何關懷珍惜

周遭美好的事物。 

6.學習如何觀察記

錄，並確實完成觀察

記錄。 

 

1.透過影片認識風災

之影響。 

2.了解風災帶給人們

的不便。 

3.認識大自然的力

量，希望學生要愛

護大自然、珍惜大

自然。 
4.學習當災難來臨時

要積極的面對。 

5.藉參與討論活動讓

學生思考且能勇於

發達自己的想法與

意見。 

四十分鐘 

繪本「爺爺有沒有

穿西裝」 
學習單 

風災照片、復原照

片、繪本「花婆

婆」、觀察記錄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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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老鼠等一下 

自然與生活科技 語文領域 藝術與人文  

240 分鐘 

山老鼠來了 綠精靈快報 設計劇本 認讀劇本 

報紙、單槍及筆電

小白板、學習單 

以 5W1H 深究報紙

內容並提出辦法 

 

口頭發表、學習單、學生互評、聆聽態度、參與度、作品賞析、實地考察 

學習單、國語日報

A3 影印紙、樹木

照片 

編製「綠精靈快

報」 

設計對話完成「山

老鼠等一下」劇本 
唸讀「山老鼠等

一下」劇本 

教學 
資源 

時間 

主要 
教學 
活動 

評量 

目標 

小主題 

時間 

課程 
領域 

40 分 80 分 40 分 

各組以第一人稱來

試編一份A3大小的

「綠精靈快報」 

 

會評析「綠精靈快

報」的內容並以擬

人化的方式設計

校園樹木與山老

鼠的對話，完成

「山老鼠等一下」

讀者劇本 

能輪流唸讀「山老

鼠等一下」劇本並

正確的遣辭用

句，讓劇本更有文

學性 

小組合作學習，透過

5W1H 深究報紙內容，

讓學生知道山老鼠對

自然的危害並提出

「如何阻止山老鼠砍

樹」的方法 

80 分 

評選單、空白紙 「山老鼠等一下」

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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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是我的錯？」－從正負 2℃影片探討人權與責任 

綜合領域 

社會領域 

社會領域 社會領域 綜合領域 

社會領域 

4節課  共 180 分鐘 

綠巨人の悲歌 福爾摩沙明日浩劫 「誰對？誰錯？」 Just Do It ！ 

1.「全球暖化」.ppt 

2.莫拉克.ppt 

3.單槍投影機 

觀看「全球暖化」 

和時事新聞有關的 

PPT 進行討論 

學習單、課堂討論、實作評量、小組自評互評表。 

1.關鍵「正負 2℃」

紀錄片 

2.網路文章.ppt 

3.單槍投影機. 

觀看關鍵「正負 2

℃」紀錄片分組討

論及尋求問題對策 

紅卡【問題】、綠

卡【對策】交叉提

問解說形成共識 

實際將“台灣環

保議題＂的訊息

以行動宣傳 

教學 
資源 

時間 

主要 
教學 
活動 

評量 

目標 

小主題 

時間 

課程 
領域 

45 分鐘 45 分鐘 45 分鐘 

探討全球暖化現

象，會造成福爾

摩沙（台灣）明

日有不確定或將

發生之災難。 

透過「紅綠大對

抗」活動設計，

讓學生分組討

論問題與因應

之道。 

讓學生了解和尊

重「環境權」，進

而明瞭自身責

任，以行動實踐

方案落實於日常

生活中。 

讓學生了解綠

巨人（地球）

發生哪些劇

變？使得人類

面臨浩劫。 

45 分鐘 

1.紅卡一組 

2.綠卡一組 t 

3.學習單 

1.海報 6張 

2.展示架 

3.數位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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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課程設計於發表會結束後集結成「八八水災災後社會心理復健課程設計成果集」(封面如

圖 6-3，目錄請見圖 6-4)，並分送高雄縣教育處，以及那瑪夏、桃源、甲仙、六龜和茂竹等鄉內國

中小學，以供教師設計相關課程之參考。 

 
 
 
 
 
 
 
 
 
 
 
 
 
 
 
 
 
 
 
 
 
 
 
 
 
 
 
 
 
 
 
 
 
 
 
 
 
 
 

 

 

 

 

圖 6-3：八八水災災後社會心理復健課程設計成果集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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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八八水災災後社會心理復健課程設計成果集目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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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高雄縣學校教育人員訪談結果分析 

    本階段為深入瞭解偏遠地區學校發展災難教育融入學校課程的相關需求，分別針對高雄縣國中

小學校教育人員（包括校長、主任及教師）進行訪談，研究結果分述如下。 

 

1. 從災難中學習與成長-王世哲校長談八八水災學校危機管理與重建 

本訪談主要藉由國科會八八水災災後社會心理復建計畫，於 99 年 3 月 25 日舉辦課程設計研習

工作坊之機會，訪談當天的講師之一，高雄縣那瑪夏鄉三民國中的王世哲校長，請其針對災難當時

的情況，與災後學校安置及復校之過程進行經驗分享，並進一步借鏡其特殊經驗，在災難教育方面，

提供災區人員及非災區的教育人員經驗傳承與教材設計的建議。訪談資料分析如後。 

 

(1) 水災發生時情況危急 

災難發生時，由於學校正逢暑假期間，校內師生多數不在學校，當地原住民教師則是留在部落

家中；王校長說：「那個時候學校老師大都撤離了…」、「以我們學校的例子就是說，老師絕大部分

不在山上，學生則是在部落家中。我們學校只有少數是原住民籍的老師，大多是外地的老師進入到

部落裡面教學，包括我在內。…颱風來時，原住民籍的老師因為家在山上，比較不會撤離，而外地

的老師大多會選擇撤離。」災難發生後，無情風雨所帶來的土石流造成交通受阻，不穩定的天氣更

影響對外通訊，造成外界救援及物資的運送困難；王校長說：「當時我留在山上，交通完全不通，

就是斷路，加上斷電─電視也沒辦法收看，又斷訊，手機也不通，裡面的人不知道外面的人有什麼

情況，外面的人也不知道裡面的情況。」、「…因為那個時候很多地方都被土石流整個掩蓋住了，…

土石流把一些對外的道路都已經阻斷了…那些怪手在外面也進不來…。」、「那時候部落裡的怪手必

須動起來，可是怪手沒有柴油也不能動，對外我們一直要求能夠送柴油進來，但因為交通和通訊都

受阻，像衛星電話因為那時候雲層太厚所以也不能打，外面的單位他不知道我們真正的需求，也不

知道要用什麼方法來協助，所以起初雙方有點溝通不良。」 

 

(2) 災後各界熱心援助 

災難發生後，當地原住民區的教會成為住民的重要心靈寄託，教會為災民舉辦許多活動；王校

長說：「災民的心理輔導部份，在原住民區，教會是一個很大的力量。教會的牧師會在晚上把一些

人集合起來，舉行一些教會的活動。」另一方面，災難後由於學校成為危險警戒區而必須遷校，在

尋求遷校地點與籌措教學設備的過程中，得到各界人士多方的協助；王校長說：「我們下山以後，

我們的工作就是要如何找到一個安置的地點，容納我們一百多個學生，還有如何找老師辦公的地

方，其實等於是你要找一個學校。…安置初期我最大的工作重點就是找安置學校。」、「在因緣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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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在佛光山認識了一位法師，…透過他，連繫到普門中學，也正好裡面有一個大空間可以做班級

教室，還有兩個小房間可做為辦公室，所以教學架構基本上就具備了。」 

除了硬體上的協助外，教育界也提供了許多輔導資源，但資源的過度集中，反而造成災民的困

擾；王校長說：「其實災難後我們獲得的資源非常多，以輔導來講，不只是高師大找我們，高醫、

台南大學也都來了。三個團隊一來，我們覺得：哇，那怎麼辦，我們怎麼做資源整合，讓他們都不

要重疊呢？我們就會想辦法，就學校的實際需求狀況讓他們的專業各司其職。」在學校安置其間及

返校上課後，校方也整合了社會各界的專業力量，為校內師生進行災後身心復健；王校長說：「其

實我們學生也做了很多的團輔和個別輔導，像之前一些團隊做的專業的心理測驗，分數一出來，我

們覺得有問題就馬上安排心理輔導，老師的輔導也都同步進行，另外還有按摩團體主動要求來為老

師做紓壓…還有免費師生剪頭髮，還辦一些動態活動，像邀請原住民歌手來演唱。」 

 

(3) 學生安置問題複雜 

三民國中師生在本次風災中並無人員傷亡，實屬不幸中的大幸。但學生家園普遍毀壞，學校為

了提供學生住宿安置，過程一波三折；王校長說：「我們三民國中算是一個有福氣的學校，沒有一

個有傷亡，甚至於他們的家人也沒有傷亡。只是說學生的家園毀掉了。所以後來我們就需要下山去，

找尋學生的住宿環境。」學生安置的問題方面，王校長說：「再來就是學生安置的問題，我那個時

候在佛光山巧遇一個報社的特派員，…幫我把學校需要組合屋的消息放送出去。因為佛光山普門中

學可以提供我們教學辦公的場地，但沒有辦法提供我們學生住宿。我們那時候首先想到的就是搭建

臨時組合屋。如果我們有組合屋的話，普門中學答應借給我們一塊空地讓我們搭建，所以我們當時

得去找能幫助我們搭建組合屋的單位。透過這位等派員，我認識了扶輪社的社長…其中阿公店扶輪

社真的想要協助我們做這個救災工作，所以我們就開始談搭建組合屋的事情。他們不但找來熟悉搭

組合屋的人，也叫了一些裡面的社友，連貨櫃屋的也都叫來一起商量。」、「真的是困難重重，搭建

之前還要先整地，光整地大概就要用到一個月，…。所以說剩下十天就要開學了，學生真的沒地方

住，我當時的心情就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到最後時間真的已經很緊迫了，突然之間喜從天降，

星雲大師得知我們的急迫需求，指示將普門中學後面三棟廢棄的透天房子。為我們重新量身打造、

重新整修做為宿舍…。因此，我們才得以如期開學。」 

不過，由於學生住宿管理人員大部分為學生之親戚或當地災民，並未受過生活教育相關培訓，

加上生活習慣不同而產生飲酒等問題，因此學校因應建立相關管理機制；王校長說：「我們住宿是

有八個舍監，運用縣政府給我們的經費，聘用當地的人，其實也給他們就業的機會。舍監中，有的

是學生親戚，有的是哥哥、姐姐、阿姨和叔叔，其實這個當中也有問題，因為舍監畢竟不是教育人

員…他們怎麼會知道怎麼去教育、管理學生，所以他們應該要先經過在職訓練，但是那個時候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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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也沒有時間，所以在職訓練都是在工作當中做中學、再磨合，所以就會出現很多的問題。」、「其

實說真的，我們處理大人的問題還比小孩多。起初的時候，像晚上學生都睡覺了，他們有時候會在

宿舍喝酒，還有帶朋友進來這種情況，有時候他們這些行為也影響到學生，導致發生幾位學生跑出

去買酒的事件，後來我們馬上做危機處理，正好危機就是轉機，我們便藉此建立了住宿管理制度，

後來情況就完全改善了。 

 

(4) 返鄉復課 

由於鄉民要求學校盡快返鄉復課，學校再次要隨新環境作調整；王校長說：「但是後來因為鄉

民要求學校趕快回去，其實學校那個地方是危險警戒區，復課的決定遭致有些人的批評…已經成形

的安置模式…結果一學期政府立刻通知我們回去，就這樣又要做另外的調適了。」然而由於水災造

成的交通問題，影響學生上下學；王校長說： 

「回去我們又發生一個問題，因為我們在民生村那邊有六七十個學生，以前是高雄客運可以用大巴

士載他們來上學。這一次，因為道路受阻的關係，交通車沒有辦法載，大巴士開不上來，所以沒辦

法接送這些學生…鄉公所那邊是說他們提供一台中巴…所以我們第一個禮拜的時候是載兩趟…可

是學生早自習的時間就會耽誤。…載了幾趟之後，鄉公所的巴士拋錨了，拋錨之後就兩三天不能載。

後來我們就想出一個徹底的辦法，由民生村的家長們組成車隊…那我們就分配車隊每一車要負責載

幾個學生，然後由政府補貼鄉民油錢…我們早自習時間也就能夠正常了。」 

 

(5) 未來災難危機管理與應變 

經過此次水災經驗，王校長認為學校應為將來無預期之天災建立相關災難危機應變措施，以防

止因自然災難造成學生學習之中斷；例如：「雨季如果來了…我們當然不希望這樣，說不定土石沖

動又造成災難，我們可能又要下來安置。所以佛光山那邊我們也拜託他們跟他們講好，把原先的地

方預留給我們…像基測的時候，三年級的學生可能要提早一個禮拜下山。因為那時候五月，提早一

個禮拜下來到普門中學那邊去上課，有四個老師會輔導他們、照顧他們住宿，我們已經做計劃出來

了。一個禮拜，以防基測當天下不了山。」隨著災難的遠離，學校在災後重建的過程中，學習如何

以正向思考來因應環境快速的變動，並隨時做適當調整；王校長說：「…老師們一有士氣之後，自

然就有那個能量去做事情…遇到事情正向思考，正向的行動…在災難中，還是要好好的過，不要去

虐待自己，也不要說我們要苦要怎麼樣。當然吃苦是必然的，但就是說苦中也要有樂。」又如：「你

看，這樣一個變動的學校，要做多少的調適…還是可以運作，只是說生命的韌度要比較強，要活在

當下…當你對未來沒有確定性，你會焦慮，這是要修練。」、「所以都想得出辦法來的，一定要去調

適，而且動作要快…快的話你反而不會累，你慢慢在那邊拖反而累…只要是該做的事情，可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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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就擬訂計畫快去做，除非它操作面有問題，窒礙難行，那我們就沒有辦法。」 

 

(6) 災難教育課程之設計 

    災難教育首先應進行課程設計的專業訓練，再由災難當事者的經驗進行分析，以設計出概念明

確與真正實用的課程，而非紙上談兵；王校長認為：「在課程設計的專業上，必須有另外的培訓…

由專業部分訂出課程架構，再將災難經驗做分析，看是能把它放在哪些架構裡面，好去形成課程。」

災難教育重要的是經驗的分享並從中學習成長：「另一種方法是從各種經驗當中去建構一個課程，

可能這種災難的分享，對於設計課程來說也是滿重要的…分享後的經驗，讓這些老師設計課程的時

候用上，他們要會分析，譬如說我談一些經驗，要將概念從這個經驗中抽象建構出來，又要根據概

念真的很確切地去設計那種可實際操作經驗取向的課程出來，而不只是紙上談兵。」 

 

2. 從災難中反思與蛻變-高雄縣學校教育人員談災難議題融入課程發展 

本訪談起因於研究團隊在 99 年 7 月 1 日辦理「八八水災災後社會心理復健課程設計暨成果發

表會」後，與會教師提出「建議增加和災區老師的對話機制，了解真正災區的師生需求，再來共同

設計符合心理重建的課程設計」的意見，因此決定在入校推廣災難教育議題融入領域教學前，先於

同年 8 月至 9 月間進行高雄縣學校教育人員訪談，期能藉由訪談充份了解各校特色、災後資源分配

情形、師生心理輔導成效與課程需求，同時諮詢當地教師對於發展課程之建議；訪談資料分析如后。 

 

(1) 八八水災時學校公共建設與硬體設備上均受到損失 

八八水災時，對外交通受到相當程度的毀損，道路未修復連帶影響對外通訊，造成一片混亂、

人心惶惶，對當時的生活造成諸多不便。 

前多納國小許校長說：「因為多納村是只要路一斷他們就所有通訊都斷。所以在八八風災的時

候，他們一直到有電是到九月十幾號，在這之間都是沒水沒電，像那個時候也完全沒有通訊，所以

雖然部落裡有一支衛星電話，但是衛星電話收訊很不好，只要一陰天、雨天就收訊都不好，所以他

們要跟我們連絡，他們是要派人拿著手機跑到山頭上面去，才有辦法跟我們連絡。」 

荖濃國小林校長說：「……整個當時的災害包括社區和學校都還算是比較沒有受損的。……所

以災害當下其實第一個就是交通中斷，物資沒有辦法進來；通訊中斷，所以沒有辦法聯繫。這個災

情整個後使他們被困在那邊。……」 

桃源國小陳主任說：「當時的情況，我用簡單的話斷水、斷電、斷路、斷糧、斷訊，醫療也沒

有，因為整個路垮了以後就什麼都沒有了，……，一個晚上就什麼都沒，在山裡面拿布、草等遮雨、

遮風的地方，當時有些人甚至於說家人失散了，然後經過一段時間以後再度相會，那個時候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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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狀況。而且，你甚至從這個村莊要到那個村莊，他們根本沒有路，所以到最後除了直升機之外，

沒有其他辦法。那是五十年來頭一次看到這麼嚴重的。衛生所也沒辦法，外面也沒辦法，什麼都沒

辦法進來，甚至連住的地方都有問題，即使是到外面去也沒辦法去遮，就到樹底下、找了臨時的帳

棚，不過還好啦！終於還是度過了。那個時候部分真的很慘，尤其是寶山村莊，這一個學期裡面他

們村莊最慘，到現在為止，周邊的寶來都已經弄成這樣，我們這邊連起動都沒啟動。……而且亂是

亂在從來都沒發生過連政府都亂七八糟、沒有一個措施，這裡最糟糕的就是連絡，手機也沒有用，

派出所也沒有用，困在那裡他也不能出來，所以那時候真的是孤立無援！四周的每一個據點都是孤

立無援！那時候的狀況是很慘的！」 

興中國小李主任說：「因為那時都斷訊嘛！其實，最主要是通訊啦！等於我們所有桃源鄉全部

都斷訊……手機阿什麼都不通，配置的衛星電話，不會操作……」、「八八水災我們學校主要是我們

整個社區的維生系統失靈，就是水源被切斷嘛！電源也切斷，造成說我們整個社區維生很困難，所

以是整個桃源鄉啦！……所以政府才幫我們做緊急的撤離。……然後本身就是村民在那幾天這樣的

奔波。譬如說一下子到學校去，又覺得阿！好像突然傳說學校不安全，又撤到教會。撤到教會又說，

這上面的山坡也會坍，所以就每天就是很恐慌這樣奔波這樣。」 

 

(2) 風災過後的道路修復問題深刻影響著學校作息 

風災過後，對外交通修復狀況不佳，造成外地教師返校困難，學校行政人員出外洽公危機重重。 

茂林國中鍾主任說：「後續就是說，八八風災以後後續又下了幾場大雨，其實那邊便橋斷了，

變成我們老師要進去裡面教書，我們自己騎摩托車，進去裡面教。」 

荖濃國小林校長：「因為等於是交通中斷大部分是對外，譬如說像，要跨過荖濃溪的新發橋斷

掉了、然後要去往甲仙出去有一些路段坍方了這樣，如果要往裡面寶來那邊也有橋斷掉了這樣子，

那基本上自己社區裡面的互動是都還 ok！……其實剛開學的時候，車子從甲仙這邊是可以進來的

啦！只是路況比較不好，所以老師們比較辛苦，因為他們也是開車進來，然後住宿到周末再出去這

樣子。」 

前桃源國中吳老師說：「……安全的部分我覺得是校長、主任他們這樣經常往返山下洽公然後

又回去，他們的危險比較大一點……。」、「像我們校長有一次為了要送學生回去，他就跟另一個老

師先去看路況，然後騎著摩托車，我們校長跟老師就整個人跌得手呀腳呀，因為那個路都很泥濘，

然後有時候你開車的話，其實在水水路上其實也很不方便，所以他們就騎摩托車去看，然後就一個

打滑，就整個摔倒。……」 

 

雖然風災後，縣府有提供茂林鄉交通車及其相關交通費用的補助金，但天候不佳，校車必須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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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往返柔腸寸斷的道路，十分危險。天候及路況的不穩定，使得學生的學習經常受到影響；其中茂

林國中教師為了因應突發的天氣造成學生學習中斷，會以提前進度的方式處理。 

茂林國中張老師說：「可是現在是說路不通的時候，校車沒有辦法載，因為其實有的時候家長

會覺得說可以，問題可以是可以，但是危險性很高，那就沒有辦法。……我們曾經發生過一個班只

剩下三個學生在上課，那你說其它呢？其他十個學生為什麼不來呢？因為另外十個學生在另外兩個

村，那另外兩個村路會攤掉，如果沒送他們回去的話他們沒得回去了，那晚上的食衣住行怎麼辦？

馬上就產生問題了，所以當然要趕快送他們回去。」、「除非路斷到縣府說我們可以不用去了，可是

從來沒發生過…所以我們都要去，變成說我們都在學校等學生，但是其實大部分的時間會等不到學

生。」、「可是因為這個災害後來常常都在下雨，我們就會有一點經驗就是說預防三個上課怎麼辦呢？

好！今天好不容易全員到齊了的時候，趕快把重點講完。直接講重點，然後趕快交待作業，然後叫

你帶回家，預防你明天萬一不能來的時候。」 

桃源國中也有部份學生因為居住的村落道路毀損嚴重，學校為確保學生的學習權，因而在返鄉

復學後安排部分學生寄宿在學校，週末才返家。 

前桃源國中吳老師說：「剛開始上去路況也真得沒有很好，然後到後來其實從今年的三、四月

開始就都開始有陸續下雨了。……因為我們學校以上，復興、梅蘭、梅山、樟山那些地方的學生……

有時候就沒有辦法當天來回，因為路就因為雨水的關係，反正就是走河床便道，然後一沖毀，就是

都沒辦法走。」 

桃源國中伊斯坦大主任說：「所以我們現在就會把那些孩子暫時寄宿在學校裡面，當暫時性的

住宿生。因為不下雨，一定要四輪傳動的車；一下雨的話，連摩托車都有問題。那就現在的狀況天

氣一直都不穩，所以家長他們禮拜一會送孩子來，那禮拜五就我們四點放學，他們再接。可是以前

的作法是校長會跟學校老師一起開學校的貨車，然後後面就載了十幾個小孩，然後就送到復興村，

那因為復興村跟我們學校這段距離是最可怕的路段，反而是復興村再裡面的三個部落的道路是沒問

題的。」 

 

(3) 災後安置期間對學生及教師均造成不安與壓力 

由於道路短期內無法復原，因此有些被列為較危險地區，如桃源鄉的學校，必須被迫下山安置

於和春技術學院。學生剛遭逢巨變，加上遠離家園暫住在陌生的地方，造成其心理上的不安全感。 

桃源國小陳主任說：「其實當時因為東西都被安置到外面去，那個真的是亂七八糟，他們幾個

老師先到外面去，我是後來才趕下去的，都分散在各地，然後也不曉得要安置在哪一個學校，後來

決定在和春，因為到和春連住的地方也沒有，一間教室四五十個人擠在一間，然後父母親因為驚嚇，

也都不願意把小孩子留在學校，還要親自看得到來回……，小孩子……有的受到傷害蠻重的，曾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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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小孩子就是晚上會做惡夢，會叫、會醒來，每天連續一兩個禮拜被驚醒，……。」 

 

除了心理方面受到影響外，桃源鄉的國中小在安置於和春技術學院期間，因為各校集中運作的

關係，作息的不同也間接影響到學習。 

桃源國小陳主任說：「……桃源鄉都在那裡，所以當時叫做五園校區，因為建山、興中、桃源、

樟山再加一個桃源國中嘛！五所學校、五個校園的學生都在那邊。那個時候我們受到傷害蠻多，尤

其作息不一樣，跟國中作息不一樣，然後教室不是我們一般這種小學教室、沒有運動場可以讓他們

去玩、沒有遊戲場，畢竟那是大專的，怎麼可能有足夠活動空間，球場也沒有，所以當時那學生真

的是被擠在那樣的一個空間。然後又有疫情到處傳，那個時候我們當老師的就在那邊拼命保護學

生，有時候還受到家長的質疑，……」、「那至於他們學習狀況的話，因為剛開始是和別的學校合在

一起，所以我們整個行政、整個教學進度都必須去和另一個學校合作，所以難免會有一點點阻

礙，……」 

 

在山下安置期間大量湧入的愛心資源，不論物質上亦或是心理輔導活動，均對遭逢巨變的學校

有協助安定的幫助。但由於供給過量或活動同質性太高，反而對學校來說成為額外的負擔。 

桃源國小陳主任說：「……剛才我說了正常教學受到影響，但是額外的教學又有很多的收穫，

譬如說音樂團來表演、有吃有喝甚至於有慈濟的每天晚上都跟我們學生在一起，很好呀！但是他們

並沒有考慮到我們一件事情，疲勞轟炸！我們學生操了八個小時的課，一直到晚上九點、十點，你

想想看我們有多累呀，妳們是來了一個小時以後通通又回去了，我們從早上到那邊去，晚上還陪他

們睡覺，因為既然有學生留宿在那邊，我們當然要有人管理，我們行政人員理所當然輪流值班，又

沒有地方睡，我們校長那天要睡覺就是辦公室內椅子搬開拿個墊子鋪下去，隨時備戰，學生一有問

題我們就出來，……」、「另外當時大家都忙著所謂心理復建、藝術治療、遊戲治療，所以有很多單

位通通加入進來，結果結論是我們學生本身跟老師反而感覺倒是一種壓力。過多啦！反而我們的生

活沒有辦法正常化，……一句話，學生能力的正常教學本身穩定生活作息必定受到影響。所以那個

時候我是對這個地方，我們越到最後越覺得讓我們去安定是比較重要的，……」 

前桃源國中吳老師說：「我覺得活動像上學期在和春的時候，太過密集，密集到讓我覺得很累，

而且有時候他不是……譬如說像禮拜五的社團時間，我覺得 ok，但是有時候不是這種時間，然後

像我有個團體他贊助我們去旗津海邊，可是一下子要帶學生去童軍活動，帶學生去旗津參觀之類

的，然後會覺得除了社團活動的時間之外，其他上課時間也被佔用，我覺得這是老師會比較有意見，

倒不是說他們不喜歡這些活動，其實他們應該也知道學生喜歡活動，可是相對於老師的課程時數的

部份，也要替他們去著想，看是盡量利用他們非正規課上課時間去找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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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源國中伊斯坦大主任說：「有的孩子也會覺得說為什麼一來就畫圖？一直聽到畫圖、畫圖，

那是聽到別的學校在說的，我們學校的狀況應該是還好。」、「那我先講優點好了，那是我們在和春

的時候，我真的覺得因為有他們的陪伴，學生稍微就會去放鬆他們那種緊繃的心情，……然後加上

還有比較專業的團體輔導進駐，……，我們團輔記得做了三到四次，我當時是導師，我們也有學生

罹難，然後一開始是從 start 哭成一團，老師也從頭到尾一直哭，第二次又一半的人哭，到第三次

大家就開始很開心了，你會看到其實學生也復原了，到最後才變成個諮，一直到現在我們學校還是

有再做這樣的事情，我是覺得是還不錯。……然後缺點的話，當然就是累啦！我們老師累，因為我

們學校的老師我會覺得是比較雞婆，其實所有活動他們會告訴我們不用老師去或者是怎麼樣，可是

我們都會覺得說因為通知單是我們發的，那有任何問題我們都會覺得我們要顧著，所以就變成說六

日我們也帶各種孩子出去，那我們的心態就覺得反正就是多幫忙，可是有的老師就會喊累，又沒有

補休，那我就是純粹是義務看著他們，也會累，所以就會說像有很多這種東西有的老師次數多了可

能就真的會累，……你就會覺得瑣事好多。」 

 

(4) 過量的物資和重複性高的活動為學校帶來教育活動上的考驗 

災難發生的當下，外界愛心物資不斷進入學校。過多的生活物資和活動，反而讓部分老師擔心

會對學生造成適得其反的教育效果。 

前多納國小許校長說：「其實以這次風災來講，他們已經接受到外界太多的資助了，已經資助

到有時候我們覺得過多……多到像文具，發到都已經小朋友重複到有時候我都覺得有一點浪費，像

民生物資也很多，所以弄到最後有時候，對災區的人有一點不太公平，他們有時候有的人已經是過

分要求了，因為這種善心團體捐助的，是人家發自內心的一片善意，他們就是有時後覺得……反正

已經形成習慣了，認為就是說妳們給我是應該的。給的不好的話，他們也會生氣呢！」、「認真講起

來小朋友也會比較。所以有時候有人捐助錢進來，有的小朋友有；有的小朋友沒有，家長就會馬上

到學校來『為什麼我們的沒有？』，他也不想想人家的狀況怎樣；他的狀況怎樣，他只會直接看到

那個金額『為什麼他的比較多，我的比較少？』。」 

桃源國小陳主任說：「譬如說我們還在安置的那個時間，那麼多個團體，一批一批來又是教具、

又是器材，資源很充分。然後老師不只一個，他們沒有考試的壓力，因為完全都是我教你、然後就

隨堂去做一個檢測，這樣子弄一弄、那種教學學生沒有壓力，會玩得很開心，不是沒有收穫，也有

收穫。但是……這個社會有傳統教育理念，……等我們回來這些通通都沒有了，……對他們來講就

那段時間玩過那麼一陣，……當時我是看到了學生這樣，一坐下來問他們好不好玩？有吃的、有喝

的、有玩的、有拿的，小孩子當然很開心，那是很正常的，但是回到現實跟我們平常的情況來講那

些都不見了的時候，我反而覺得對小孩子有傷害，我是看到反面的影響。有那些的時候他們都很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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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沒有的時候那個問題才出來！」、「講個笑話，他們在高雄市那邊明明是被安置的，旁邊剛好就

是遊樂場！在這邊也有，只是受到限制，甚至沒有那麼新奇，外面畢竟各式各樣的都有，在這裡大

概就是那幾個嘛！差很多！我們當時就覺得很不是味道，因為他不是來學習度過這樣的生活，……

我的想法是這樣。明明是災難嘛！他應該要省吃儉用，這樣他不是被物慾的東西去吸引了嗎？他在

外面那一段時間會不會影響他？我反而會去考慮那個部份。所以你說學生在整個學習過程中，有得

有失啦！正常的教學是受到傷害啦！但是額外的這些藝能、才藝這些，他們又有那麼一次的經驗。」 

 

因此為了避免災後物資分配有紛爭，有學校在處理上會特別慎重，也會適時給予學生機會教育。 

興中國小李主任說：「……所以為了這個事，我們最後就是做一個蠻公正的流程，就是說請贊

助單位發公文，確定說這個錢就是留在學校讓學生這幾年來的所有的食衣住行育樂，育樂就是好好

去校外教學什麼一些支付。那就講的很清楚這樣，然後我會把那些善款物資都 PO 在我們學校網

頁，讓他們逐筆去對照。就是一直在做這個溝通啦！」、「像我們學校處理的物資，我們是不會馬

上捐贈給他，因為我們學校有做一個服務學習嘛！就是說，你也許要累積你做多少服務，或是說你

有多少好的表現，我們才會給你這個東西。阿如果說，是規定說一定要馬上捐贈，我們會類似這個

公開儀式，來做這個捐贈的表揚，然後告訴小朋友說這是什麼基金會，還有他給我們的意義代表是

什麼，我們都會有做這個流程啦！不會說，好來就發發發，然後帶了放學後就帶回去了。就是我有

給他一個前置教育啦！後續你要怎麼去愛惜這樣，我們學校都會做到這一點。」、「譬如說我們也

許圖書 OK 了，我們就說給更需要的人，像獎助學金，我們就說我們已經有一家，我們就不會貪心

說還要再拿更多這樣，就是會跟家長、跟學生說明。」 

 

另一方面，茂林國中的老師們有提到，雖然外界的愛心他們十分感謝，但對於某些因為經費核

銷問題而提供服務的單位卻讓他們感到困擾。 

茂林國中鍾主任說：「現在我們面臨的問題就是說，每個學校單位或者是什麼單位他可能跟政

府申請了一筆錢，那一筆錢一定要把它花掉，因為期限上要把它花掉。那把它花掉的話…對我們來

講…我覺得我不會也是一種困難…每個人都要做研究要做 data，結果呢！研究 data 完了之後，我

們什麼資料從來沒有一份給我們。從以前到現在，那我覺得我們只是，如果在實驗的角度來看的

話，……我們只是被實驗者阿，那不斷的訪問跟問卷，我覺得這對學校也是一種困擾。可能是不同

的單位要做同樣的主題，因為他們要把這筆經費用掉。做同樣的主題，那不同的單位來，大家打的

名義，要輔導、要環境教育，你也不好意思拒絕，但是這個真的會排擠到正式課程。」 

 

    有些老師則建議，政府及民間單位在處理這類突發議題時，剛開始往往很投入，但一陣子熱潮



 

 184

過後，便無疾而終。這種煙火式的關注，反而對他們來說是種傷害。 

茂林國中張老師說：「我覺得說我們政府或者是教育單位，就是關於學校一些比較重要的問題…

只是像放煙火一樣沒有持續的關注這樣子。」 

茂林國中鍾主任說：「所以我是想說政府、教育單位不要比較那種煙火式的想法，就是說現在

這個很重要，就ㄅㄧㄤˋ一下大家這樣弄，再過一陣子那個新聞性沒有了以後就不見了。我覺得政

策這樣弄的話永遠，像八八水災以後那一陣子熱度很有，就資源一直進來，可是後來什麼都沒有。」 

 

(5) 教師普遍對災難議題融入課程持肯定態度 

受訪教師對於本研究計畫將災難議題融入課程設計的理念，認為具有發展的重要性。 

前多納國小許校長說：「其實這種部份，教學融入的其實還很少，因為民間團體來的他大部分

就是直接做心理輔導，針對教師他把這種災難議題融入課程裏面倒是沒有，而且這個都是一些課程

設計的部份，這個倒是可以，蠻適合給災區的學校。」、「……其實老師比較需要的真的是在怎樣去

融入課程裏面，你單純要請老師講危機意識、救災，很簡單，專門的課程他可以講，但是你要融入

其他課程裡面去講，就比較難了。因為一般來講老師的課都是固定的，教學課程他們進度也都固定

的，所以有他既定的進度，你要在他多挪出時間來專門講，真的是比較難。所以還是要融入課程裡

面去講會比較好！」 

荖濃國小林校長認為：「其實因為我們現在是從災害的這一部份，災難教育去融入的嘛！所以

課程上如果有一些實際去結合實際的救助或者是怎樣去避災的活動課應該是也蠻好的啦！甚至於

你要去結合，譬如說：民間的附近團體有一些救助的單位、或者是消防單位的他們有一些逃難的一

些，都也其實也蠻活潑的啦！那也可以去分享一些實際的那時候災害的影片、或者是過程，其實我

們也自己曾經放過，因為政府有 DVD，就是說有人從八八那時候去紀錄某些特定的孩子個案，那

他的家庭跟成長的過程，我們也曾經放過這樣子的影片，給孩子看去做分享。」 

興中國小李主任說：「如果說有一些課程，譬如說學習單阿教材，讓老師能融入教學是會更好

啦！……我是覺得像你說你們有設計一個教案啦！我們最需要是類似這種教案，然後可以融入在課

程裡面。」 

桃源國中伊斯坦大主任說：「因為現在有關這個議題的，其實還好多喔！很多單位其實也會去

做這樣子的，可是這個融入課程設計這個還蠻特別的！」訪談中，伊斯坦大主任特別提到，桃源國

中已和高雄縣教師會及扶輪社，共同製作了一套「八八風災災後重建課程」，也進行過一次實地教

學了；她說：「……像我們學校之前也有做一個類似這種生態的，而且是高雄縣的教師會他要求的，

然後我們就請老師去設計教材，裡面就跟災難地質的，它是從六龜新威那邊一直到上面，他把所有

現場有看到的地質拍下來，順便介紹給學生這是什麼？那因為災難，我們如何如何，然後變成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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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變成一本書之後就發放給其他的國中跟國小。……有這樣子的課程去融入，……因為那時

候它們只有給當時的二年級上，我們校長就開車去載，就是從下面開始上課。」、「帶學生下去看，

實際去看那些地形，然後有一些學習單。因為當時只有針對當時的二年級，那現在他們升國三了，

所以只剩國一、國二沒有上到這門課。我是覺得還蠻有意義的啦！實際帶學生過去看其實是不錯，

他們有照片，然後就開始去講，因為風災然後如何。他的那本教材我覺得不錯，是高雄縣的教師會，

妳們可以詢問……。」 

 

由於災難議題為近年來新興的議題，部份老師針對是否需要災難議題融入課程設計有疑問，其

認為在考試掛帥的社會觀點做議題融入，會對既定的學科授課時間造成擠壓；例如：茂林國中鍾主

任認為：「至於各科的融入的話，我們常常在講融入融入，但是融入的話，以國中來講的話，如果

說考試引導教學，如果這部份融入的話，你是要說跟我們現有的課程結合的話，有阿，比如說地科

部份，……地科部分可能氣候、土石那邊的話，可能地科部份比較有在接觸；那理化這部份的話，…...

以今年的話，我們學校所探討的主題就是你在風災發生之後，……，你的食物、你的飲食、你的通

訊，我們這次的科展就是以這個為主題，我們就把它做進來。那至於說一般在講的融入，對我自己

來講，我覺得這個名詞蠻抽象的，什麼事情就掛一個融入。現在有好多議題就說不然你把它融

入，……我覺得這個是一種方便行事吧，就是上面有輿論有壓力就說這方面缺乏，……不然什麼教

材都融入……什麼東西都融入，所以融入到最後，我覺得是有點四不像。」、「現在什麼新興的議題

就融入，那我想請問之前的議題如果說都這樣的融入的話，那不會塞爆嗎？」 

茂林國中張老師說：「其實像我們社會科來講，我們包括了地理歷史跟公民，為什麼不能融入

其實可能要回歸到之前九年一貫的時候，因為我們社會科這三科而言，應該講說政府單位已經把我

們的時數砍了二分之一，……，我們已經被壓縮了，那壓縮之後你還要要求社會科很多東西要融入，

坦白講那是不可能的。……像我們最近以新的學年度開始，我們的新聞媒體素養跟海洋教育已經強

迫融入我們社會科了，甚至連性別教育也融入我們社會科了，而且已經是在教材裡面了。所以我們

時數被剝奪，然後其他新興議題也被融入進來，我們已經融入進來囉！而且是加進課本裡，因為以

防我們不教嘛！講真的就是這樣子…那像這樣如果再加一個環境教育……」、「……當然環境教育是

非常重要的阿，尤其像災難發生之後，環境沒有用好那什麼東西也都沒有了那有什麼好講的。可是

問題是說，老師要去教這些東西的時候，像我們也需要受一些訓練嘛！不可能什麼東西都沒有，那

我們教的也很乏味，那這樣就算我們融入好了，那也其實有點流於形式上，而且什麼東西都不給，

有些說不定還會教錯，那不是更慘嗎？……」 

 

(6) 透過教師研習傳達災難議題融入課程設計之理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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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設計災難議題融入課程，研究者提出以教師研習方式提供老師們更深入了解相關知能，並

透過訪談尋求老師對於研習主題的建議。茂林國中鍾主任認為：「我是覺得比較實務面，拿實際的

例子，就是實際發生過後來怎麼解決、後續發生什麼。我是不贊成一開始就談理論，因為其實理論

做研究可以，可是真正拿來作執行的話我覺得比較用不到。……所以我覺得說，災害要怎麼預防？

真的發生的時候要怎麼解決？事後的輔導跟事後的追蹤等，這樣一套下來對我們比較有實際的作

用！」 

茂林國中曾主任說：「而且可能各地區域要分一下，因為像我們茂林地區今年比較安全是說，

我們其實只要在裡面是沒有問題的。可是像那瑪夏地區，像輔導的話，像我們茂林地區的小孩子你

不能用小林或者是三民村那樣的輔導方式，因為我們小孩子在心理上是比較安全的，他們可能那時

候受到那麼大的風雨的一個情況，可是事後都是比較平穩的。可是像小林村還有三民國中、那瑪夏，

他們就不是這樣子的情況，所以可能輔導方式要按照地區而不同。」 

前多納國小許校長說：「各領域的都ｏｋ！各領域融入災難經驗的都可以。……不過有一些融

入的進去嗎？我總覺得有一點點太刻意。有時候不需要這麼刻意，因為我本身我也是國教輔導團健

體領域的召集人，所以有時候我常常在跟老師講，融入課程不一定要每一科每一節一定要去做融

入，要很自然的融進去才叫融入，你刻意的話感覺上很奇怪，還好沒有寫到數學融入，數學也要融

入這個就真的就只是為了把八八水災特別把它融進去，我覺得這個就不需要啦！……反而是自然與

生活科技這個是比較重要的，其他各種議題的，生命教育、環境、人權這個我都覺得蠻重要的。」 

   興中國小李主任說：「應該是那個環境，生態環境這個議題，還有生命教育。大概這兩個會比較....

那個還有災難經驗這樣！經驗的分享跟體驗。.…..因為小朋友跟我說，我就看到我們家那隻狗就被

河水這樣把他沖走了，然後有一隻狗在直升機上就被丟下去了，他在講的時候，他好像稀鬆平凡，

這我很難過，因為他不知道那是生命的尊重。……我就覺得其實孩子對生命要從小尊重，……萬物

生命嘛！我覺得那個蠻重要的。」、「我們的本位課程就是我們在地的一些野樹，像我們之前有推

那個我們的小米啦！就是我們在地的一些植物文化的特產，還有我們一些祭典儀式，……就是我們

要敬念神，是你說的那種生命感恩惜福，我覺得那個也是蠻重要的。……！我們都是可以一起來融

入課程這樣子。」 

前桃源國中吳老師說：「我覺得壓力管理對於老師、對於學生都是很有幫助，因為學生的情緒

會反應在我們老師身上，老師情緒不好的話也會連帶去影響到學生。那不要惡形循環的話就是老師

跟學生我覺得是要分開去做壓力管理的一些活動課程，老師可以參加研習，那學生的部份可以請專

家或者是一些活動的執行方面可以上去，……。」、「然後除了壓力管理訓練之外，我覺得戲劇的部

份也可以融入，或者說是電影，總之就是說影像或者是視覺藝術的部份，不要再只著重在美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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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種畫畫呀，把以前的家畫出來、把現在的家畫出來、把你未來想像的家畫出來，這種畫了千篇一

律的感覺，畫到後來就是完全不知道要畫什麼。……我覺得在山上做所謂的藝術文化深耕或著是去

幫助他們的話應該是先要從一些譬如他們很有興趣的街舞先開始，先從青少年有興趣的，然後我們

慢慢地、一層一層地進到藝術文化的中心核心這樣子，讓他們去接觸真正的藝術。……我就覺得如

果可以有團體上去幫助他們或者說陪伴他們，藉由肢體的開展然後去抒壓他們的煩惱或者是紓解他

們的壓力，肢體上面的發洩，我覺得這樣會是個蠻不錯的方式。就是視覺藝術、聽覺藝術跟肢體表

演的部份，如果是這樣配合的話。……」  

桃源國中伊斯坦大主任說：「剛我講那個生態的，生態其實可以不用了，.……那你們的課程設

計搞不好可以有別種，因為它是講到地質的部份，那你們可以講到颱風，或者是熱帶性氣候、暖

化。……如果有一門課專門在介紹颱風，其實學生會很喜歡，搞不好他們有些人還不知道什麼叫做

兩百哩，兩百哩是怎麼算的，要不然為什麼兩百哩我們要撤村？那颱風的形成，我們在上地理課會

講，…….那這又結合災區，但是也不要那麼硬化就是如何了解颱風的形成，就變成你們設計的課

程可能讓他們就是遊戲、圖畫紙一堆等，讓他們發現說原來颱風是這樣來的，我覺得這樣的課程感

覺應該是蠻有意義的啦！這個就比較好結合到社會、地理這個部份。」 

 

受訪教師均認同以教師研習方式做宣導之成效，但老師們提到出外研習有其困難之處，因此較

主張辦理的地點以在當地學校為宜。 

 

茂林國中鍾主任說：「我覺得辦研習的時間跟地點，因為現在山區都是小校，時間地點應該是

找老師可以的時候，而不是找經費要核銷的時候。」、「因為我們人數，小學校只有八個，如果你說

幾個出來的話，我們學校就不能運作了……。有些國小六個班級，排一排九個老師。你每次調個兩

三個出去，……我們人力是不能負荷的。……那個老師負荷是一個問題，最重要的是學生能不能吸

收是最大的一個問題。因為如果我出去的話，我的課就會空下來，那我是不是要利用別人出去的時

候我來補，就變成說不均阿，不是沒有得上就是一次要上很多。」 

桃源國小陳主任說：「如果要老師出去，走出去的機會比較少。而且有些時候有些人也不是很

方便，有的人沒有交通工具，甚至於出去了也不知道到哪裡去找。……」 

前桃源國中吳老師說：「今天沒有給老師一個相當充足的時間，從山上下來，但是要提早一天

下來，不然研習一大早就開始了，他怎麼可能來得及？學校老師已經夠少，不是當導師要不然就是

當行政，專任部分很少，那他們下來，你要叫哪些老師下來上課？」 

在研習時間的選擇上，受訪的國小教師均一致認同利用週三教師進修研習時間最適合。也有老

師提醒，若要在原住民教師比例較高的區域辦教師研習，應該盡量避免利用他們週末上教會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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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多納國小許校長說：「在原住民地區學校辦活動，千萬不要用到禮拜六，禮拜六是他們的教

會活動，他們的信仰是比什麼都重要。……如果在一般的時間的話，真的你用到禮拜六禮拜天，真

的會很難辦活動。」 

桃源國小陳主任說：「如果利用星期六，說實在對外地老師來講比較殘忍。他們一個星期來這

邊好不容易要回家，結果因為研習他要留下來，吃住要自己來。……星期三的下午我們是可以盡量

安排，……原則上來講我們辦週三進修都是希望老師都能參加，除了那種公事。」、「例假日的話，

比較不被容許，第一個是我們學校本身就已經有這個安排了，……那另外的就是當地的宗教活動，

那個時候他們寧願放棄這個地方。目前來講的話，因為我們一周裡面，可以共同應用的大概就是禮

拜三下午。」 

興中國小李主任說：「應該是周三下午，因為我們都是外地的老師嘛！我們幾乎假日都會想回

家，那你也知道回家一趟路這樣，這樣有人說如果假日就不能回去了啦！阿他們我們比較喜歡說不

影響老師休息的時段。……」 

 

另外，國中則因為沒有週三教師進修研習時間，而選擇改以寒、暑假時間來參加。 

茂林國中鍾主任說：「其實以國中來講，我們不像國小有週三進修時間……。我們以前國中段

考下午學生可以回去，這是老師進修…可是現在也不行。」 

茂林國中曾主任說：「老師的時間，週六週日也是要看老師願不願意，所以我比較推薦的時間

就是寒暑假的時間，如果是比較長程、進階，可能有三天長程的研習的話，我認為寒暑假是可以進

行的。」 

 

（五）教師知能研習 

透過前一階段教師訪談，得知偏遠地區學校若要發展災難議題融入各學習領域課程，舉辦知能

研習提升教師專業有其必要性，同時考量學校作息時間與交通因素，因此利用國小週三下午教師進

修時間與週末辦理知能研習，並選在當地學校舉辦。辦理研習前，研究者為真正了解第一線教師所

需知能內涵，藉由個別訪談與參與學校會議的機會，發送研習主題調查資料如圖 6-5，分析提出需

求的茂林鄉多納國小、六龜鄉荖濃國小，及桃源鄉桃源國小三校所需研習之主題，根據各校教師圈

選比例較高主題邀請相關專家入校演講，結果請見表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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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教師研習主題調查表 

 

表 6-12：各校教師研習主題調查結果一覽表 

學校名稱 需求主題 研習主題 

多納國小 1.經歷災難兒童創傷壓力情緒辨識與處遇技巧 

2.高關懷學生辨識與輔導技巧 

3.生命教育融入災難經驗課程設計 

4.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領域融入災難經驗課程

災難議題融入課程設計 

感恩服務學習與災難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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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 

5.環境議題融入災難經驗課程設計 

6.人權議題融入災難經驗課程設計 

7.藝術與人文課程融入災難經驗課程設計 

荖濃國小 1.防災與備災 

2.基本災難應變之概念與原則 

3.如何處理經歷災難的兒童 

4.高關懷學生辨識與輔導技巧 

5.生命教育融入災難經驗課程設計 

6.環境議題融入災難經驗課程設計 

7.綜合活動領域融入災難經驗課程設計 

學生創傷後壓力反應的辨識與因應

生命教育融入災難經驗課程設計 

桃源國小 1.如何處理經歷災難的兒童 個案輔導經驗分析與分享 

 

由上表可得知，偏遠地區學校在經歷八八水災後，教師對於防災備災、災難相關應變措施有其

需求，不過此需求目前多在政府相關單位所舉辦的知能研習與防災演練中獲得資源。學生輔導方

面，雖然高雄縣學生諮商輔導中心與民間相關心理諮商輔導團體，已在八八水災後陸續提供多次心

理輔導與知能研習的服務，但經由知能研習調查結果可得知，此三校的教師對於輔導相關主題仍有

需求。災難議題融入課程之知能，由於是近年來之新興議題，因此教師普遍選擇與災難議題較直接

相關的課程，如：生命教育議題、環境教育議題等。 

研習主題之選定，主要是經由事前和學校的溝通及透過與多位講師間聯繫以進行規劃，各校教

師研習內容請見表 6-13。 

 

表 6-13：四場入校教師研習內容總表 

學校名稱 研習日期 研習名稱 主講者 參加人數

多納國小 99.09.15 災難教育融入課程模式之探討 方德隆教授 17 人 

荖濃國小 99.10.02 教師輔導知能與議題融入災難經驗

課程設計研習 

方德隆教授、 

莊勝發教授 

16 人 

多納國小 99.11.10 生命教育融入災難經驗課程設計之

研討 

丘愛鈴教授 11 人 

桃源國小 99.11.24 教師輔導專業知能研習 莊勝發教授 1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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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各場研習內容與型式，則依據學校情況，徵詢學校意見並參考前次活動回饋單逐次做調

整，期能真正達到教師增能之效果，研習活動回饋意見調查空白表格請見圖 6-6。 

 

 

 

 

 

 

 

 

 

 

 

 

 

 

 

 

 

 

 

 

 

 

 

 

 

圖 6-6：教師研習回饋意見空白表格 

 

經由參與教師於研習結束後所填寫之活動意見回饋單，了解活動辦理情形與教師參與狀況，以

做為下一場活動規畫時之參考。透過回饋單，亦可做為評估入校辦理研習之成效，並了解學校教師

對於災難議題融入課程之想法。對於活動內容滿意度回饋分析如表 6-14 及圖 6-7，各校回饋單詳細

內容請見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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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4：各校教師研習回饋單統計表 

研習名稱 參與學校 
回饋單

回收率 

非常 

滿意 

很 

滿意 
滿意 

不 

滿意 

非常 

不滿意

災難教育融入課 F 程模式

之探討 

多納國小、

茂林國小 

88 40 33 27 0 0 

教師輔導知能與議題融入

災難經驗課程設計研習 

荖濃國小 75 8 67 25 0 0 

生命教育融入災難經驗課

程設計之研討 

多納國小、

茂林國小 

91 60 20 20 0 0 

教師輔導專業知能研習 桃源國小 50 40 40 20 0 0 

平均數  76 37 40 23 0 0 

 

研習活動內容豐富性滿意度調查結果

很滿意

40%

滿意

23%
非常

滿意

37%

非常滿意

很滿意

滿意

不滿意

非常不滿意

 

             圖 6-7：活動內容滿意度回饋分析 

 

研究者於四場入校研習辦理完成後，透過電話聯繫學校人員，調查各校建構災難議題融入課程

之現況與意願。其中，多納國小以參與 96 年教育部「走讀台灣」課程資料為基礎，利用彈性課程

與週三下午等時間，委託部落母語教師教導學童部落歷史、生活環境與傳統文化，培訓學童成為在

地小導遊，以做為部落文化傳承與協助部落觀光之基礎工作。荖濃國小，則持續與本計畫合作開發

結合學校本位之災難教育課程，詳細內容請見本章第六節。桃源國小表示，風災過後學校為推動部

落文化之傳承與保存，已自行利用課餘時間結合社區做相關防災與文化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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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桃源國中發展八八風災重建課程經驗分享 

在前一階段教師訪談過程中，得知高雄縣桃源國中於 98 學年度在高雄縣教師會與台北首都扶

輪社的協助下，自行發展《認識荖濃溪沿岸地質教材》(如圖 6-8)，是一結合八八風災議題與學校

本位課程的生活化教材。為深入了解本教材之發展過程，藉由訪談前桃源國中謝忠保校長，請其針

對教材發展過程進行經驗分享，並進一步提供相關建議給未來欲發展相關課程學校參考。訪談資料

分析如後。 

 

 

 

 

 

 

 

 

 

 

 

 

 

 

 

 

 

 

 

1. 八八風災改變地貌引發校長發展課程之想法 

還未發生災難前，山區資源即十分豐富，謝校長認為：「基本上在山上的學校它本身其實有一

些教學資源還蠻豐富的，那只是說我們限於人力、限於能力的關係。我們先不談風災，就是說本身

在山上就有很多自然跟人文的資源，那縱使說在某一些課程的條件比較不利，在一些自然跟人文的

資源其實蠻豐富的，但是就是沒有人有這個能力去把它做本位性的發展，那當然就是要藉助外來的

人力，那藉助外來的人力當然就需要有配合的單位跟經費嘛！」 

八八風災後，山區地景改變甚多，因而引起校長許多關於發展課程之靈感。謝校長說：「坦白

說我們回去的第一趟路是蠻震撼的，所謂的震撼就是說看個人的角度，有些人看完是很難過，尤其

圖 6-8：桃源國中八八風災重建課程《認識荖濃溪沿岸地質教材》封面 



 

 195

是我們在地的人，他會覺得說有一種創傷的感覺，整個家園的面貌被破壞，那我們算是比較客觀的

人，就是說雖然我們在這邊服務也跟土地有感情，但是畢竟我們比較沒有這種沮喪感，所以說我們

看到的是機會啦！那想說第一趟回去的時候發現說那整個地貌變得很清楚，那整個地層結構變得很

清楚，平常我們一直都很希望說讓我們的學生在這種這麼豐富的環境之下，走出門就是教材。……

這些教材你如何讓學生開始，觸動他們把它當成教材，這個就是我們學校要去轉化的嘛！」 

 

2. 教材的完成主要結合外界資源的協助 

桃源國中一直希望發展在地教材，但苦無專業教學人員與相關物質資源。謝校長說：「……我

有這樣的發想，那剛好有一個機會，因為我們也一直說不知道要找誰去做，因為我們本身真的沒這

個師資，本身也不是這一方面的老師、專家……。」 

災難發生後，外界資源大量湧進學校，校長便把握此機會，因而與高雄縣教師會和扶輪社進行

合作。謝校長說：「……其實在發展在地教材方面，我們都有想法，但是一直都很難做起來，那剛

好在風災的時候，風災有很多外來資源，所以我們剛好是一個機會啦！……」、「……剛好我們高

雄縣教師會理事長他來我們和春這邊，蠻關心的啦！也一直問說他們可以有提供什麼樣的協助，所

以說我就跟他討論到這一點，剛好他們教師會裡面有一個陳志鵬老師他長期在做鄉土教育各方的一

些地質的調查，還有他們當初有一個配合鍾教授的，那剛好就因緣際會啦，那當然最主要還是我們

有一個台北的扶輪社，他們有捐助我們經費，那他們也蠻贊同我們做這方面的教材，我覺得這個比

較實際啦！就是說除了生活以外，有一些比較未來性的東西，他們也蠻同意的。所以說才會開始結

合起來，開始去做這一個教材。……」 

 

3. 教案編寫主要委託高雄縣教師會專業教師協助 

因為學校缺乏專業人才，加上安置期間較為忙碌，因此在編輯教材的過程中，主要是委託高雄

縣教師會所推薦的專業教師與教授進行編寫，校長、桃源國中人事主任及教師會理事長從旁協助。

校長表示：「……當初在安置的時候，老師在上班時間都必須要去照顧學生，抽不出人力出來，但

是因為這種機會稍縱即逝，如果沒有馬上做，等到它面貌可能又會被改變，或是說改天雨季一來又

會變成沒有辦法去做教學，或是說我們可能那種動力會減弱，所以當時候只有我跟我們一個職員，

我們跟教師會一起去做會勘，坦白說我們還蠻把希望寄託在教師會身上啦！」 

教材主要委託高雄縣教師會鄉土教育工作小組的仕隆國小陳志鵬老師進行編寫。編寫初期，教

師會曾尋求成功大學地質學系退休教授鍾廣吉教授帶大家進行實地探勘。接著交由陳志鵬老師進行

資料蒐集、拍照、繪圖等編寫工作。 

「……坦白說我們那時候都已經拜託陳志鵬老師在處理了啦！第一個他很專業，第二個就是說



 

 196

其實大家共同討論的時間也不多啦！那他本身，他不是只有鍾廣吉教授的實察之後，他自己還去找

了非常多的資料，所以其實他很多最後是……當初有部分都有跟鍾廣吉教授的講法稍微有一點落

差，因為他會再去做印證，譬如說所謂的斷層，那當初最後我們陳老師再去查發現──它只是解離

啦！就是說解離跟斷層有時候其實是也蠻相近啦！但是你必須要去把它釐清楚。因為這是蠻專業的

啦！……」、「……他那時候都有拍照下來、全程錄影下來，回去他會再仔細看，然後再去對照資料，

再去做。」 

 

4. 本教材主要內容是以荖濃溪沿案地質為主題 

    教材發展成員確定後，接著訂定教材主題。由於八八風災時，學校正對面的越域引水工程遭大

極大的損壞，因此選定以荖濃溪為主題，由越域引水工程出發，介紹荖濃溪沿岸裸露地質與重大公

共工程，包括竹子門發電廠、新威大橋、十八羅漢山、六龜大橋與寶來等地，並進行實地勘查。校

長說： 

 

「……那一開始當然就是要請教授先帶著我們先去勘查，那我們就先討論幾個點啦！從哪幾些

點開始，然後再去做實地的觀察，所以就選出了面貌比較豐富的幾個點，或是說它比較屬於地質基

礎的、明顯可觀察的一些點，那我記得我們是從竹子門發電廠這邊開始，那竹子門這點當初其實也

是想要去對照越域引水工程，因為竹子門本身也是貫穿隧道，把水引到竹子門那邊的位置，那我們

桃源鄉的這個越域引水工程，是從我們學校正對面，打通到對面的那瑪夏鄉。為什麼在風災的時候，

性質類似的竹子門發電廠這個完好無缺，那為什麼我們水利署這個越域引水工程完全被破壞，連帶

我們也想說後續可以慢慢進入更深層的去討論這樣。……」 

「那第二個點是新威大橋，它剛好在河面上，可以去看堆積、沖擊跟侵蝕，就是一些基本的河

流發源的概念，然後也可以去知道說，因為那時候它剛好做好，那也有一些標示，整個工程跟基礎、

橋墩的基礎然後它的設計的標示，那可以讓學生去了解說在一個橋的施做的工程裡面應該是有一些

基本的工作，或者是它優劣如何去比較，那個地方又剛好是在做砂石開採，上游跟下游河川的疏濬

面貌會不一樣，那這個剛好也是可以對學生去做教正，所以說選那個新威大橋。」 

「那再來就是選十八羅漢山，因為十八羅漢山這一條線剛好是兩個地層帶不一樣，一個是樟山

斷層，一個是六龜，它的地質是不一樣的，很明顯可以讓學生去做比較。再來是到六龜大橋，那邊

有一些裸露的、比較明顯的板岩，然後一些岩石的分布。然後再來是到育幼院那個紅牆，因為當初

那邊也是一個大曲流，然後也蠻清楚可以去看到河流的發育，然後堆積，因為那幾個曲流還蠻明顯

的。然後再來就到邦腹溪，那邊有幾個小斷層，有一些很明顯的斷層泥之類的，可以讓學生去了解

它所謂的一個斷層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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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進來是到寶來，那邊也有斷層，也有一些因為當初也有一個大曲流，那也有幾處是屬於河

川匯流點，那當初寶來也是一個岌岌可危的地方嘛！那我們也希望讓學生去知道說，然後它那邊又

有一個很明顯的順向坡，然後又有一個溫泉，那學生也可以具備這樣知識去評估說這個寶來它的危

險性在哪裡？然後它可能以後面對的工程是應該如何去施做？那邊剛好又有一個是它屬於比較新

的邊坡的用蛇籠的新的施工方法，它用縱向，過去是用橫向，剛好可以拿來當成學生的，然後那個

地方又有蠻多不同的地質，有一些火山岩，上游沖積下來的還蠻豐富的。」 

 

5. 學校在教材完成後委託外校專任的地科教師進行試教 

因為桃源國中本身並沒有專任的地科教師，為了讓學生在學習教材時獲得正確觀念，學校便委

託高雄縣一甲國中的劉主任進行試教。校長說：「基本上三年級就地科的課程，那通常都是理化老

師在兼嘛！那我們當初去做試教的時候，是外聘一甲國中的一個劉晉生主任，他是屬於地科的專門

老師，那基於友誼贊助啦！因為這畢竟一開始陳志鵬老師編的東西比較概念性，就是說沒辦法，你

必須要在每一個概念都自己再去發展出你自己的教學內容，因為他圖片比較多嘛！但是文字上面比

較少，那你每一個文字、每一個圖片裡面都要再去做細目、細分，這個是屬於任課的老師自己要再

去發展的啦！那當初試教之後才發現真的蠻多需要再繼續延伸、擴充的細節的課程還蠻多的，那因

為學生也有程度上的差異，那以我們當初桃源國中來講，長期就比較缺乏這些地質的、地科的知識，

那所以說我想每一個學校在應用的時候，都要自己再去檢視自己的學生的起點知識啦！但是整個系

統是很合乎邏輯，整個系統編輯的邏輯是都很順！」 

「……那可能學生出發之前的先備概念教授也是在課堂上做，只是說就是沒有這樣的師資，就

很可惜！師資是最大的問題！」 

 

因為教材內容含蓋整條荖濃溪流域，路線很長，因此全程一趟教學所花費的時間約是一整天。

「……這幾個點從竹子門一直到桃源鄉五十幾公里，一整天恐怕都還有困難，那所以可能也可以去

選擇某些點啦！也不見得就是全程去做。」 

 

原先學校打算請劉主任到校三次，並分別在三個年級都進行試教，但在第一次於二年級的試教

結束後因逢雨季而宣告暫停。校長說：「那真正最後是因為剛好後期四月份以後，雨季不斷，就沒

辦法帶出去，因為安全的問題，只要雨季來整條路況的安全性都很差，那當初我們是都開著小貨車

載，所以說你必須天氣好才有辦法去實施！但是可以在室內做，也因為雨季的關係，我們這些外聘

的老師直升機也無法上來，所以說暫時停頓，不過現在雨季過去，應該在秋冬這個季節可以在來繼

續推了，當然就是要看現在學校的課程安排有沒有再繼續弄，事實上別的學校一樣可以做啦！荖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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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沿線的每個學校都可以嘗試去做……。」  

 

6. 學校原先構想在校內試教完成後將此教材分享給沿線學校教師參考 

教材發展完成後，學校藉由高雄縣一甲國中劉主任的試教，來做教材內容的調整。校長表示：

「……那時候來就是來一天，做試教。因為教材發展完，你要去做試教，再做修改。那次試教完之

後，劉主任又有重新在整個教學順序上再去做一個匯整。那本來是第二次他覺得他可以再上得更順

暢，剛好就是一直下雨、颱風，就一直停頓，所以他還是必須再繼續做修改，再做一些微調。」 

 

學校當初在教材編輯完成後，基於資源分享曾構想要辦理一場工作坊，將教材編寫過程，及課

程施行內容等方面的實作經驗分享給其他學校作參考。校長說：「其實本來要跟教師會繼續配合的

是說我們如果試教完，真的就教材再研修之後，就要辦老師研習，由陳志鵬老師主講，然後整個有

興趣或是沿線的學校老師來參訓，這是當初的想法，但是一開學之後也就停頓了。不過應該繼續來

做都ｏｋ啦！當然也可以由我們國教輔導團這邊來推也是可以啦！」 

 

7. 課程發展過程中遭遇的困難為專家、經費，以及課程的編制和發展等 

災後安置期間，許多課程發展的過程中，從一開始尋找專家、資金，第二階段教材資料的考據、

製作，以至課程的延伸等等，每個階段都有其困難。校長說：「當然我想一開始是專家不好找，那

專家找到之後就是經費，經費找到後其實都還蠻順的。比較難的應該是在整個考據的部份，因為陳

志鵬老師他在做教材的發展的正確性非常重要，那有一些屬於觀察的部份，他是要非常地小心謹

慎，應該這個部份會比較難一點。那接下來當然就是時間的問題，大家都忙，然後再來就是整個課

程教材在研發的嚴謹度，要充分地試教、充分地討論，然後再去修訂，所以說算起來它還是初胚，

接下來的還是有很多步驟需要去做。甚至說真的實際教學之後，恐怕有一些還是要再回來做修訂，

然後各個學校他在試用的時候搞不好也要自己再去做修訂。因為一個教科書從它的發展過程是沒有

那麼容易的、沒有那麼簡單。……」、「……其實在水文上面也是一個重要的東西，那我們也是慢慢

可能的話去把它做結合，可能配合它的地形、它的居住地安全條件的研判分析，類似這樣的東西。

那當然接下來就可以進入到所謂的環境保護的議題，如何去做適度的開發？如何去做養護、維護？

這就是進入到實務面了，舉例來說，以這樣的產業，這邊的地質，她們農地在一定要開發的情況之

下，她們的開發應該要去做怎樣的防護？那我想這個對居民比較有用啦！你把居民全部遷出來不是

一個正確的方式，應該是留在那邊，然後如何與現地共存？永續的經營！像這樣都可以讓這個教

材，慢慢地繁衍對在地更有意義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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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桃源國中自行研發教材最大特色為結合八八風災 

    桃源國中「認識荖濃溪沿岸地質教材」最大的特色是結合八八風災議題與在地文化的學校本位

教材，校長表示：「這套教材應該最大的特色就是八八風災啦！我想它有幾個意義啦！就是說這樣

的風災它應該凸顯一個更積極的態度，你真的必需要對自己的環境的認識在去做更深入的探討，然

後再讓每一個居民或是說每一個人都能夠有這樣的意識，那它最主要就是說跟切身非常的密切，我

覺得是跟整個荖濃溪沿岸，甚至跟楠梓仙溪，因為地質都差不多啦，都應該是有一點點啟發性。那

每一個點、或是說每一個都是有因為災後才呈現得出來，那它做得也算非常非常的精美，整個圖片

根概念的整合相當的不錯。……」 

另一方面，偏遠地區學校自然資源與地方特色豐富，校長認為有興趣發展相關課程的學校，可

針對學校當地的自然環境、歷史文化，甚至產業等等著手。校長說：「其實每個學校都有自己自稱

的特色啦！那我以我們這套課程來講，說它是特色也太牽強，其實它就是一個課程啦！說不上特

色，就一個比較不一樣的課程，比較不是一般的教科書，是結合生活脈絡。那像這樣的東西是處處

都有，那尤其在偏遠地區的話，生態就是，整個生態，一草一木都可以去有這樣的發揮嘛！然後植

物也好，動物也好，水質也好，溫泉也好，這些東西甚至他這邊的產業也好，都是可以去有這樣的

東西出來。包括流行、文化的部份。一趟打獵也好，一個祭典也好。或是在地人的一些休閒習慣都

可以去發展這樣的一套教材，甚至的一個溪流的變遷、土石流，一個落石坍方的地點，一個舊部落

的遷徙，都可以。都有機會去這樣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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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訪談內容，將桃源國中八八風災災後重建課程之發展歷程，以圖 6-9 表示： 

 

 

 

 

 

 

 

 

 

 

 

 

 

 

 

 

 

 

 

 

 

 

 

 

（七）建立學校本位的災難教育課程 

本階段工作始於研究者八月份訪談荖濃國小林校長時，應校長之邀參與該校於 8 月 27 日所舉

行的 99 學年度第一學期期初課程會議，於會議中說明計畫研究內容。經與學校教師討論並達成協

同發展課程共識後，暫定將於 10 月份辦理教師進修研習；研究者隨後調查該校教師所需求研習之

主題，透過教師圈選所需研習主題並經統計後，結果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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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9：桃源國中八八風災重建課程發展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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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表回收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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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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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與備災

基本災難應變之概念與

原則

非政府組織在災後重建

中扮演的角色與職能

政府組織在災後重建中

所提供之資源與運用

心理輔導課程

31%
38%

77%

54%

0%

20%

40%

60%

80%

100%

教師心理舒壓活動

談創傷與復原

如何處理經歷災難的

兒童

高關懷學生辨識與輔

導技巧

八八水災災後社會心理復健計畫─災難議題融入課程設計工作坊 

課程主題需求調查表 

一、調查表回收率 87％ 

 

 

 

 

 

 

二、需求主題分析 

1.綜合課程： 

 

 

 

 

 

 

 

 

 

 

 

 

2.心理輔導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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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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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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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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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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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難課程設計與研發

九年一貫指標融入災難議題課程

設計
國語文學習領域融入災難經驗課

程設計
生命教育融入災難經驗課程設計

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領域融入災

難經驗課程設計
環境議題融入災難經驗課程設計

社會學習領域融入災難經驗課程

設計
綜合活動領域融入災難經驗課程

設計
生活課程領域融入災難經驗課程

設計
藝術與人文課程融入災難經驗課

程設計

   

3.課程設計： 

 

 

 

 

 

 

 

 

 

 

 

 

 

 

 

 

根據統計結果，決定教師研習講題以「災後學生心理輔導與災難教育議題融入課程領域」及「重

大議題」兩方面為主，講師則分別邀請具災區輔導經驗的高雄醫學大學心理學系莊勝發教授，以及

課程領域專長的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方德隆教授，親自前往高雄縣六龜鄉荖濃活動中心，與

學校教師及社區發展協會人員進行專業與實務間的交流。研究團隊並於研習結束後，提供高雄縣國

教輔導團所編寫之「八八水災災後社會心理復健課程設計成果集」以供教師設計課程時之參考。本

次活動回饋意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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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結束後，荖濃國小教師藉由參考「八八水災災後社會心理復健課程設計成果集」與教師研

習資料，並配合在地文化和地理景觀之特色，自行編寫符合學童生活經驗之課程，教案初稿利用

99 年 10 月 20 日週三教師研習時間，研究團隊與教師於「荖濃國小防災教育課程研討會議」進行

專業與實務間之交流討論。會議中除了針對現場教師已編寫完成之教案進行討論，研究團隊亦分享

桃源國中八八風災重建教材資料與發展經驗，提供荖濃國小教師撰寫防災課程之參考。 

課程研討會議時的專業對話之外，研究者另邀請審查委員針對荖濃國小教師的教案進行書面審

查，審查意見表如圖 6-10。 

 

 

圖 6-10：荖濃國小教案審查意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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荖濃國小教師參考「荖濃國小防災教育課程研討會議」討論結果，與書面審查之回饋意見，自

行評估調整課程內容，其於 99 年 10 月至 11 月間，視課程進度實施融入教學。教師同時蒐集教學

相關資料與學生課堂回饋資料，於 99 年 11 月 18 日「荖濃國小學校本位課程防災教育發表會」中

進行發表，與其他年級學生共享學習資源。發表會當天議程如表 6-15，活動照片如圖 6-11： 

 

 

 

表 6-15：荖濃國小學校本位課程防災教育發表會時程表(99 年 11 月 18 日) 

時    間 內       容 

08：00 ~ 09：30 地震逃生演練 

09：40 ~ 11：00 學校本位課程─防災教育教學觀摩 

11：10 ~ 11：40 學校本位課程─防災教育綜合活動 

13：30 ~ 15：00 社區防災地圖繪製教學 

 

一年級「颱風災害防治」教學觀摩資料 五年級教學觀摩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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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年級教師與學生在活動開始前的準備 二年級導師協助講解六年級課程內容給

二年級小朋友瞭解 

二年級小小解說員正在介紹特色課程─

「六龜跑跑大富翁」給一年級學弟妹 

三年級解說課程的小朋友正在講解土石

流的定義 

教導主任劉主任介紹第三階段「防災教

育綜合活動」之內容 

踴躍發言的荖濃國小小朋友 

圖 6-11：《荖濃國小學校本位課程防災教育發表會》活動現場照片 

 

五、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透過評估災區學校學生災後心理壓力調適情形、訪察災區學校教育實況和問題，並

結合國教輔導團的專業知能，協助學校共同發展以學校為本的災難教育課程，建立符合本國國情的

「學校為基」之災後心理重建模式。本章根據研究結果分別敘述結論與建議。 

 

1. 結論 

（1）災區學校學生災後生活調適情形大致良好，唯須注意個別差異並持續追蹤 

本子計畫透過「學生生活狀況調查量表」和訪談，瞭解八八水災災區學生主觀生活的改變、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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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心理壓力承受情形，以及自我效能感、身心症狀、父母管教及同儕師生關係，結論如下： 

• 受災學生「主觀生活改變」介於「沒有變化」與「變有些好」之間。 

• 「災後生活壓力反應」呈現出低度心理反應/壓力，然而個別學生差異大。 

• 學生「自我效能」顯示對自己的看法屬於中上程度。 

• 「身心症狀」方面，學生普遍未有因壓力而引起的嚴重身心症狀。 

• 「父母管教」方面，顯示學生父母管教方式較偏向支持保護。 

• 「同儕關係」方面，學生在同儕關係呈現高度互助合作。 

• 「師生關係」方面，師生關係屬於關懷照顧。 

• 在各分量表得分的平均數，除「自我效能」之外，均呈現女高於男的現象。女學生較男學

生認為其父母管教方式偏向「支持保護」一方。 

•   國小階段學生在「主觀生活改變」、「自我效能」、「父母管教」及「同儕關係」量表得分

較國中階段學生高，在「災後壓力反應」、「身心症狀」及「師生關係」量表得分上則低於

國中階段學生；國小階段學生較國中學生認為八八水災後生活改善，國中階段學生較國小

學生承受更大的災後生活壓力，國小階段學生較國中學生有更高的自我效能。 

• 學生接受心理輔導成效尚佳。 

• 防災教材設計應先理解學生的心理狀況。 

• 教師對心理輔導的需求並不強烈。 
 
（2）災區學校對於發展災難教育融入領域課程須考量在地的實況與困難 

本子計畫透過訪談高雄縣學校教育人員，瞭解各校特色、災後資源分配情形、師生心理輔導成

效與課程需求，同時諮詢當地教師對於發展課程之建議，結論如下： 

• 八八水災時學校公共建設與硬體設備上均受到損失。 

• 風災過後的道路修復問題深刻影響著學校作息。 

• 災後安置期間對學生及教師均造成不安與壓力。 

• 過量的物資和重複性高的活動為學校帶來教育活動上的考驗。 

• 教師普遍對災難議題融入課程持肯定態度，惟需納入校本課程做設計。 

• 本研究並非完全根據由上而下的行政模式，透過教師研習傳達災難議題融入課程設計

之理念，而是採取由下而上草根模式，根據學校需求主動提供教師專業增能，進而使

基層教師能以在地的需求發展災難教育課程。 

 

（3）災區學校能夠整合各方資源，積極發展以學校為本位的災難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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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子計畫透過訪談前桃源國中謝忠保校長，理解該校發展《認識荖濃溪沿岸地質教材》之實務

經驗，並進一步提供相關建議給未來他校參考，結論如下： 

• 八八風災改變地貌引發以災難教育議題來發展課程之想法。 

• 教材的完成主要是適時結合外界資源的協助。 

• 教案編寫係透過高雄縣教師會專業教師的協助。 

• 本教材主要內容是以荖濃溪沿案地質為主題，具鄉土草根性。 

• 學校在教材完成後委託外校專任的地科教師進行試教。 

• 學校原先構想在校內試教完成後將此教材分享給沿線學校教師參考。 

• 課程發展過程中遭遇的困難為專家、經費，以及課程的編製和發展等。 

• 桃源國中自行研發教材最大特色為結合八八風災。 

 

（4）建立符合地方需求的學校本位災後心理重建模式 

    本研究透過國教輔導團發展災難教育融入課程設計範例，教師研習傳達災難議題融入課程設計

之理念，並根據學校需求主動提供教師專業增能，進而使基層教師能以在地的需求，結合鄉土教材

來發展災難教育課程。本研究與一般學術性研究相同都在發現事實、印證學理，而其最大的不同在

於本研究除了生產學術報告之外，也主動根據需求，提供研究參與者專業的心理輔導及災難教育課

程設計之知能，以便讓參與者能夠發揮集體增能的功效。 

 本研究主張在心理輔導上是「預防」勝於「治療」，在災難教育上也是「防災」優先於「救災」；

以學校本位的觀點來看，平時落實師生心理輔導及落實災難教育是最基礎的工作。根據本研究結

果，符合地方需求的學校本位災後心理重建，如圖 6-12。首先透過專家學者對於災難教育學理基

礎的論述探討，提供專家種子教師研習增能的機會，然後請輔導團的專家種子教師發展範例，所設

計的教案送請專家審查，以做為辦理災區學校災難教育融入校本課程工作坊的素材與案例，鼓勵並

協助基層教師根據學生、學校與社區的需求進行教材編寫，此時應根據教師與學校所提出的需求，

主動並以校本的方式辦理研習，不斷提供心理輔導與課程設計知能，進一步修正災難教育校本課程

內容，測試其可行性與評估其有效性，建立符合地方需求的學校本位災後心理重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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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議 

(1) 持續追蹤學生的災後生活壓力反應，並適時介入輔導。 

(2) 關注國小學生之「主觀生活改變」、「自我效能」、「父母管教」及「同儕關係」。 

(3) 關注國中學生災後生活壓力，因國中生較國小學生較為感受到災後生活的壓力。 

(4) 持續評估教師接受心理輔導的需求，盡管許多較師表是忙於救災並無此需求。 

(5) 災區教育人員相關知能研習的重點為學校環境重建、校園安全宣導及特殊需求學生的照

護，需考量交通和時間問題。 

(6) 未來研究和相關資源進入災區前應事先進行評估與統籌規劃。 

(7) 災區學校可借鑒「桃源國中」和「荖濃國小」之經驗，結合教師、專家、社區耆老，以及

相關資源，共同發展以學校為本位的災難教育課程。 

(8) 緊急應變由上而下的行政模式，應搭配緩慢漸進的由下而上草根模式，來建立符合地方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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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2：學校本位的災後心理重建模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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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學校本位災後心理重建模式，根據學校需求主動提供教師專業增能，進而使基層教師

能以在地的需求發展災難教育課程。 

(9) 長期支持在災區「駐點」(on-site) 的縱貫式整合行研究計畫，本研究僅持續一年，且未能

長期於災區學校的田野中蒐集資料與提供專業協助，所提出的學校本位災後心理重建模式

仍有待進一步落實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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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子計畫四：災難社會工作專業人員效能指標，資源整合平台與工作模

式之建立 

一、我就是如此這般的投入莫拉克救災與災難研究 
 

孩提記憶中的八七水災，充滿著哀傷與苦難，眼見洪水濤濤，造成山河變色、家庭破裂、生離

死別。我的妹妹出生在八七水災那段時間，前年8月7日，她由美國打電話回來，我告訴她電視正

在播報八七水災50週年的紀錄，當時窗外風雨大作，驚天動地，鉛灰色雲層壓著狂風巨雨敲打著

我住的十五層公寓的門窗，聲勢驚人。看著電視怵目驚心的災情報導，意識到莫拉克颱風所帶來的

災情，比我想像中還要恐怖，孩童深刻的水災意像歷歷於前，久久不能自己；因此冒著風雨，前往

高雄市市政府廣場參與救災，只見各界緊急捐贈的物資，堆積如山，挽起衣袖，加入搬運行列，在

場社工不忍已過半百的老師賣力演出，就請我帶著幾輛公車的物資前往旗山社福館。 
 

協助高雄市政府運送救災物資，開啟了我投入救

災工作 
看到長長的協尋名單，更加深投入救災的熱忱 

新發斷橋前，我女兒協助美聯社記者進行訪談 災後清理家園的旗山蕃薯寮居民 

滿地泥濘的旗山市區 土石流與怪手共構災區影像 

 
 

風雨中，帶領救災物資的車隊，挺進災情慘重的旗山，當時我連通往旗山的橋樑已斷裂流失都

茫然不知；迴旋轉進，好不容易才將物資送抵旗山社福館，眼見兵慌馬亂的救災指揮中心，以及滿

目瘡痍的災區，真令人心酸動容，就此我開始投入了88水災的救難行列。駕著四輪傳動的車子，

在緊急安置所之間，運送極需的物資，這期間我也與民間吉普車車隊，載運救災物質進入重災區的

甲仙與新開部落，一路所見，漂流木與土石流共構的災區，一如人間煉獄，我與女兒在新發斷橋前，

替美聯社記者訪問一位吊流籠逃生的長者，他表達不管山河多麼殘破，未來一定要回去的決心，女

兒就因此而寫了一篇社論「我一定要回去」，說明鄉民與土地之間的深厚感情。在安置所我與剛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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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區顛沛逃生的學生以及原鄉友人相擁而泣。我深深知道，要從88水災釀造的災情中重生，將是

遙遠長途。那晚，孤燈下，我寫下了「任重而道遠的心理重建路」，並登在報紙上，呼籲全民動員，

全面救災。8月19~21日，台灣臨床心理學會開始訓練300位臨床心理師心理急救(psychological first 
aid)的知能，921心理重建的團隊，由吳英璋教授領導，再度集結在南台灣，為投入災區做心理急

救，以及未來心理復健做準備。 
 

此時，國科會科教處與人文處兩位處長與我聯絡，盼我們能整合南台灣人力網絡投入救災，並

且建構以服務為導向的災難各專業領域的工作模式。當晚在胡志偉與傅仰止兩位處長，以及吳英璋

教授的引領之下，「八八水災災後社會心理復健工作模式」整合型計劃(NSC-98-2420-H-004-182)
研究團隊終於成軍，此整合型研究共分為6個研究子計畫。此整合型研究計畫「八八水災災後社會

心理復健工作模式」定調於服務取向的任務型計畫，旨在建構各專業領域在災難中的工作模式，讓

各領域的專業人士在救災、安置與重建三階段中的經驗與心得，經由此任務型整合計畫的彙整，轉

為學術論述與研究成果，旨在讓各領域的專業知能可以傳承，建構救災的工作模式，能為未來災變

中救災，安置與重建相關工作參考之用。 
 

開學在即，我們相信老師將承載著即將開學復課的重責，加上教師災後心理衛生的議題也需要

被處理；因此，我們精選有熱忱、有專業知能的諮商師與心理師，舉行教師心理急救研習行前訓練，

並在開學前一日前往旗山，針對高雄縣易地復課的11所國中小教師舉行教師心理急救課程，安撫

教師情緒，緊急處理教師的恐慌與焦慮。此時，國科會人文處緊急撥款三十萬，讓我執行「八八水

災高雄縣初期安置學校心理關懷方案」，不只針對教師，也把面對八方壓力的易地復課校長，列為

關懷對象，也因此在10月2日，我與「八八水災災後社會心理復健工作模式」整合型計劃總主持人，

政治大學心理系許之耀教授攜手共進，在高雄縣莫拉克風災災後校園重建中小學校長研討會中，為

高雄縣三百多位的校長談學校重建之道。 
 

9月1~8日本人受高雄醫學大學醫療團隊之邀，搭著直昇機，直入重災區那瑪夏鄉，攜帶當時

急需的醫療物資，在斷水斷電的孤島災區，進行醫療服務，本人也帶領醫療社工進入社區，評估其

災後需求，解決其急難時的心理恐懼；爾後更動員本人民間友人40輛重型吉普車，陪伴那瑪夏鄉4
所學校的校長與老師在災後首次返鄉，高雄縣縣長夫人，教育處李黛華處長也一路相陪，並在民生

二村大光教會與鄉民對談，相互溝通，為未來返鄉復課勾勒願景。那瑪夏鄉民族國小的一口古鐘，

曾是那瑪夏鄉鄉民的共同記憶，災後重建中，熟悉的人事物是相互扶持的重要力量；有鑑於此，本

人要求友人再度上山，摘下那口古鐘，並在高雄縣全縣校長會議中，由我與高雄縣教育處李黛華處

長共同交予民族國小Ibu校長，並敲響和平鐘，期盼鐘聲長伴那瑪夏學子。 
 

多次進出那瑪夏，一路拍攝災後山林，編輯成「由災變中的那瑪夏，看見重建之路的漫長」專

集，利用週三教師研習的時間，走訪那瑪夏鄉易地復課的4所學校，讓老師們了解家園學校的殘破，

認知重建之路的遙遠，期待相互扶持，共渡難關。正當此時行政院婦女權益基金會提供微薄經費，

協助本人拍攝「災變與重建中女性的圖像」，為此本人對安頓在高雄縣4個安置營區、台東安置中

繼屋，以及返回原鄉的女性進行訪談，突顯出女性在災難與重建中沉重的多重角色與負擔，本人並

以此專輯對婦女團體進行演講，頗受熱烈回應；本人現為世界課程與教學學會(WCCI)主席，並將

此紀錄專集在WCCI 2010年匈牙利世界大會發表。 
 

重建之途漫長又沉重，持續而長期地培育專業社工與心理師投入災區後心理重建是重要課題，

因此與勵馨基金會合辦「CIS 危機事故壓力處理個人輔導工作坊」，延聘來自香港擁有川震豐富

救災經驗的資深社工林雪芬來台，主辦為期兩天的工作坊，訓練社工危機處理的能力；不但如此，

我也在12月9日與16日針對南台灣教師、社工與社區營造者，舉辦兩個梯次的「南台灣受災學校社

區與校園重建研習」，本人以敘說來談生命經驗的重構的重要，駱慧文教授以她多年來在原鄉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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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健康總體營造的經驗與成果，來談災後重建中，社區營造的策略。研習中，又以走過921地震

的東勢人，在現場談論她們在災後重建10年的課題，最為感人。 
 

國科會整合研究「八八水災災後社會心理復健工作模式建立計畫」部份成果，除了在世界課程

與教學學會(WCCI)匈牙利世界大會發表之外，也在去年八月的亞洲健康心理學國際會議發表，並

在教育月刊中以「災難教育」為專刊發表多篇論文。本人也在8月底參與長庚行動醫療團(Medical 
Mobile Mission)，遠赴瓜地馬拉進行該國天然災變後的人道救援，並應國科會國合處之邀參與台菲

天然災害跨科技之研究。上述總總，只是說明本人與研究團隊對於環境變遷與地球暖化所造成日益

嚴重的天然災變，相當關注與投入。 
 

人為或者是自然的災變，都會為當今社會文化帶來巨大的衝擊，摧毀自然生態以及社會文化秩

序與功能，重組個人與社會架構脈絡，災難更帶來的人與人，以及社會文化關係的斷裂與重構；因

此災後心理、生活與社區重建都是相當艱辛的工作，88水災之後，南台灣百廢待舉，重建之責相

當工作，現在正值災後重建階段，雖知任重而又道遠，吾等當然更不可缺席。 
 
二、文獻探討 
 
（一） 何謂災難？ 
 

依聯邦緊急事件處理中心的定義，所謂的「災難」是發生的事件，其嚴重性及重大程度常會導

致死亡、傷害以及物損失，而且無法透過政府日常的程度及資源來處理。災難－需要諸多政府及民

間機構做出立即的、整合的以及有效的反應，以符合人們的需求、加快復原的速度(FEMA, 1984)。 
 
災難（disaster）是一種突發、無法預料，對家庭單位或個人身體安全造成威脅的情境，它打

破原有社會秩序，導致人們死亡、財產損失、無家可歸、失業、經濟活動與通訊的損壞、建築物及

設施的毀損等等。災難的型態一般可分成天然與人為，天然災難如颱風、海嘯、山崩、水災、旱災、

地震、土石流等；而人為災難則包含重大火災、爆炸、空難、海難與陸上交通事故、毒性化學物質

災害、汔油瓦斯外洩、瘟疫等等（周月清，1999）。周文欽、劉嘉年、翁嘉英、陳秀蓉和洪福建

（2006）在災難事件的分類上，就將其分為：1、突發性天然災難：地震；2、長期天然災難：傳

染病；3、突發性人為災難：空難；4、長期人為災難：戰爭。並認為災難的發生將引發受創者不

可預期的突兀、無法掌控、超乎平常的經驗及長期的生活變化等的心理壓力，更進而形成其逆境。

所以災難的受害者，面對一夕之間失去家人、失去財產、失去健康等的慘痛經驗，若是這些壓力或

創傷在災後無法適當紓解與排除，最後則會影響個體的身心健康。民國八十九年通過的「災害防救

法」第三條第一款指出：「災害是指災難所造成之禍害：包括風災、水災、震災、旱災、寒害、土

石流災害等天然災害及重大火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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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法以列舉方式定義災難，用以區分不同災難之應變領導

層級，以應變管理。本研究關注的「八八水災」災難，固然是屬於天然災難，實質上則與人為災難

亦密不可分。 
 
災難，既是一個大型的社會變遷過程，純粹由外部觀察到的發生過程來看，可以再定義為：「是

突然發生的事件，存在著某種被認知的威脅，嚴重中斷了集體社會中例行性生活與事務」

（Quarantelli 1992：493），不僅如此，廣義來說，任何災難都有著其社會建構層面（Douglas ＆ 
Wilsavsky 1982），而身處於現代化科技之風險社會下，使得災難的出現更顯為頻繁與不可捉摸，

因此，災難的認知有其社會與文化的面向；災難的範圍與定義，也不斷擴張與改變。儘管現代科技

文明不斷地開發與進步，意外災難發生時，卻又顯現出人類脆弱的一面。許多災害我們無法預期或

掌控，因而造成生命財產安全的威脅，如何有效處理災難善後問題，成為重要課題。以危機管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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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度來看，除了消極處理災難事件，更要積極投入重建工作，並從中汲取經驗，以達到防災之終極

目的。 
莫拉克颱風帶來的強風豪雨，造成高雄縣、台東、屏東縣等地嚴重的風災與水患災情，特別是

在許多資源缺乏及地勢偏遠地區更受災嚴重；這 50 年來罕見的大風災、水患，更是為高雄縣、屏

東縣、台東、南投等地留下了難以抹滅的傷痕，時至今日（2009.8.21）已造成 153 死、464 失蹤、

45 傷的災害紀錄，而預估的受災住戶更超過三千戶以上，可以說是這近五十年來繼九二一大地震

之後，台灣所遭受的最大天然災害。 
 

 
  
（二）災難帶來的影響 
 

災變之所以嚴重影響民眾的生活，需要社會工作介入，不僅是在客觀上有生命、財產的損失，

主觀上民眾覺得災變真的有危險，才是造成其出現反應的重要因素，若災害未帶來上述之影響，則

只稱之為危險（hazard）（Coulter，1988；周月清，1999）。災變會打破原有社會秩序與階層，災

變前資源較少的人，往往在災變 發生過程中與發生之後受到比一般人更大的傷害，但是自然災害

不一定是天然的，有一些是人為的，像水災和饑荒，而人為的處置失當將擴大人類遇到災難的衝擊

（Wenger，1996）。為了有助災變的介入和處理，周月清等學者們（Webster，1995；Banerjee 
&Gillespie，1994；周月清，1999；林萬億，2002a）將災變管理工作，分為四個階段，如下： 

 
(1) 災前準備階段（Preparedness） 

建立緊急管理的能力，發展緊急操作計劃與系統，將生命的損失與危險減到最低， 此階段的

工作包括大眾教育、訓練、演習、警報系統的處理等等；以組織而言，準備包括內部的物資與工作

準備，以及外部的物資與溝通協調準備，各自分為物質與社會項目準備。 
 
(2) 立即的災後因應行動階段（Response activities） 

此乃緊急救援階段，災變發生的當下、期間，直接介入，期待能最小化個人、財物的傷害損失，

工作包括緊急救援、疏散、道路清除、食物與避難所的供應、醫療協助、危機諮詢與處遇、心理輔

導，此階段一般不會超過二至三週，尤其是針對地震的緊急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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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長期復原及重建階段（Recovery from disaster）  

本階段屬於中長程災後處理，一般會持續幾年的時間，立即重建工作在於恢復與生命有關的最

低量服務，長期重建工作則在重建家園及事業、協助災區農產品在市面上的供應、恢復公共事業與

醫院的基礎建設，以使社區回復正常運作等。 
 
(4) 過渡及緩和階段（Mitigation）  

從上一次災難的重建，到下一次的準備行動間的預防性活動和方案，包括排除或 減少災害的

可能性及結果之行動，如重新安置災民到非地震斷層區或洪水區、加強建築物的法規、大眾宣導與

教育、減少災民損失的各種建設等等。Banerjee 和 Gillespie(1994)則進一步指出：緩和期及準備

期的作法會影響反應期和重建期的措施，有效的預防和準備，當下做適當之應變處理，間接的可減

少重建期之人力、物力投注，各階段間是互為相關的。 
 

對個人而言，災變是種巨大的，很難抗拒的，為時不長卻又能深深影響很多人的環境變化。它

對人的衝擊是全面的，對個人的生理、心理衝擊，亦對個人的生活、生計衝擊，也對個人的物理生

活環境、社會生活環境，休閒與心靈生活環境衝擊。個人的身心層面、生活層面以及環境層面交織

而成的有形與無形的結構（structure）就是「全面的個人」（Wisner，2004）；任何一個層面裡的

任何一個部份受到衝擊，產生變化，就會連帶的引起整個結構的變化。而「災變」卻是對個人許多

層面的許多部份進行衝擊。因此，災變對人類所造成的衝擊，不僅對個人的生理層面的造成的影響，

對於與心理的衝擊更是不容忽視的。 
 
    謝臥龍（2009b）在「談堅忍與協力對災後重建的重要性」一文中指出，災難不只是一種自然

或人為因素的災變，摧毀了自然生態的秩序，也重塑著個體與社會文化的結構脈絡，在重建與復原

的歷程中，災難所造成社會關係的斷裂與重建，成為台灣住民不可磨滅的集體記憶，在在對社會文

化產生劇烈衝擊與影響。諸如，八七水災之後島內移民潮，造成人口遷移，社會結構的改變，產業

轉型，都市重建。九二一地震之後，「人定勝天」的觀念，受到挑戰檢討，台灣社會因而嚴肅地面

對生態環境與人之間和諧共存的關係；而集集地震之後，災區 293 所學校重建工作，也引發「新

校園運動」的討論，不但思維上的改變，更以「蓋亞論環境哲學」(Earth-as-Gaia)加上學校與社會

總體營造的概念，打造本土的災後學校重建的理念。地震也震出社會結構中不公平的資源分配問

題，城鄉差距所造成法令律例的適用性，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權力的協調，角色功能的重塑，傳統

固有文化傳承延續與斷裂的兩難，弱勢與少數族群的社會處境和生活重建實施的差異(失親兒童、

獨居老人、原住民、單親父母、殘障者等)，災民的心理急救和復建，參與救災人民替代性創傷的

處理…。一連串的災變，開啟了台灣本土「災難學」的研究，在災難中的救災，安置與重建三部曲，

在實務工作中堆壘著經驗，在學術研究中形塑著知識，讓經驗可以傳承，讓知識可以活用，九二一

台灣大學心理復建團隊就是一個活例子。 
 
    八七水災的五十年之後，莫拉克颱風橫掃並重創南台灣，破紀錄的降雨量，引發了土石流，撕

裂山林的肌里，造成生離死別的慘劇，呈顯社會文化脈絡的斷裂(小林平埔族文化)，重建與轉化族

群的關係，(此次災變中的災民百分之八十為原住民；而南台灣災民的住所不是海邊，就是山巔，

與都會族群有著迥異的獨特性。)而在這令全國人民永不能忘懷的八八水災集體災難記憶中，我們

如何承載既往的災難經驗與心得，檢討既有的社會文化基石上的法令制度，在實務與學理相互激發

中，迅速展開救援、安置與重建。讓我們再度面臨台灣宿命的地震與水災之時，能以既有的經驗與

知識，來面對災變防制，妥善處理災變。 
 
（三）災難與災後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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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災難，是現在社會中個人或一群人所不得不面對的生活事件；它對「人」的損傷常不只是財務

損失與身體的受傷而已，較嚴重的是傷害到「情」的部分：人與自然環境的情可能被割裂而產生廣

泛的不確定感與焦慮感；人與社會的情也可能因之失連而轉向孤僻與猜疑；人與人、人與自己常因

而不再和諧。災變所造成的有形傷害是容易復原重建的，但是生活秩序的破壞、希望的破滅、生存

目標的淪喪與社區網絡的破壞最難復，但卻也是最重要的(王增勇，2000；陳玉澤，2003)。 
 
    吳英璋（2001）指出完整的災難經驗包括了災難前狀況的再整理，災難時整體現象的再檢視，

災難後各層面各現象的復健、重建、或二度受災等歷時性變化的記錄與檢討。如此完整災難經驗的

整理與檢視，並從中試擬應對的具體對策，是災難事件之事後處置的重點；而完善的事後處置才可

能銜接出具體的重建計畫，並且準備好當災難再發生時的介入（intervention）、作法與執行能力。 
 

      就目前的救災情況而言，一方面除積極救災、撤退災民，讓尚未獲得救援的災民可早日獲救之

外，更希望許多已獲救的同胞們，能夠順利拾回心靈的平靜以早日進入重建的工作。然八八水災

發生迄今，研究者卻發現許多同胞的愛心一波波的湧入，但災區的重建規劃卻一直未被討論、乏

人重視，特別是心理健康的重建；然這樣的重建工作刻不容緩，特別必須投入大量的心理與社工

人力、協助災後的諮商專業與社會工作服務外，同時更必須結合公、私部門相互合作，串聯南部

的專業團體與非營利組織、志工團體，透過練之後，投入災區以協助災區復建工作之開啟。蕭淑

貞(2001)提出在災難發生時，篩選工作團隊需要作好，而工作人員需要建立明確責任及持續性、熱

忱、使命感；加強資源人力分化均衡、組織專業的有效整合；強化溝通及控制；鼓勵災難術生團

隊的支持；以及需要處理救災人員的悲傷及壓力等等。 
 

災後心理健康重建是心理衛生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主要是針對遭受嚴重精神創傷的人，幫

助他們重塑心靈，減少心理障礙的發生。而對於一般受創的災民而言，他們對於受創的反應往往會

有以下四階段的癥狀呈現：第 1 階段：發生於危機衝擊當時和之後不久，這時災民的情緒是強烈

的，包括會有害怕、麻木、驚嚇、困惑的情緒；在經歷了一個星期到數個月不等的時間後，則會進

入第二階段：生理上除了開始會發生消化問題、頭痛問題等，在心理上也會有激躁、憂鬱的現象，

在人際上會從家人或朋友中退縮，對於未來的焦慮升高，同時他們對於未來的期待是迅速得到相當

的協助來解決多元的問題；在歷經第二階段之後，大約一年左右，如果政府的協助或對於期待沒有

兌現或延後時，第三階段就會產生強烈的失望、怨恨與痛苦的情緒，許多的自殺與傷害行為也多在

這個階段發生；而在進入第四階段之後，即使有些受難者已經沒有殘存的問題，最後階段（重建階

段）還是可能會持續許多年。 
 

階段 災後壓力反應 

第一階段 
發生於危機衝擊當時和之後不久。情緒是強烈的，包括

害怕、麻木、驚嚇、困惑。  

第二階段 

通常在災難之後的一個星期到數個月不等。症狀除了生

理上的消化問題、頭痛等，心理上的激躁、憂鬱、從家

人或朋友當中退縮，對於未來的焦慮升高。他們希望迅

速得到相當的協助來解決多元的問題。 

第三階段 
通常會延長到一年，特色是如果政府的協助沒有兌現或

延後，就會產生強烈的失望、怨恨、痛苦。 

第四階段 
即使有些受難者已經沒有殘存的問題，最後階段（重建

階段）還是可能會持續許多年。 

表一、 災後壓力反應表 
 



 

 218

因為住民生活習性及天然環境的不同，社會工作者在介入時，可能發展出不同的社會工作內

涵。一般而言，都市型集合式住宅區受災者範圍集中，不管在人力資源或是資金上都比較充裕，多

有自救會組織或社區組織，災民之自主性強，表達力快，社區重建較有步驟與快速，能引入較多相

關專業人士，服務輸送體系能較快到達災民手中(林萬億，2002a；陳俐蓉，2003)；而農村型鄉鎮

聚落地理區域較前者分散，災民相對較欠缺與救災、重建相關的資訊或專業知識(邱淑娟，2003；
詹欣華，2004；洪忠修，2004)，而原住民聚落比一般農村型鄉鎮聚落而言，人口密度更低、部落

分佈更趨廣散，災民生活習性、土地資源條件與前二者差異較大，無法完全適用一般重建資源，因

為原住民保留地屬國有，災民無法取得銀行貸款重建，而原住民族還有與漢族不同的習俗與文化，

很難運用一般模式而得到有效的成果(李家源，2003；許俊才，2001)。 
 

（四） 何謂社會工作 
 

「社會工作」是一門助人自助的專業。自從 1997 年 6 月 6 日通過社會工作者註冊條例（第

505 章）後，「社會工作」隨即成為一個具備法律定義的名稱。社會工作擁有獨特的專業理論、知

識、價值觀、工作方法及應用技巧；其宗旨是：發展和強化個人或群體的潛能，改善社會的制度和

情況，促使個人或群體問題得到解決，預防個人或社會問題的發生，從而促進社會發展和人們的福

祉。中華民國社區發展研究訓練中心(1991)指出，社會工作是一種專業的知識體系、知識方法和技

術。這種專業知識和技術是根據現代民主社會哲理和社會組織的原理原則，人類行為的科學知識，

專業診斷和治療的原則和技術，以從事協助他人和改善環境的功能。 
 
「社會工作」一詞為英文”social work”直譯而來，但何時出現？原本的意思是什麼？至今尚有

定論（林勝義，2001）。不過一般認為，慈善的志願服務是社會工作的前身，最早是起源於英國

的濟貧，1601 年的伊莉莎白「濟貧法」將救助工作具體化與制度化，在之後傳至美國進一步發展，

然而在美國的內戰期間(1861-1865)，就有一些女性進入社會服務領域，成為有給職的社會服務工

作者，是社會服務職業化的開始。紐約慈善組織會社 1898 年時開辦「慈善暑期學校」，提供志工

及友善訪問者訓練課程，在 1917 年 Mary E. Richmond 著作《社會診斷》一書，確立了社會個案

工作的工作方法，在 1936 年以前，所謂的社會工作多指社會個案工作(莊秀美，2004)。
Gibelman(1999:303)指出：「隨著政治和經濟環境的轉變，我們工作的範圍和性質也改變，部分

原因是隨社會工作就業市場無可避免的變動，也因為專業的渴望，以滿足在任何特定的時間點優先

的社會需求。」 
 

    美國社會工作教育協會(CSWE，2008)在課程規劃上，設計了五項社會工作者必須接受的基礎

課程，而 DuBois 和 Miley(2002)也提出了八項社會工作的基本知識，整理如下： 
 

1. 通識觀點 
對於社會科學、行為科學與人文科學等知識進行廣泛的接觸，是社會工作者瞭解社會環

境和人類行為的基礎。 
 

2. 社會工作價值與倫理 
     協助社會工作者瞭解個人價值與偏好、專業價值、以及倫理衝突議題，使社會工作者在

實務工作上遇到問題時，有行為的依歸和參考。 
3. 理論架構與實務工作模式 

     社會工作者應瞭解人在不同成長階段的需求、問題、影響因素與資源，並以系統性的理

論作為提供服務的架構。 
4. 社會政策與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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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社會制度影響到服務對象的利益或生存時，社會工作者必須從制度面著手，因此必須

熟悉社會政策與立法的流程、執行和相關知識。 
5. 文化多樣性 

     社會工作者應瞭解不同種族、階級、性別、宗教、地區對人們的影響，使其能夠發展出

適當的預估和干預計畫，並且尊重和接納不同文化背景的服務對象。 
6. 研究 

     研究能協助社會工作專業建立更多符合實務工作的系統理論，並且對於服務的成效和方

法進行評估。 
 
    中華民國社工師公會全國聯合國，在 2006 年 12 月的會員代表大會上，通過了我國的社會工

作倫理守則。其倫理原則為尊重、關懷、正義、堅毅、廉潔、守法、專業，並依此原則制定了社

會工作師對案主、對同僚、對實務工作、對社會工作專業、對社會大眾，以及身為專業人員等六

大類倫理守則。 
 
    社會工作是一門專業，是由政府或專業機構透過各種專業助人者的提供，以科學的知識為理

論基礎，以藝術的運作為實施過程，所進行的一種人群服務，其宗旨是要協助個人或社會解決問

題，發展個人潛能，改善個人生活並增進社會福利(林萬億、徐震，1997)。換句話說，社會工作的

功能，不但在消極的解決問題，且在積極的預防社會問題的發生，發展社會生活的功能。 
 
（五） 社會工作者 
 
    社會工作者是一個專業的助人者(professional helping person)。但是一位專業的助人工作者不

只是一時的、短暫的助人，而是要以助人作為一種志業，靠助人實踐兼善天下的理想，也靠助人

養家活口。如此一來，除了要喜歡助別人之外，也要對助人工作有承諾，否則難撐一輩子。 
 

Maluccio(1979)研究指出，社會工作者與案主都同意社會工作者應具有下列特質：接納、有趣、

溫暖、支持。這都是社會工作者重要的特質。而林萬億(2002b)也提出社會工作者應具備的特質為

關懷人群、樂觀進取、溫暖友善、分享感受、包容差異、真誠可靠、自我肯定、成熟敏銳、理想

而務實、巧思而不匠氣。Combs, Avila, & Purkey(1971)研究有效的助人者也發現 6 個特質：(1)
有能力；(2)友善；(3)有價值；(4)內在動因；(5)可靠；(6)有助益等是重要的特質。美國社會工作

專業人員協會更是主張，除了要強調社會工作是助人的專業之外，也強調其在對抗貧窮、壓迫及

協助弱勢族群的重要角色，而且顯示社會工作者的角色不是單一(杜瑛秋，2004)。 
 

林萬億(2002b)提及社會工作者需具備有 13 個基本角色，如下所示： 
1. 使能者(enabler)：能幫助個人、團體、家庭、社區精確地了解需求，澄清與認定其問題，

探討解決問題的策略，選定適用的策略，並發展處理問題的有效策略之能量。 
2. 經紀人(broker)：串連案主與社區資源的角色。 
3. 倡導者(advocate)：是借自法律的概念。社會工作者為案主的最佳利益爭取、辯解。 
4. 行動者(activist)：為了有利於弱勢者的社會、政治、經濟結構與制度改造，社會工作者參

與權力與資源的重分配運動。 
5. 調解者(mediator)：社會工作者介入對立的雙方，使用妥協、協商、調和、溝通雙方的意

見與利益，使爭議得到公平合理的解決。 
6. 協商者(negotiator)：協商者有可能是當事人雙方或多方所派出的代表，透過討價還價與

妥協，使涉八者取得共識或同意。 
7. 教育者(educator)：扮演教導案主解決問題的技巧，以及教導部屬、新進員工或社會大眾。 
8. 發動者(initiator)：是指敏感到社會問題的存在，且常先提醒或預測可能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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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充權者(empower)：幫助個人、團體、社區、組織增加個人的、人際的、社會經濟的、政

治的力量與影響力來改善環境。其手段是經由組織與倡導來增進案主了解環境、進行決

策、負起責任、影響其生活情境的能力。其目的是讓不同的案主擁有更公平的資源與權

力分配。 
10. 協調者(coordinator)：將組織中的部門串連在一起工作，以免服務重複、不連續與片斷。 
11. 研究者(researcher)：社會工作者本身也要能做研究，不可能期待所有實務成果或對社會

議題的看法，都由學者專家，或其他專業來研究或提供研究發現。 
12. 團體催化員(group facilitator)：針對團體的經驗，社會工作者應能有效地推動團體、組織

的發展，帶出團體動力。 
13. 公眾發言人(public speaker)：社會工作者越來越受到社會的認可，儼然成為弱勢者的代

言人，為社會福利爭取資源。 
 
    1999 年不幸發生 921 大地震，社會工作員又多了一項協助災難者角色；社工員為危機介入

者，立即提供資源、並反映災民需求及現況，代表政府主動對災民關注及協助、提供輔導諮詢、

發放補助費、主動出擊、拜訪災民、改變案家之鉅視系統及微視系統充分發揮救難者、勘災者之

角色。 
 
（六） 專業災難社會工作者 

 
邱昌泰(2003)指出，我們所處的是一個變遷複雜的動態環境，既然是動態的不確定環境，危機

出現的時機、地點、方式就完全沒有辦法預測。危機來自諸多不同的管道，隨時都可能發生，由

於範圍太廣，根本不可能列出各種可能危機型態，也因此增加了管理上的困難。危機發生時，最

重要的是落實緊急應變計畫與迅速反應，包括成立危機指揮中心，負責危機狀況的統籌決策與行

動指揮；建立危機情境的監測系統，隨時掌握危機的最新發展現況做立即處置，並且管理與調配

現有的資源，以降低危機的衝擊。陳武雄(2000)在 921 震災後針對政府部門應重視的議題提出建

議：一、政策要明朗；二、訓練要落實；三、倫理要培養；四、網路要建構；五、資源要整合；

六、績效要評估；七、獎勵要公正；八、制度要建立；九、督導要投入；十、主管要重視等十項。 
 

莫拉克颱風帶來的強風豪雨，造成高雄縣、台東、屏東縣等地嚴重的風災與水患災情，然面對

這樣的災難之後，不管是災民或從事救災工作的人員而言可能會出現各種不同之身心反應，當症狀

及功能損害到達一定程度後，則可能形成某些心理與精神上面的疾患，所以災後身心健康重建實在

刻不容緩。一般而言，在災難後第一個月內是為急性期，工作著重於心理支持及衛教，第三至第六

個月是為復原期，此階段工作著重危機處理及哀慟反應處理，第六個月後是為重建期，著重發覺並

追蹤高危險個案、心理輔導、以及精神醫療（李明濱，2000）。李明濱醫師更根據 921 災後重建

的經驗整理，提出心理重建的工作至少更必須包含以下五大項：1、志工角色與專業的問題；2、
調查與轉介問題；3、輔導與治療問題；4、整合與協調問題；5、分期與持續問題。而其內容分敘

如下（李明濱，2000）： 
 

1. 志工角色與專業的問題：諸多民間志工團體亦參與災民之心理輔導，缺乏與專業團隊之整

合。 
2. 調查與轉介問題：各機關團體對學校兒童及災民進行諸多問卷調查，而缺乏調查後之後續

措施，導致部分民怨。 
3. 輔導與治療問題：輔導與治療的範疇有其重疊處，互相缺乏溝通，導到居民對 PTSD 之

治療認識不足。 
4. 整合與協調問題：災區各熱心團體之人力資源及輔導業務內容，彼此缺乏整合與協調。 
5. 分期與持續問題：重建為一多元化之長期工程，宜有系統性之分期規劃及分階段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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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borab(2002)認為，當災害發生衍生出受害者心理需求時，就是社會工作者的任務，在社會

和行為科學領域一般稱此時為「危機」。Larua(2003)社會工作者所面對的社會問題不斷增加，如

越來越多的家庭陷入貧窮，新的移民、人口老化以及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專業技能訓練減少等，跨學

科合作的同僚一起工作和組成各類專業技術的模式，是能夠提供解決下一世紀危機的方法。

Deborab 認為輔導人員有義務幫助災害受難者去做一些事，但是當受害者具有特殊的創傷背景，

即便有需要，有時精神科醫生會拒絕改變其評價與處遇方式。 
 
一般而言，社會工作員介入災變中，其主要的目的乃在於：(1)對受災個人及家屬的支持；(2)

協助個人與資源的連結及增加多元性資源的接近性；(3)防止更嚴重的身心健康問題；(4)預防個人、

家庭、團體、組織、社區的瓦解；(5)改變微視與鉅視系統，促進受災居民之福祉。社會工作員在

災變協助過程使用的方法包括陪伴家屬、評估、處遇、倡導、對案主安排治療並注意團隊成員的狀

況。處遇的目的是藉著協助案主表達感覺，來減輕案主的焦慮，並傳達希望的感覺，提醒案主—危

機終有結束之日。除上述外，研究者整理國內外的文獻，將社工員於災變中所提供之服務，依災變

前、後階段分別敘述如下（周月清，1999；陳正元，1999；張又升，1999；Webster，1995；Zakour，
1996；Shahar，1993；Banerjee & Gillespie，1994）： 

 

1. 社工員於事前對災難的預備和減輕階段的角色 
(1) 持續進修專業知識，並進行災難研究：如不同災變的特性、弱勢人口及地區的   特徵（如

低收得及少數民族社區）、初步掌握災民的問題及需求、了解災民及工作人員身心壓力及衝

擊的知識、政策的方案及協調，並了解新的全球生態倫理觀以及關於科技所帶來的災難，如

有毒物質、危險的曝曬、生態環境的災害等。 
(2) 協助社區機構擬定災前準備方案：在災難發生前的預警階段就使這些方案執行且發生功能，

如演習、預警及疏散系統、任務編組，若民眾需撤離原居地，需組織重建工作團隊，提供緊

急的諮商及支持給需要者。 
(3) 社會教育與宣導：評估民眾、官員對於危險的覺察性，透過社區領導者傳遞各種訊息到各個

社會網絡，可以預測災難來臨時，民眾會如何行動，事前予以適當之規劃、教育民眾正確之

因應方式及危機意識。 
 

2. 社工員於事後救援與重建階段的角色 
(1) 陪伴家屬，提供情緒支持與諮商：協助家屬辨認屍體並陪伴護送遺體至殯儀館，處理後續之

殯葬事宜，過程中照顧家屬被擾亂的情緒，適當隔離媒體與探訪之親友，提供家屬正確資訊、

諮商和支持，且注重其權益問題。 
(2) 危機處遇與危機家庭之直接服務：除了提供食物、設備、臨時住宅外，需再擴大服務範圍，

歸納出一些較難從災變中恢復的人，如老人、小孩、缺乏教育的人口、低收入戶、有色人種、

有心理暨社會問題的人、失利或經濟低迷的社區，另經由民眾通報及滾雪球方式尋找高危機

個案，進行家庭訪視的工作，這些人群或社區因原有舊傷的失序及心理問題，以致於較難從

災變中復原，對此類案主，社工員採優勢增強法，透過施壓與抒解的架構來協助。 
(3) 資源與人力的開發協調與聯結整理：災區需要相當多資源介入，因逢巨創，社會亦會主動提

供資源與人力的協助，但不見得是災區所立即需要的，且常有重復提供服務之情形，此時社

工員須對資源做適當的管理分配與尋找，團隊整合以達最大化效益。此外災變時通訊、電力

常無法正常運作，資訊的傳遞極為混亂，故提供災民一個清晰的資源地圖，使其能了解本身

的困難與需要可以從何處獲得什麼樣的幫助亦屬必需。 
(4) 個案轉介與持續性個案服務追蹤：個人在災難中可能面臨了死亡、傷害和毀滅等，甚至需要

社會工作減輕災難帶來的焦慮和壓力，在危機處遇過後，評估案主有進一步接受諮商治療的

需求，或需社會福利資源長期輔導協助，需轉介衛生或社政單位，以團體工作的方式辦理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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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者悲傷支持團體、創傷後重建支持團體；部份文獻顯示，災難後一年內自殺潮將達到最高，

故約會持續二、三年的追蹤。 
(5) 倡導相關組織與政策的改變：災難常非既有的處理流程所能完全因應，在救災及復建過程常

需突破原有的規範與架構，不管政府或民間社政單位均需改變原有工作流程，並提升管理層

級，為災民爭取最佳的待遇與最適的生存環境。社工應針對不同災難之受損情形，提供政策

上的建議，以及實務上的工作方法，以使災後救援措施與資源供給，儘可能貼近災民需。例

如九二一震災中，失依兒童信託制度即是在相關單位的倡導下設立。 
(6) 舒緩救援人員的壓力：為相關救援人員舒緩心理壓力，社工員創傷研習，以團體討論與分享

達到舒解。 
(7) 參與社區重建與發展：災區社區服務的延展工作，包括軟硬體的復原重建，社區活動的舉辦

等，藉由參與各種相關組織為案主爭取權益、減少災民被貼上污點的標籤及採取培力

(empower)原則來協助案主與社區。 
 
有關社會工作者之三大功能－預防、治療與發展，及社會工作服務對象一個人、家庭、團體與

社區，也包括相關救災組織與公私部門等系統。此災變社會工作主要功能，則可摘要如：(1)對受

災個人及家屬的支持；(2)協助個人與資源的連結及增加多元資源的接近性；(3)防止受災個人及家

屬更嚴重的身心健康問題；(4)預防個人、家庭、團體、組織、社區的瓦解；及(5)改變微視、中視

與鉅視系統，促進受災居民之福祉。周月清、王增勇、謝東儒、陶蕃灜(2004)研究結果指出，在災

難發生至三週之緊急救援階段，其角色有八成扮演「支持者」最多，依次為「資訊提供者」、「需求

評量者」、「行政者」、「協調者」、「教育者」、「災民增權(empowerment)」、「團體／社區組織者」等。

而主要的功能以「對受災個人及家屬的支持」最為彰顯，其次為「協助個人與資源的連結及增加多

元性資源的接近性」、「防止災民有更嚴重的身心健康問題」、「預防個人、家庭的瓦解」等等。社工

者在緊急救援階段的服務內容，以「提供資訊／疑慮澄清」最多，依次為「傾聽／陪伴災民」、「連

結災民需求與資源／資源轉介」、「收送物資」、「反應災民需求(困難)給相關單位」、「舒解民怨」、「調

查災民需求／找尋特殊人口群」、「志工組織、工作分配」、「發放慰問金」、「安置臨時居所」、「社區

資源調查與建檔」等等。 
 

綜合官有垣與邱瑜瑾(2001)和陳玉澤(2003)的研究，非營利組織在災後重建扮演的角色有： 
 

1. 需求滿足者的角色：在重建工作裡，不同類型的團體扮演不同的角色，社會福利機構則扮演了

「對弱勢者的福利提供」的角色，像是組合屋重建、協助就業、關懷問安服務等。 
2. 社區營造者角色：在災後重建過程中，社區工作團隊著重農村社區的轉型，服務原住民的團體

則著重部落營造，而社會福利機構則以社會工作的社區工作模式來協助災民。 
3. 重建地方經濟，創造就業機會：經濟重建是災後重建重要的一環，特別是在就業部分更與社會

福利緊密相扣，因此民間非營利組織積極扮演這樣的角色，企圖帶來災後重建所需的能量，同

時帶領災民重新回到生活正軌，減少社會問題的發生。 
4. 促進公民社會發展：每個投入災區重建的組織都重視公民社會的重建，像是社運團體與社區發

展組織致力提升居民的「社區意識」，社會福利機構則是企圖喚醒災民的聲音，凝聚力量共同爭

取其權益，對於災區公民社會的建立有很大的助益。 
5. 需求調查與相關學術研究：災難發生後，就有很多民間組織開始進行一連串的災民需求調查，

這是一個辛苦與艱鉅的工作，雖有意義，但卻也發生許多「擾民」事件，甚至研究者只顧個人

利益，引發群眾的不滿。 
 

    林萬億(2004)提出在緊急救援階段專業社會工作者的功能有： 
1. 指揮/通訊系統的確認、 
2. 緊急編組/teamwork 的確立、設立單一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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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相關資源的確立、掌握、統合與分配、 
4. 工作配置與服務流程確立、 
5. 受災戶資料建立、資料統整、 
6. 災民心理支持、PTSD 了解、 
7. 物資發放、創傷輔導為主、 
8. 資訊提供 
 
重建階段： 
1. 以民眾需求為基礎、尊重本土化、重視經濟面與就業的需要 
2. 文化差異的敏感、 
3. 以整個鄉鎮為介入觀、 
4. 重點在弱勢族群、 
5. 不要貼上災民標籤、 
6. 行政倡導的展現、 
7. 加強不同專業體系對話、 
8. 加強相關課程、 
9. 社工抗壓能力加強、 
10. 引進相關團體／資源 
11. 政府與災民之中介角色 

 

黃志能(2003)也曾針對桃芝風災災區救災指揮系統之運作加以歸納，所得之問題如下： 
 
1. 災害應變中心未加以整合：各公部門與民間團體在災區執行救災任務時，為求有一中樞指揮系

統，各自於不同地點成立「緊急應變小組」；災後初期通訊中斷，造成溝通不良，因而形成資

源重複浪費或資源不足的現象；再者災害防救機制無落實至第一線鄉鎮市執行層級，導致對災

害防救基本精產產生錯誤見解，因此整體機制無法發揮其正常功能性，無法從災害預防、災前

減災之方向著手。 
2. 救災人力動員不力：各單位執行災害防救人力嚴重不足，公部門在災後初期的救災任務中，扮

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但除了警、消工作性質特殊外，其餘採上下班制的地方基層公務人員，執

行救災任務的人數相當少，嚴重影響救災工作的執行，且平常缺乏防救災演練，使公務人員本

身對災害防救認知不足，因而公務人員即使本身非受災戶，也難以返回工作崗位參與救災行列。 
3. 缺乏協調與聯繫：各其層指揮系統多採「單線式」的救災操作方式，雖使各單位主管成為第一

線負責人員，較能瞭解各項救災任務執行情形，但卻使縣級災害應變中心無法對災情全盤掌

握，且各救災任務的執行單位不知其他單位的執行狀況為何，有時形成資源的重複浪費與資源

不均的情形，無法於必要時達到資源整合的工能。 
4. 災後初期的災情與指揮資訊溝通缺乏永續性與應變性：災後初期資訊溝通的混亂，可分為二種

面向，一是災情的傳遞，另一為各項救災應變措施的指令傳達。由於災後初期各種通訊系統毀

損，災情與指揮調度的傳遞皆靠人力，增加資訊溝通的困難度，影響立即反應的救災應變成效。 
5. 與災區外的機關單位缺乏互助機制：幾次重大災變後均出現非災區的中央與縣府機關、單位及

民間團體陸續進入災區協助救災，使得災區的行政體系能即時補充大量的人力資源。但由於平

時缺乏區域與機關的互助計畫與演練，在協助救災過程中，衍生眾多問題。 
6. 賑災物資造成災區的負擔：由於媒體的傳播，使得大量賑災物資湧入災區，在賑災物資「處理」

方面，因外界無法掌握災區需求，使得物資的種類嚴重不均，某些物資呈現不足的現象，有些

物資則過剩，形成資源的浪費。大量的賑災物資勢必需要寬敞的處理空間與大批的處理人力，

但因災時大量災民湧入各大型公共空間避難，使得寬敞的賑災物資處理空間不易取得，以及賑

災物資未經初步處理即運抵災區，徒增處理的困難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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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缺乏強制及處罰機制：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內仍缺乏強制及處罰機制，導致事前減災執行作業內

窒礙難行。 
8. 災害防救觀念薄弱：災害防救觀念仍僅停留在救災階段，著重災害應變機制。 
 

甲、 社會福利體系是政府體系的一環，災變發生時有些社政的問題是來自於政府體系的，

洪郁婷(2002)曾研究美國地方政府管理災難過程，發現政府在面臨重大緊急災難時，官僚

系統的實際運作往往會產生負面功能，亦即稱之為「官僚病態」，這可從以下幾點說明： 
 

9. 過度重視組織的生存，忽略當初所設定的目標與任務：以聯邦政府而論，聯邦緊急災難管理署

最初的任務應是兼顧自然與人為災難的處理，可是後來演變為以自然災難為管理核心，主要是

該署生存權與領導權受到影響；州與地方政府亦是如此，由於重大災難不常發生，平時沒有經

常性的任務，其編制都是臨時性的或是借調自其他部門，因此，災難管理人常被要求同時擔任

其他更廣泛的安全任務，這也造成災難管理機構無法發揮適時的作用。 
10. 回應災難速度與整合功能欠缺：官僚機構強調層級節制體系，阻礙了資訊流通與命令下達的速

度，以致於降低因應災難的效率，因而將層級節制體系予以分權化，如此可提高應變與救援的

效率，但由於政出多門，多頭馬車，同時也容易造成協調與整合上的困難。 
11. 職權分工造成本位主義：官僚機構通常強調專業化，每一職位都是根據專業化的原則進行職務

分工，但專業化與職務分工的結果導致組織成員衍生本位主義。往往從自己的職位角度看問

題，無法以宏觀角度看整體組織的業務績效。因此，造成分工上的衝突。 
12. 冗長的標準作業流程：災難管理機構經費的補助與資源的申請，都必須按照一定的公文流程，

災民在身心受到創傷之餘，仍然必須按照行政規定接受補助，難免受到災民的抨擊。許多災後

的經驗顯示：災難管理人員確實過分重視細節、重視紙上作業、過度僵化等病態現象，這經常

是災民所詬病的缺失。 
 

由上述研究中，可歸納出社會福利體系常見的缺失： 
1. 人力資源管理不當：社會福利體系由於人力不足，平日在工作壓力下早已缺乏動力，對於所屬

轄區機構人力缺乏聯繫及掌握，以致遭遇重大事件時，無法有效及確實動員人力。 
2. 本位主義過重，分工不明確：由於社政部門平日工作已繁重，因此對於額外附加工作往往產生

抗拒心態，而單位平日對於特殊事件未事先規劃及分工。因此，在事件發生後往往因科層體制

限制，影響處理時效。 
3. 各自為政，橫向聯繫不足：由於平日分工過細，業管項目常常出現非管理者無法處理現象，且

資訊無法橫向傳送，相互分享及商討，以致於第一線工作者缺乏有效及立即之資訊。 
4. 未能建立相互支援協定機制：社政單位平日人力即顯不足，但因公部門間存在競爭及業績壓力，

未能訂定相互支援協定，平日若能訂定該協定，可在第一時間獲得相對協助，可帶來一加一大

於二的人力以投入第一線完成任務。 
5. 效率不彰，缺乏機動處理能力：由於官僚系統中，強調階層逐級提報與授權，但災害事件中時

間的掌控往往是救援能否成功的要素之一，但限於未獲得授權無法處理，恐造成遺憾，因此在

平日即應建立分層授權機制，以因應緊急時效之掌控。 
 

綜觀上述分析，本研究發現社會福利體系，在經歷多次災變危機事件後，面對災變事件仍處於

「發生後再處理」的態度，在人力資源運用上，並未因多次處理經驗，累積人力與能力，仍然是事

件發生後再臨時找支援，公部門如此，私部門或非營利部門，除慈濟、法鼓山、紅十字會、家扶中

心、世界展望會等較大型與部分教會宗教團體動員能力較佳，人力資源較充沛外，其他體系內機構，

多未能預做準備，或於平時安排演練計畫。 
 

因此，作者乃呼籲必須立即規劃投入相關心理衛生服務與相關參與前訓練服務、建置督導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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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以提供災民災後重建的生活與健康的支持，同時也減少輔導人員的替代性創傷發生。 
 

 

三、研究方法 
 

質性研究方法不只是一種技術， 
更是一種生命態度； 
因此， 
學習靈活運用質性研究方法， 
我們將會有不一樣的生命體驗（ 丁興祥，2004） 
 

質性研究是研究者在自然的情境當中，透過與被研究者密切的互動過程，以一種或多種的資料收集方法，對研究的社會現象或

行為，進行全面式、深入式的理解，研究者在整個研究過程中，必須融入被研究者的經驗世界中，深入體會被研究者的感受與知覺，

並從研究者的立場與觀點，詮釋這些經驗與現象的意義。（潘淑滿，2003：18-19）。相對於量化的統計分析與方法，質性研究是強

調被研究者的主體，「自上而下」的去看社會，並在瞭解了之後提出改善現況的方法（王雅各，2004：18），研究者必須進入被研

究者的生活世界，經過長期的浸淫和觀察以收集資料，質性研究無疑為我們打開一扇窗，使學術研究更充滿人的氣息，在研究者與

被研究者之間有更多的互動與交流。 
 

質性研究的基本特色在於對研究現象的自然情境，提供一生動、完整的描述，不受先前決定的建構所限制，能於發生的自然情

境裡探索現象，允許研究者詳細的探索所選擇的論題，以深入理解經驗或現象的意義，於脈絡中透視個體，了解人類複雜的生命。

質性研究強調透過實地工作，對複雜的人類經驗和所在情境作整體性的描述與理解。質的研究重視歷程發展，包括事件是如何發生

的、人們如何詮釋、後續發展如何等問題，關心的是整個事件流程的始末，而非只有最後的結果。質性研究相信人的動力性與發展

性，也重視每個研究參與者與情境脈絡的獨特性（Patton,引自吳芝儀、李奉儒譯，1995）。Denzin（1998）認為：「當質性研究者

面臨許多收集而來的資料時，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去詮釋，去真正理解自己所學到的東西」。本研究透過研究參與者的經驗分享與詮

釋，筆者將與她們共同尋求意義，就如同 Denzin(1998)提到的：「利用『厚實的描述』來表達事件的背景脈絡，並呈現出構成整個

事件過程的意圖和意義，層層揭露整個經歷過程，來達到一種描述如銘刻（description-as-an-inscription）的境界」。 
 

本研究乃採質性研究法之資料收集與整理；質性研究是透過自然研究作為真實世界的觀察，特別是當進入一個很不熟悉的社

會系統、在一個不具控制和正式權威情境中、當低度的概念化和學說建構的背景、需要案主的主觀理念、定義一個新的假設和形成

新的假設時使用（簡春安，1998）。而本研究乃使用質性研究的直接觀察、資料分析、訪談分析為本研究之研究方法基礎。 

    因此，本研究將以質性研究的個別訪談與團體訪談法，針對災區第一線與第二線社工進行研究

資料收集；在妥善運用訪談技巧與團體動力之下，發揮質性研究的精髓，讓受訪者根據自身的經驗，

提供生動完整的描述，進而得在命題探索中，形塑研究資料的脈絡，深入了解其經驗與現象的意義，

茲以探討天然災害中社工所面臨的困境，社工角色與知能，進而建構災變中專業社工的工作模式。 

 
以下所列則是本研究之研究設計流程圖與步驟、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簡介、研究目的、名詞釋

義、研究限制、研究重要性的說明。 

 
（一）研究流程圖 

 

階段 步驟 

第一階段：確定主題、研究計畫與文獻探

討 

1. 確定研究主題與研究步驟 

2. 選擇合適的研究方法 

3. 文獻探討及編寫研究計畫 

第二階段：準備工作 

 

1. 邀請研究成員整合研究所需相關人才網絡及

資源 

2. 開始募集受訪者，並建立受訪者名冊 

第三階段：進行前導性研究 

 

1. 編製訪談大綱初稿，訪談同意書及訪談日誌 

2. 進行前導性訪談，修正訪談大綱，並確定之 

第四階段：與受訪者進行個別訪談與焦點

團體訪談 

1. 確定訪談對象，訪談時間與地點，進入現場

蒐集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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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階段：資料分析並完成論文 

 

1. 謄錄逐字稿 

2. 訪談資料檢核，補足遺漏資料訊息 

3. 根據逐字稿進行統整性的資料分析 

4. 資料檢送予受訪者最後確定 

5. 根據研究分析的結果，撰寫研究報告 
 
 

 
（二）研究設計架構圖 

 
 
 
 
 
 
 
 
 
 
 
 
 
 
 
 
 
 

三、研究對象 
 
 
 
 
    本研究小組歷經 88 水災之救災、安置與重建相關工作，建立 88 水災災變之人脈網絡，透過

GO 與 NGOs 資源網絡之協助，並在資源與時間考量之下，以個別與焦點團體訪談方式，進行資

料收集，而此研究之研究對象如下： 
 
1. 受災縣市之縣市政府社會處之行政主管：本研究小組透過謹慎的邀約，以 88 水災受災的縣市

政府社會處處長、副處長、科長、督導為研究對象，透過個別與焦點團體訪談，收集社會處行

政主管投入救災、安置與重建之心得經驗，並且針對未來面對天然災變中社工應擁有的知能，

以及工作模式給予建議。本研究成員歷經嘉義縣、台南縣、高雄縣、屏東縣，以及台東縣的訪

談，共完成 18 人的訪談。 
 
2. 受災地區政府機關第一線與第二線之社工員：本研究成果與第一線救災與第二線安置社工一起

工作，培養出合作的伙伴關係；有鑑災後，兵慌馬亂，為避免影響其工作進度，半年之後，才

進行邀訪，而因每個人負責業務相異甚大，因此，以個別訪談對 GO 之第一線與第二線社工進

行訪談，其位置上有 GO 行政體系，面對第一與第二線服務之災區，加上 NGO 社福機構社工

的互動，其實此類受訪者者 GO 社工談論他／她們的困境、需求與期待，相當令人動容，共有

21 個 GO 社工接受訪談。 

 
確定研究主題

以及研究目的 

信效度： 

1.確實性 

2.可轉換性 

3.可靠性 

選定研究方法：採質

性研究的個別與焦

點團體訪談法

研究對象： 

以88水災全國災區之縣市社會局處

主管，以及投入災區救災、安置與

重建之第一與第二線社工為訪談對

象，茲以收集其投入救災的困境，

其認知上社工角色功能以為未來建

構天然災變中社工之工作模式。 

資料分析： 

1.協同編碼 

2.正式編碼 

3.發展架構、主題 

4.資料歸類、命名 

5.確定概念

研究資料： 

三角測定法包含： 

受訪內容 

＋ 

受訪者提共的多元資料 

＋ 

研究者觀察、札記、研究日誌、 

團體記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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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投入 88 水災災後服務之非政府組織(NGOs)社福機構之社工員：88 水災之後，全台 NGOs 社

福機構幾乎總動員了，許多全國著名的 NGO 社福機構，例如：世展、兒盟、介惠、溝通分析

等紛紛投入救災工作，而中期安置與長期重建工作皆有相當深切的投入，因此，本研究以個別

焦點團體的方式進行訪談，茲以收集他們對於 NGOs 與 GO 之間伙伴關係的觀點與感觸，探討

他們對專業社工所扮演的角色，以及面對天然災變的職能，共有 19 位 NGOs 社福機構社工、

接受訪談，分享經驗心得。 
 
4. 參與災後重建研習與工作坊之社工：本研究小組接受紅十字會、衛生署、教育部、國科會經費

協助辦理多場次的災後重建研習工作坊，例如：南台灣八八水災心理關懷與校園社區重建工作

坊、災後生活社區重建與人類服務工作坊、高雄縣茂林鄉心理生專業知能工作坊、高雄縣桃源

鄉心理生專業知能工作坊、高雄縣那瑪夏鄉心理生專業知能工作坊、高雄縣杉林鄉心理生專業

知能工作坊、生活防災教育方案與教學策略研發工作坊…；本研究成員將參與者分成小組，並

以焦點團體訪談的方式，本研究成員帶領研究生擔任焦點團體的 Leader，在合宜的團體動力運

作的方式，讓參與研習的參與 88 災災災後服務 GO 與 NGOs 的社工，在團體動力激盪下，分

享災後服務的心理經驗，以為本研究所需之研究資料，在這些工作坊與研習中，共有 267 位社

工參與，分為 6-12 人的團體，進行焦點團體訪談。 
 

（三）個別訪談法之簡介 
 

本研究將以個別深度訪談（in-depth interviewing）的方式，安排在合宜的時段以及舒適的訪

談氛圍中，分別訪談20行醫年資5年以上的女性醫師，讓她們自主地回溯其醫學教育求學歷程中，

就學與實習的性別經驗，並為自己專業意象與認同、專業發展的困境發聲，考量受訪者的異質性以

及所處的地域性，本研究小組選定個別深度訪談法而收集資料，深度訪談是一種資料收集的方式，

也是質化研究中最常被採用的資料收集法（Marshall and Rossman 1995）。經由研究小組成員擬

定半結構的訪談大綱，經由專家諮詢以及前導性研究之後，修訂訪談大綱，藉由徵詢受訪者的意願

過程中，讓受訪者認同研究目的、了解研究過程、研究小組關切的研究倫理，以及「以人為本」的

研究精神，讓受訪女醫師自主地爲自己的求學與就業歷程中性別經驗發聲。 
 

深度訪談法的本質 
 
有關深度訪談的定義很多，Warren(1998)認為深度訪談使用來收集以個人為中心的詳細訊息,

想要瞭解什麼對個人有意義。Marshall and Rossman(1995)認為深度訪談是有目的的會談，研究

者藉有會談的過程，瞭解受訪者對某項事務的瞭解，研究者藉此來瞭解受訪者對問題的認知和建

構。Patton(1980)也認為訪談主要是從別人的解釋來瞭解他人的感覺，思考和意圖以及對事件的建

構。訪談的最主要功能便是揭開受訪者的防衛，進而瞭解受訪者內心的觀感(Henderson,1991)。
深度訪談是藉由面對面的訪談收集詳細盡、豐富且以受訪者為主的資訊，特別是當研究者想要瞭解

對受訪者有意義的事物時。 
 
深度訪談使用來收集以受訪者為中心的詳盡和豐富想法和觀點的方法。這就是「以人為本」的

研究取向，企圖從受訪者的角度來詮釋個人的行為或態度。基本而言,在深度訪談中，受訪者是主

體，研究者尊重受訪者的觀念，訪談的目的也在於瞭解受訪者的思考，重視她們的感覺，尊重他們

對行為的詮釋。在此種會談中，受訪者被視為有個人思考的主體，研究者就是要嘗試進入他們的觀

點，藉由面對面語言的交換，引發對方提供資料或表達他對某項事物的意見與想法,瞭解他們的主

觀經驗(Henderson, 1991)。 
 
深度訪談過程的步驟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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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的建立 
 

深度訪談之所以有別於一般訪談在於它能讓受訪者做自我深度的探索，因此訪談者和受訪者的

關係建立就很重要。Henderson(1991)認為深度訪談必須和受訪者建立個人性的互動，並以開放性

的探索來了解受訪者的想法和觀點。關係的建立是深度訪談非常基本且重要的步驟，本研究成員在

諮詢受訪意願時，將會在詳細地解說研究目的與研究步驟之後，積極地與受訪的女醫師，建立互信

與互為主體的關係，這是本研究小組在進行訪談之前必須努力的。不但如此，建置友善與良好互動

的訪談氛圍也是研究成員必須謹記於心的。 
 
資料收集 
 

Bainbidge (1989)認為在深度訪談中，採非結構性和開放性的文具較為合宜，意即訪談中沒有

固定的句型，表格和指引，可依個案調整訪談的技巧。深度訪談最好是採開放式的問題大綱進行，

此種訪談方式可減少對個案的引導或暗示，讓受訪者覺得就像是日常生活的對話，能用自然的方式

思考和表達，而不自覺是被訪問，被約談，或被測驗而須加以防備。通常訪談者導引性低的訪談方

式，所得到的內容較接近受訪者真實的情況。 
 
資料處理和分析 
 

Tesch (1990)指出有關質化資料的時點處理原則: 
一、在質化研究中，分析並非是研究過程的最後階段，而是隨著資料收集過程不斷在進展的工作； 
二、分析過程是有系統且容易被理解的,但絕固定的形式； 
三、在資料收集歷程中摘要手記有助於資料的分析； 
四、將資料片段化,區分成相關且有意義的單元； 
五、資料分類的體系是根據資料的特性所建立的； 
六、比較是分析過程中最主要的方法； 
七、資料分類的方式是暫時性的，雖是發生在資料收集的開始階段，但可隨時更改； 
八、在分析的過程中對資料的操作沒有成規可沒收的，也即是沒有絕對「正確」的方式； 
九、分析的程序並非科學性的或機械性的，沒有絕對的規則可尋，但也非無限制地創造，但也需要

高度的方法論和專業的知識； 
十、質化資料分析的結果最終應擁有某種程度的整合。儘管在分析的過程中不端的分類，將其單元

化，但結果的呈現還是應提供一總體積的面貌。 
 

質化研究本身就是一動態剖析的歷程，研究者同時進行收集資料，整理資料和分析資料的工

作。整個研究過程就是不斷以來測試問題和研究主題的適當性。研究者可以從遂字稿和場記的資料

來測試問題和研究主題的適當性。 
 
深度訪談的優缺點 

 
Bainbridge (1989)指出深度訪談有許多優點。首先，標準的深度訪談是在受訪者家中進行，可

從觀察中獲的一些資料，同時受訪者也因為在熟悉的環境中，比較輕鬆而能有較深入的回答。其次

由於深度訪談一次只專注一個主題且是採開放式的問卷，較能針對問題收集全方位且徹底的資訊。

深度訪談也可瞭解收試者的思維過程，特別是較為敏感或細膩的心理變化。在訪談中，研究者可請

受訪者立即澄清和追問行為背後的意義。訪談的長處還包括可以在短期間內收集到大量的資料；如

果和觀察結合，訪談可讓研究者更為瞭解人們對於他們日常活動所賦予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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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度訪談的好處是收集多元化的聲音，除了內容豐富常是量化資料所不能及的之外

(Henderson,1991)，用受訪者話語所描述的現象相當的生動且具體，可以讓讀者深切地感受到回

答者的感覺和思考。 
 
最常被質疑的是樣本的代表性。在質化研究中不可能收集太多的樣本，因為追求的是資料的深

度和廣度。因此在深度的訪談中，樣本的多寡並非必要的考量。Bainbridge (1989)指出，深度開放

式的訪談儘管訪問的對象不多，但其回答內容包含個是各樣的回答，是研究者能夠充分地掌握受訪

者對於此一觀念的複雜反應，因此樣本數的計算就無關於他們所能提供的訊息。訪談者可用新訊息

的累積來判斷是否應該終止訪談，如果發現新受訪者無法提供更多或更深入的回答，就代表資料已

經達到飽和(saturate)，不用再進行訪談(Bainbridge, 1989)。最後，Henderson (1991)提出深度訪

談樣本的一大略標準，他表示由於深度訪談的過程和資料處理的耗時耗力(每一次訪談延續二至三

個小時，每一分資料處理都達十數小時)，二十至三十個個案應是研究者可負擔的極限。 
 
在抽樣操作上，通常我們會採取立意抽樣和滾雪球的方式。滾雪球是進一步請受訪者介紹抽其

他對此論題熟悉的對象讓你訪問。此法有兩種訪問。此法有倆種好處，第一，他人先替你選過一次，

所以更能確認這些是能提供豐富資訊的對象；第二，次種經由他人介紹的方式，較不會引起對方的

拒絕。 
 
訪談之所以不夠深入可能有幾點原因: 第一，研究的問題太過抽象，訪談者無法落實地建構問

題，受訪者也無法具體地回答，因此研究問題的選擇就很重要，最好選擇和受訪者切身相管的主題。

第二，訪談者和受訪者的熟悉關係尚未建立，受訪者不願將內心話和你分享，因此研究者就必須多

花時間和受訪者建立關係。第三，研究者或訪談者的理論背景不足，無法確認問題的重點，不致什

麼時候該追問，什麼時候該停止，所以收集的資料會相當的表淺。要彌補這一點最為費時，因為研

究者必須補充理論的背景。 
 
本研究小組成員曾以個別深度訪談方式進行多次研究，對於訪談進行頗見心得，因此本著上述

個別深度訪談的原則，以為未來進行個別深度訪談，收集參與88水災災後服務之GO與NGOs社工

之工作心得與經驗，以為本研究資料分析之用。 
 
質性研究可性度 
 

本研究牽涉議題相當廣泛，因此，研究方法與資料信效度考驗需相當盡心。質性研究方法的信

度和效度上，本研究將採用 Kirk 與 Miller 的測量方法。 
     

信度研究採用狂想信度以及歷史信度兩種方式，在狂想信度方面，使用相同的問卷針對不同的

個案進行深度訪談，以期瞭解各個個案對於問卷中問題的回答中的相似程度。在歷史信度方面，利

用不同的時間進行訪談，但是都以錄音的方式進行記錄，以表示時間的穩定性。 
     

至於在質化研究上，Kirk 與 Miller 認為效度的測量方法有： 
1. 明顯效度：指測量工具與觀察現象有非常密切的結合，並提供有效的資料。 
2. 工具效度：指利用某一測量工具與觀察現象有非常密切的結合，並提供有效的資料。 
3. 理論效度：指所蒐集的資料與研究所根據的理論架構相互呼應。 

 
 

研究場域 
 

質性研究與研究場域有著息息相關的關係，如何進入研究田野，用什麼角色進入場域與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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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應存何種關係，這對質性研究者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議題（謝臥龍，2004）。畢恆達（2005：
73）表示，如果用深入訪談或參與觀察的研究方法，應儘可能描述與反省研究者如何進行田野、

研究者和田野間的關係、研究者的社會角色以及實際的研究進行過程。 
 

研究倫理 
 
進入質性研究的領域，倫理議題是必須考量及重視的，因為質性研究是本著研究者運用局內人

的觀點與被研究者產生密切的互動關係，而不是以局外人觀點，冷靜、客觀的分析研究，使得質性

研究會比量化研究更重視倫理的議題。（潘淑滿，2003：370）。在整個資料收集過程中，研究者

需要深入被研究對象的生活世界，這便潛藏著許多倫理議題及權力關係。Hangan 認為，研究者最

適當的角色是研究中立，不可喜愛或厭惡研究對象，要維持一些社會距離（Palys，1997：14）。 
 
而為了不讓本研究造成參與者的畏懼與不安，每次研究者都會盡心安排合宜舒適的場地與時

段，再詳盡的說明研究主旨、訪談方式以及研究相關的保密倫理之下，達到知會同意始能進行訪談。

由於研究者的教育和地位，使得他在研究關係中總是比被研究者險的更有權力，而且這權力關係會

隨著被研究者的性別、種族、階級、年齡、地位等因素改變（謝臥龍，2004），所以當研究者進

入研究場域，面對研究參與者時，因為年齡、種族及身份的因素，權力關係及階級關係自然形成，

所以研究成員更需要深思怎麼去看待研究對象，對她們，研究成員是抱著什麼眼光來做研究，我們

不希望把它們當作物品來研究，而是像生活上的朋友般平等看待，且要盡力去聽研究對象所說的，

要避免如Palys（1997：206）所說，研究做到最後，還是我們自己把資料帶回家，用自己的想法

分析出來，落入了Clifford 所說：多人的聲音（poly-vocality），會被編成一個人的聲音（研究者），

而其他人的聲音只會被引用（palys，1997：206），所以對研究者而言，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確

認個人的詮釋對於研究參與者而言是否是正確的，唯有經過研究參與者的再確認詮釋，我們才能夠

確定不是研究者個人對於研究資料的解釋，而是研究參與者的觀點；另外，做為研究者，因為有較

多的資源，通常都是各種事件的主導者，總會不由自主的認為我們有義務和能力去替研究對象處理

情緒和問題，但這是有問題的，這代表我們並沒有將他們視為平等的人對待，沒將他們視為主體，

所以文本的權力其實都在研究者手中，要做到沒有階級之分，雙方互為主體，互為學習對象，實在

是須努力、心去達成的。 
 

（四）焦點團體訪談法之簡介 
 

本研究小組透過工作坊、研習活動進行焦點團體訪談的動作，經由詳細的說明研究主旨、訪談

方式以及研究倫理，在知會同意後，透過團體動力的促進，引領團體成員的熱烈討論，茲以收集豐

厚的研究資料。因此，下面篇幅是焦點團體的簡介，其中包括焦點團體的有效性、弊處以及焦點團

體組成與運作的過程，以爲未來焦點團體籌組與運作之參考。 
 
Stewart & Shamdasani（1990）與Krueger（1988）都指出焦點團體是運用團體動力讓一群

同質性高，且興趣相同的人面對問題，腦力激盪，整合出研究者所需的資料。焦點團體不但省時省

力，最大特色是透過團體動力匯整出共識，不失為深入探究的質化研究法。Krueger，（1988）指

出焦點團體員有下列特殊的特質： 
1. 焦點團體識透過融洽的互動（interaction）將團體中同質性（homogeneous）的參與者整合並

促使腦力激盪； 
2. 焦點團體是透過聚焦式的討論，茲以獲取質性的資料； 
3. 焦點團體質化的資料收集過程不但是歸納式（inductive），更是自然方式（naturalistic）的資

料收集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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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焦點團體來整合並收集質化資料以為研究和規劃政策、產品促銷，政策評估與需求調查之

用，而焦點團體的採用則是日受研究者的歡迎，而採用焦點團體到底有何利弊呢？ 
  
焦點團體之有效性 
 
1. 焦點團體是一種社會取向之研究方法，因此研究者可收集到社會文化中真實生活（real life）的

資訊； 
2. 焦點團體具有可塑性（flexibility）茲以探討複雜而缺乏共識之議題，進而達成共識以利研究之

進行； 
3. 焦點團體所整合而匯集之質性資訊具有很高的信效度； 
4. 焦點團體是一經濟實惠之研究法，可節省大量人力財力。 
 

焦點團體與其他質化研究法比較之下，可發現焦點團體可在團體動力妥善應用之下，而能在較

短時間得到豐富的研究資料；有鑑於此，本研究小組將整合研究所需的資源，利用工作坊、研習活

動之焦點團體訪談方式進行資料收集，藉由熟練的團體動力的運作，收集研究所需的資料。 
 

 
 
焦點團體之弊處 
 
1. 焦點團體比個人團體在進行中還容易失控；但如果有良好的焦點團體進行概念，加上經驗豐富

的團體領導者（moderator），此弊端可刪除； 
2. 焦點團體質性研究資料分析不易；因此多元文化背景與經驗豐富之研究小組乃採焦點團體為研

究之實驗法者不可或缺的； 
3. 焦點團體的領導者需具備特殊技能與資格；諸如經驗完整而豐富之焦點團體概念、具有組織與

規劃焦點團體之能力、純熟運用團體動力（dynamic）之知能，茲以探討與收集所需研究資訊； 
4. 不同性質的焦點團體所產生之不同問題，有時不易解決； 
5. 不同性質的焦點團體所產生之不同問題，有時不易組成； 
6. 焦點團體的組成與進行必須是被規劃與設計在助益的環境中來進行。 
 

其實焦點團體的弊端及難度與研究成員是否熟悉焦點團體的規劃與運作息息相關，因此研究小

組必須是多元文化背景之組合，在質性資料之分析上才能得到真實的解讀，經驗豐富的研究小組可

預知焦點團體之困難，事先加以排除，茲以發揮焦點團體之功能。焦點團體需要有一個經驗豐富的

團體領導者，旨在運用團體動力，排除團體進行時之種種困難，諸如團員之缺席、緊張、不安、焦

慮或喋喋不休等種種狀況，進而引導聚焦式的討論，彙整所須研究之資料。 
 
本研究群曾以質化研究方法進行多次國科會、勞委會與衛生署之研究，並以焦點團體與深度訪

談的方式進行一些相關研究，在質化研究上頗有心得；本計畫主持人在高雄醫學院心理系擔任團體

諮商課程授課十年，在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教質性研究多年，並以焦點團體訪談完成多個研究，對團

體動力的運作以及焦點團體訪談均能得心應手。 
 
焦點團體發展之過程 
 

本研究根據Stewart & Shamdasani（1990）下列的論述，焦點團體發展的步驟，來籌組與發

展焦點團體，而這些步驟將是本研究第一年計畫「女醫學生就學與實習性別經驗的探討」籌組焦點

團體時之重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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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焦點團體研究概念化（conceptualizing） 
 
採取焦點團體研究之目的，下列問題之背景則需要仔細考量：為何一定要用焦點團體研究法？何種

質性研究資料可經由焦點團體來彙整？如何運用這些質性研究資料？ 
 
 
1. 決定何者為焦點團體參與者； 
2. 規劃與評估採用焦點團體所需的經費與時間。 
 
下列是Krueger（1988, p56）規劃與評估焦點團體的甘梯圖可以引為參考： 
 
 
 
 
 
 
 
 
 
 
 
 
 
 
 
 
2. 設計與劃焦點團體訪談與互動過程 
 
1. 選擇熟悉焦點團訪談過程與精於團體互動的焦點團體主持人與副主持； 
2. 以結構式或半結構式的方設計焦點團體中訪談之開放式（open-ended）的議題，讓聚焦式的討

論不會偏離主題； 
3. 嚴謹考量焦點團體進行的場地、時間、參考者狀況、聯絡等細節事宜； 
4. 設定焦點團體中督導的角色與功能茲以確保焦點團體進行的順利與圓滿。 
 
 
四、資料分析與討論 
 

質性研究是一種互動歷程，於研究問題、研究目的、相關學理、研究法以及研究資料之間反覆

的互動(Seale, 1999)。因此，本研究小組在資料分析的階段需完成的步驟有：整理訪談稿、轉換為

替代文本、編碼、分派類別，進而詮譯分析資料，並與相關學理和研究對話，這才是質性研究所強

調的互動關係。交叉的進行詮釋與分析；因此，本研究採個別訪談與焦點團體訪談法，匯集投入

88 水災救災、安置與重建之政府社福機關與民間社福機構的專業社工的經驗與心得，以為未來資

料分析。在資料分析與討論部份，作者將分為三大領域：一、天然災害中社工角色與功能；二、天

然災害中社工的困境；三天然災變中社工工作模式的建立，三大領域來進行資料分析討論，進而佐

證研究的發現。 
 
（一）天然災害中社工角色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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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2009 年通過的「社會工作師法」中，第 2條明定「本法所稱社會工作師，指依社會工作

專業知識與技術，協助個人、家庭、團體、社區，促進、發展或恢復其社會功能，謀求其福利的專

業工作者。社會工作師以促進人民及社會福祉，協助人民滿足其基本人性需求，關注弱勢族群，實

踐社會正義為使命。」 

 
1.天然災害中社工的角色包含有倡導者、教育者、資源調度者及提供資訊者 

 

從事直接服務的社會工作者，其主要角色為支持者、指導者、治療者、管理者、溝通者等；

間接服務角色包含行政者、研究者以及諮詢者；合併服務角色是指能力增進者、中間人(資源連結)、
調解者、協調者、倡導者以及教育者(曾華源，1986；林勝義、江亮演、王麗容，2002)。 
 

「資源的整合，包括人力、物資，處所環境，也是我們在重建工作裡面需要去做社區的營造部份，目前的話，
在教育的部份，就是災後重建教育的那個觀念：『災後如何的預防』，防災、避災、減災觀念的宣導，災後社工
其實扮演了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G12-02-02) 
 
「社工需要有資訊提供的一個角色，第二個就是，倡導也很重要。」(G11-10-01) 

 
「以前我們在做民防訓練的時候，有一塊就是社工組，其實社工沒有在跑外勤的，都是在收容所裡面，是收容
所和所有資源的調度者」(A08-04-01) 
 
「我覺得需要把我們的工作分類，因為在災區會有不同的需求，以及大量的志工和物資進來，需要一批人力負
責志工的調度。很多人進來其實也要知道需求在哪裡，他們才知道怎麼樣做服務，物資也是一樣要有一個連繫
的窗口，以利工作順利進行」(A08-04-02) 
「我覺得分工跟權力分配會牽涉到整個救災體系，因為很多的體系都加入了救災的工作，例如軍方、警方、消
防，那社工是不是有這樣的權力跟能力去做這樣子的角色，可能要先做一個釐清」(A08-05-01)  
 
「就像我們這兩天有一個做七十二小時的急救包，財產要把它放好，你的所有權狀、印章，你的銀行簿、身份
證、健保卡，這種很麻煩的東西一定要整理在一起。第二個，你一定要讓你可能在七十二小時之內獲救，所以
你可能需要水，可能需要一點乾糧，可能需要一點食物，這樣的觀念一定要去宣導」(G12-05-02) 

 
在災難發生時，社工角色是很多元的，不論是資源調度、倡導/教育正確觀念，並設立連繫窗

口，將工作分類，以協助工作順利進行。在眾多體系中，權力與能力的分配和社工間的權衡釐清都

是救災進行中很重要的一環。 

 

2.資源整合能力的運用及平台之建立 

 

丘昌泰(2001)表示：災難管理的重要特質之一是強調公私協力與合夥及團結默契的過程，而公

私部門在災難管理的各階段雖面臨執行上的困境，但必須要相互協調與整合；畢竟災難管理絕不是

政府的單獨責任，而是要靠政府與民間的協力關係才能順利達成目標。非營利組織在參與救援與賑

災工作上，一方面可彌補政府在救援上的困境，另一方面也可透過自身救援系統達到服務民眾及符

合組織宗旨目的。 
 

「如果我們是駐點的社工，我相信因為你在那個地方生活，你會知道那個地方的文化也好，特色也好，你會知
道他們的村民需要什麼。可以進一步地引領他們，可以讓他們知道，未來可以怎麼走，…有些部落它是很完整
且組織是很健全的，如果發生了災害，幾個比較重要的家族，會把整個部落拉起來。不過有些部落沒有辦法，
村子分散，他們裡面的一些組織一定也是分散的，沒有一個頭去領導，可能就會比較麻煩。如果有在地的社工
在裡面，可能才會有辦法比外人知道，裡面有什麼資源可以拉出來利用」(A08-16-02；A08-17-01) 

 
「我們社工第一個就是資訊要正確被賦予，然後在傳達的時候，我們就能給他們正確的知識。當然，中間會有
些朝令夕改，或者資訊來源不一，其實這部分我們就要去整理，再去提供給居民，…我們要第一時間匯整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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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有需求，有需求之後，我們再來做一個合理、有效的分配。二者，要對這個縣、甚至外縣市的資源，平時
就要做配合救災的業務及在職訓練。其實對這個部分必須要很清楚，資源在哪裡？如何取得？當災難來臨時，
便可即時的掌握到資源」(B01-02-01；B01-06-01) 
 
「資源整合涉及到兩個部分，一個部份就是到底你需要什麼資源，再來第二個部份涉及到如何取得這些資源而
且不過剩不浪費」(B06-03-03) 
「要跟公部門或是私部門做垂直或平行的連結是很重要的，…要找出她/他們的優勢，在地文化的資源在哪裡，
然後在地組織人力、物力的就是相關的資源」(G11-03-01；G11-05-01) 
 
「災後重建，社工主要具備的是一個統合的能力，譬如說小孩子的就學資源、就業的資源。因為各個團體，她
/他們服務的面向雖然大致有分別，但是很容易會有重疊的地方。我們資源沒有分配好的話，就會變成一個資
源的浪費，若資源分配不均，則會造成一些反彈」(G12-01-01) 
 
「在社區營造的概念裡面，在地的原青、或者是在地的團體是可以幫助原鄉的重建。其實除了在地之外，外來
的力量，其實也可以催化在地的成長，協助原鄉發展」(G10-07-01) 
 
「在地資源的應用借重於在安置這個階段的社工必須具備資源的整合運用，比如說也許要了解他們哪些人有就
學的問題，哪些人有就業的問題，這是安置到終端後我馬上啟動」(B04-09-02) 
 
「駐點的社工，可能都生活在當地，或者長時間工作在當地，像原住民家庭的婦女中心、家扶，長期在駐點的，
對資源非常的熟悉，而當時我們到災區頂多跟一些警察局、戶政事務所、衛生所去做個案工作而已，…不管任
何的事件出來，一定都要先知道需求，我們才知道怎樣做服務。像我們做需求調查就是要有一個全面性的了解，
沒有透過這個平台去做，就會變得比較混亂，…社工在救災系統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他們是做最緊急、攸關人
命的那一塊，可是我們要去處理之後很重要的那一塊，就是在安置收容，要去準備好那些東西，還有資源平台
都要協調，把它設立好」(A08-06-02；A08-06-03；A08-10-01) 
 

從社工督導及社工員的訪談中了解，駐點社工的資源運用是個優勢。不過仍需事先調查需求後

服務，建立平台以供適當調度使用。若能充分做到資源整合，更可以避免資源分配不均，甚至是遭

到浪費。而在整個救災、安置到重建的過程中，若政府與民間組織能妥善運用在地資源更可達到有

效的資源運用。 

 

3.提供產業、就業、在職訓練及經濟上的協助與訊息提供 

 

    在重建時期，駐點的社工要能適時的提供產業、就業與在職訓練等相關訊息，協助災民解決經

濟上的困境。 

 
「中長期安置的部分其實真的還是要專責的人來做，在安置的過程裡面，會需要很多的方案，每個社區發生的
狀況都不太一樣，督導可能就要帶著社工去做這個地方的評估，要實地去了解有什麼方案進去？在更長遠的部
分，像以前到第三年、第四年就要跟居民做產業的討論，社區工作的模式，開始要跟居民討論原本的東西要怎
麼做改變？有沒有這樣的資源可以做搭配？」(A08-11-01) 
 
 
「我們這邊的嘉蘭村是靠打獵抓果子狸之類的，來這每天就不知道要做什麼，所以我覺得在過程當中，應該要
籌組勞委會職能訓練，或認養企業來做職能訓練，將來做得好，我們還可以輔導他一個新的就業模式」
(A07-06-02) 
 
「我們要第一時間匯整哪些地方有需求，有需求之後，我們再來做一個合理、有效的分配。二者，要對這個縣、
甚至外縣市的資源，平時就要做配合救災的業務及在職訓練。其實對這個部分必須要很清楚，資源在哪裡？如
何取得？當災難來臨時，便可即時的掌握到資源」(B01-06-01) 
 

針對災難，縣府平時就必須妥善規劃在職訓練相關課程，例如：防/備災課程、資源整合能力

訓練、提升溝通協調能力及其相關課程等。除此之外，縣府也要收集資源資訊，了解各民間組織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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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供哪些資源且掌握資源並建制資源整合平台，以利災難發生當下能即時應變、妥善處理。 

 
4. 抗壓力 

 

社工的抗壓性很重要，若一個社工的抗壓性很低的話，甚至比災民更低，那只會讓救災的速度

更緩慢。故社工的抗壓性高一方面可穩定同事間的情緒，成為支持團體；另一方面在救災這長時間

的服務過程中，若能妥善處理來自四面八方的壓力，相對於受災民眾而言，也是一大福音，不用三

不五時面對不同的社工員。 

 
「社工的抗壓性很重要，所以同事間彼此要成為支持團體，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G11-03-01) 
 
「安置階段我覺得社工人員的應變能力、自我調適、抗壓性，真的要滿強的。所以除了要有很好的協調能力之
外，還要跟其他來發東西、發物資、發錢的單位，有很好的溝通，其實因為太多單位進來，如果沒有跟各個單
位統合說她/他們現在主要需要的是什麼，一味的就是進來發的話，可能會造成很大的混亂」(G12-02-01) 
 
「我覺得災難社工協調性要比較高，抗壓性也要比較好，…我覺得情緒管理很重要；然後再來就是訊息的掌握
那是很重要的，怎麼樣把訊息正確的傳達；做協調的功能，…我覺得機動性要夠，然後第二個就是要有同理心，
因為到了最後我們講話會漸漸地變得沒感情」(B12-13-02；B12-29-02；B12-30-01) 
 
「抗壓性當然也很重要，從八八到現在我真的覺得這是非常高壓的工作，然後也因為是一直持續很長的時間」
(B09-07-01) 
 
「沒有事的時候快點去做訓練的動作，因為越多人懂，在事情發生之時，就可以把那些已有基本知識的人召集
起來，投入救災工作，然後再從這些人身上建立起更多的知識或者技巧。現在的年輕人不像我們小時候，我想
他們面對危機的反應、抗壓性更加低，如果要做這樣的救災工作，可能就要訓練他們的抗壓性，要如何提高他
們的心理素質，令到他們可以面對這些困境」(B01-03-03) 
 
「第一個是抗壓性要強，再來要有一定的經驗和資歷，派進去的人都有一定的工作歷練，知道公部門和民間資
源要怎樣整合，如我派科長到歸仁機場，他知道怎樣溝通，物資送到機場要怎樣講，跟軍方溝通，包裹要怎樣
標示等」(B15-07-02) 

 
    針對社會處副處長、科長、社工督導及社工員的訪談，我們可以得知社工員在面對災難、災民

都需要有極高的抗壓力，而且平時就要多訓練，讓更多人具備有災難社工的基本知識。 

 
5.情緒調適 
 

在救災的過程中，社工員需清楚自身的情緒調適是否得宜。若社工員和災民的情緒一樣低落，

不但幫助不了災民，嚴重的話，會使得在同一個安置場所的災民情緒都大受打擊，如此一來只會影

響更多人的士氣，所以社工員的情緒調適很重要，才不會影響了工作品質及進度。 
 

「還有一部份是自己角色轉換比較大的在情緒調適與管理這部份」(G11-05-01) 
 
「在這麼大量的壓力之下或每日每夜工作之下，看到大部分的社工員在情緒管理上還算穩定是還不錯，也覺得
彼此同事平常也會互相扶持，所以這個同事精神狀況不是很好，他們就會看有沒有其他工作互相配搭及協調」
(B11-06-01) 
 
「首先你要處理自己的情緒，特別在心理素質，這些經歷給你什麼經驗。有沒有能耐陪伴災民一起走過這麼困
難的時間，…限制就是說，我們也要明白我們也是人，我們安排社工去災區的時候，也應該要有一段空間的時
間去休息…對於他們的一些支援夠不夠，就是當他們的情緒已經是不能支撐了，有沒有一些幫助…這可能繼續
需要一些輔導，這是重要的，…我們要協助他經歷那個必須要經歷的過程，然後能夠一步步看到希望。太快從
一個很絕望的情況去相信希望，他們會覺得跟他是無法連結的。我反而認為，作為一個危機輔導員，我們要知
道這個過程是怎樣，這個過程要怎樣陪伴他們度過，不是強迫他們接受，因為你們是帶著希望去幫助人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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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你怎樣同步是很重要的」(B01-01-03；B01-02-01；B01-11-02) 

 
    災難社工要學會處理自己的情緒，尤其在心理素質上。而且要知道自己的限制、極限在哪邊，

然後給災民的支援也要足夠，才能妥善處理災民的情緒，而不是讓災民的情緒影響社工的工作環境

及工作品質。 

 

 
6. 善用在地資源 
 

社工員進到災區，常會有語言不通、沒有關係，而導致戶口調查、訪問的不順利，無法如期的

進行關懷，若能透過在地人，便能有效率的進行關懷。而在救災、安置甚至是後期的重建，若有龐

大的在地資源可供運用，則可使整個過程更加流暢。 
 

「因為我是當地人，所以對她/他們來說，會做比較好的連結，譬如說，我們要去拜訪誰，我也會比較清楚，
那我們跟在當地的村里長會比較熟悉，就可以帶著她/他去做認識」(G11-01-01) 
 
「在地資源的應用借重於在安置這個階段的社工必須具備資源的整合運用，比如說也許要了解他們哪些人有就
學的問題，哪些人有就業的問題，這是安置到終端後我馬上啟動」 (B04-09-02) 

 

善用在地的資源、運用原鄉人脈的優勢，可以快速建立關係。進而有效結合各項的資源運用。 
 
7.溝通、協調能力 

 

良好的溝通、協調能力可以化解很多的問題，把阻力轉換成助力。而在社工災難教育的訓練這

是必備的能力。人與人接觸的能力是很重要的，因為當下無法做出所謂正確的事情，但與人的回應

卻可以是正確的安撫現場。 

 
「今天災民到這個地方有通訊的需要，中華電信提供免費的一個通訊網路。但我們發現社會局以及很多團體是
沒有去做協調聯繫。一經協調聯繫都沒問題後，無線網路免費使用，自來水公司、電力公司、衛生局、環保局、
體委會等各單位的資源就通通來了」(A07-03-01) 
 
「收容所都是鄉公所設立的，鄉公所是一個行政系統，它要直接服務人民，特別是這些災民。因為它只有一個
村幹事，一直在統籌，做所有的事情，它不可能同時對全部收容所的人，如果有社工在裡面，他可以去做一個
村民居間協調的工作，跟收容的災民說話聊天，把需求彙整起來」(A08-11-03) 
 
「因為我管的是零工，所以每個人都有不一樣的個性、特質。我覺得就是我要去適應他們，然後找到可以彼此
合作的方式。在這最大的學習就是讓我看見人不只一面，有多樣性，然後在這當中，找到一個平衡點，一直隨
時在變換模式，…未來社工員的角色會多變，會多元，因為在不一樣的角色，可以做那個溝通跟彈性，我覺得
他們在學生的時候或是他們在訓練的時候先給他們打預防針」(A12-02-03；A12-05-02) 
 
「災後重建社工，有三個角色，一個是陪伴者、第二個是協調者、第三個是督導者，陪伴住民、災民、還有當
地的社區、團體，其實跟她/他們在接觸上也不只是一個工作上的業務往來，我覺得也可以算是一個陪伴的在
地團體，大家互相支持的一個力量，…阿里山那邊，有原住民語言跟從外面來的社工人員做搭配的，像翻譯的
功能。所以在安置的地方，我認為社工他們應該要具備的是跟災民溝通的能力，如果到安置後期的時候，不管
是當政府之間的一個橋樑或者是跟其它民眾的一個協調溝通能力，我覺得社工這個部份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G13-01-02；G13-03-01) 
 
「當時社工課處理的除了物資、志工的管理，還有一部份就是人員的關懷，…除了資訊掌握度、人員的關懷，
我覺得在災難發生當下這幾項是基本要有的。安置的點基本上不是一個社工員可以做的決定，是上面的長官告
訴你說這群人要放在哪邊，既然我沒有選擇空間的能力，我怎麼去接觸這群人，怎麼去協調，還是在於一個溝
通協調的技巧上」(B11-05-01；B11-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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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最重要的是溝通聯繫，因為物資進來、安置等，大量分配在溝通跟聯繫」(B08-01-02) 
「你身為一個社工，身體力行然後建立出來的合作關係，可以讓這種合作更優質。再來當然是協調啦，然後相
互的尊重，然後優質的人際互動」(B07-09-01) 
 
「社會處副處長:救災當下，災情狀況的掌握是最重要的，因為實際上剛開始的時候災情的掌握並不是那麼詳
細。其次為協調介面的問題」(B06-01-01) 
 
「第一線的社工必須知道發生什麼樣的問題，這個問題是要找哪個系統，利用相關的系統來處理，…社工本身
的情緒穩定很重要，因為你面臨到的可能大部分是心慌，或者是他覺得有點不曉得怎麼辦，…社工與志工間相
互協調好，將分工系統建立起來，優質的互動自然而然就會出來。社工與志工能相互配合，就能讓工作做得更
好」(B04-03-03；B04-04-03；B04-05-02) 
 
「投入災區的社工，需具備溝通的能力，若沒有辦法和他們建立關係，即使想要幫他們也幫不上忙；第二個是
協調，單位與單位間的協調，因為還蠻複雜的，像自治會、紅會，甚至是政府機關」(A09-10-01) 
 
「社工在第一線上要扮演很好的溝通角色，如第一時間災區，NGO 很多志工，很多外人都要進來，導致吵雜
空氣不好，社工就要處理這些東西，可能公部門的社工在過去經驗都以公權力角色執行，出來時就比較有權力，
這是 NGO 社工做不來的。我認為志工和社工的關係，需要很好的互動和合作關係，因為社工了解狀況，但是
沒有那麼多人力和能力，志工就可以協助社工。」(B15-07-03) 

 

「因為鄉民進營區兩三天後又覺得不適合又想出去，異動很大，如果社工員異動也很大的話，我們的掌握了解
就沒辦法清楚，…要服務她們就要全心的奉獻，24 小時的進駐這個地方。鄉民認為說介惠真的是一路的陪同
他們，很多的信任就是從這個地方開始的，尤其是從山上撤下來的鄉民」(A10-03-01；A10-06-01) 
 

    由上述訪談得知，社會處處長認為社工角色最重要的首重溝通聯繫；社工督導的任務在於能夠

讓各組織間的運作進行順利並協調其他處(如財政處)的人力來幫忙；第一線社工必須具有溝通協調

的能力，如此一來在災難過程中不僅能安撫居民且能適時提供資訊。在災區，若有足夠的溝通調能

力，便能使更多的資源進駐災區。 

 

8.陪伴、支持、關懷且具同理心 

 

社工能真切體會災民的內心感受及其包含的意義，並站在災民的立場理解其困境，並協助達到

更深的自我覺察與認識(劉曉春，2000)，再透過陪伴與持續的關懷與支持，相信災民能很快的從災

變中重新站起來。 

 
「台東是個多元的族群，針對他的族群方式，用湊群的方式來做安置，就是說這是阿美族的、大武的、富山部
落的，就盡量將同一個族群的人安排住在同一區塊，他們的語言，他們的互動各方面的生活習慣都很方便，…
我們遭遇到一個問題就是說，我們先去了解環境跟他的需要。他們住的是蒙古包或帳篷之類的，在過程中，他
們有個很特別的情況，就是他們還是喜歡在自己的部落，不管這個環境再怎麼好，他們還是喜歡自己的部落、
自己的居住環境」（A07-02-03；A07-03-01） 
 
「因為那時候很多人說創傷症候群其實沒那麼快產生，但是當我們去做需求調查的時候，不管是大人、小孩，
他們需要很多的互動讓他們去說他們經歷了什麼事？一開始只是陪他們說話，…心理師會跟我討論他們怎麼進
去那個地方，那個地方居民的特色是什麼。因為一開始你要先建立關係，所以要走社區的方式，而不是一般那
種比較治療的模式進去。他們覺得這樣跟村民建立關係還蠻快的，…即便是一個社區結構很完整的社區，如果
他信任你的話，還是可以做一些事，但是那個要花一些時間建立關係，如果沒有常讓他看見你，也沒有讓他知
道你是來這邊做什麼的話，其實那是會很困難」(A08-08-01；A08-09-01；A08-18-01) 
 
「災難發生時，社工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幫助他們的情感的轉移，甚至是說他們從原來的社區，現在要回到永
久安置住宅的時候，怎麼幫他們做一個銜接」(B01-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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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難發生時，社工首重是互助的影響力，因為有些災民什麼都沒有了，但也有人願意讓出一個房子讓他們住、
把工作讓給他們，所以支持是很重要的。互助、互信的精神還在，可能是他們以後再度站起來的一個基礎」
(A04-04-03) 
 
「在營區時，社工們就是陪伴、支持、關懷的角色居多，不可能一直坐在辦公室，這樣無法幫助災民，社工就
是要走出去營區，就是去跟她/他們聊天、搏感情」(G11-05-01) 
 
「資源進到災區之後，其實有很多重複的浪費，甚至於搞到很多連慈善團體都看不下去。例如：物資被災民丟
掉。其實我覺得社工尤其是在走入社區的時候，可以去做這方面的宣導。而社工專業知能的部份，同理心是重
要的」(G12-04-02) 
 
「災後重建社工，有三個角色，一個是陪伴者、第二個是協調者、第三個是督導者，陪伴住民、災民、還有當
地的社區、團體，其實跟她/他們在接觸上也不只是一個工作上的業務往來，我覺得也可以算是一個陪伴的在
地團體，大家互相支持的一個力量」(G13-01-02) 
「後續關懷部分，社工要去瞭解他們身心靈在此災難過程後是否有與過去不一樣的狀態，像是情緒的掌握，這
部分社工就在後續以個案方式去關懷處理」(B11-07-03) 
 
「我是秉持一個陪伴他們，你們有需求，就提出來，我們一起來商量怎麼解決，而不是變成讓他們有一個過度
依賴的心態」(B07-15-02) 
「如果他家庭裡面的人口產生傷害，那可能對某些人來講這可能是心理上會產生很大的衝擊，所以心理重建的
部份，包括整個醫療體系，包括什麼機制、怎麼去處理，或者是說整個 NGO 團體怎麼給那災民關懷，讓他感
覺到不是那麼無助，那麼孤獨」(B06-09-02) 
 
「災難社工的知能，而具有支持關懷，再來就是，社工人員可能要有使命感、主動對居民的關懷，以及對災民
的敏感度，都要有」(B05-13-01) 
 
「在安置階段，我們常戲稱自己的工作是舍監，除了物資的發放、協助紅會、處理原住民個人基本資料，也要
定期去做關懷訪視」(A09-02-01) 
 

安置階段時期，能將同一個族群的人放在同一個安置的地方，運用湊群的方式讓彼此的生活習

慣契合，不外乎可增加其間的支持力。此時期社工人員的陪伴、傾聽與同理心，亦可以協助災民敘

說和表達，以紓解心理過多的壓力及情緒。定期的關懷訪視，也能有效協助潛在心理創傷的災民。

而重建首重於心理重建的部分，包括了醫療體系的協助、心理關懷等方面。重建不單只是心理的個

別輔導、重建，更擴大來說，亦包含了社區、產業的重建。 

 

9.問題解決的能力 

 

由於官僚系統中，強調階層逐級提報與授權，但災害事件中時間的掌控往往是救援能否成功的

要素之一，但限於未獲得授權無法處理，恐造成遺憾，因此在平日即應建立分層授權機制，以因應

緊急時效之掌控。 

 
「第一線的社工必須知道發生什麼樣的問題，這個問題是要找哪個系統，利用相關的系統來處理」(B04-03-03) 
 
「社工本身的情緒穩定很重要，因為你面臨到的可能大部分是心慌，或者是他覺得有點不曉得怎麼辦」
(B04-04-03) 

    第一線的社工應培養其問題解決的能力，才能在第一時間立即將問題解決。而其能力的培養還

包含了邏輯思考、資源整合、思緒清晰及實權的運用等，若無權放手去執行，則會延宕問題解決之

時效性。 

 
10.文化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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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部落的文化重建亦是後期重建階段的重點之一。災難發生後很多的部落文化因此而消失，

如何幫助災民將部落文化做一個有效的傳承甚至是產業的永續發展是很重要的。 

 
「山上民眾的一些文化，其實是有漸漸的在流失；那我們希望在重建的過程中，可以配合到她/他們文化的部
份去搭配，去做一個發展，不只是把她/他們的文化得以延續」(G10-01-01) 
 
「我們面對災民的時候，可能要先瞭解受災地區它的產業類型，包含它的在地文化」（G13-02-02） 
 
「在部落可以做文化傳承，我比較傾向的是除了有很精緻的手藝外，也要把當地的文化傳統特色給放進去。因
為現在有很多人都在做編織，就覺得外面很像也買得到，哪些是原住民的特色？哪些是魯凱族的特色？比如說
圖騰花樣等，…我們目前有寫一些計畫是關於文化傳承和歌舞祭典的部份。未來可能就是走比較傳統的部份，
就是歌舞，然後另外就是傳統藝品」(A04-02-03；A04-03-03) 
 

在後期的重建階段，社工必須事先了解當地的文化和需求，以利關係的建立，並協助災民在社

區產業、營造上的重建。可透過工作坊的模式將文化編織到琉璃串珠內，使婦女與學生做好文化傳

承的動作。 

 
11.培力與訓練 

 

災區社區服務的延展工作，包括軟硬體的復原重建，社區活動的舉辦等，藉由參與各種相關組

織為案主爭取權益、減少災民被貼上污點的標籤及採取培力(empower)原則來協助案主與社區（周

月清，1999；陳正元，1999；張又升，1999；Webster，1995；Zakour，1996；Shahar，1993；Banerjee 

& Gillespie，1994）。 

 
「社工可以帶領他們去討論，而帶討論的能力要培養，…其實社區發展最好的一個 team，就是一個單位，那在
這個單位我們有沒有辦法是由社工來擔任協助 leader 的這個角色？還是說我們去培養、去培訓一些人來針對災
後他們這個災區重建的一個輔助，從頭到尾去協助開發這個產業的部分」(A08-14-02；A08-15-02) 

 

 

「我覺得社工的災難訓練是有必要的，因為其實大學的教育就沒有在教這一塊，畢業的學生如果像現在的需求
那麼大，一定會有很多剛畢業的來投入。那如果沒有去訓練的話，這個會對社工很傷的，對一個社區也會很傷
的。多元文化的能力也要培養，目前比較著重在個案的層面，較沒有針對大環境，有時候是要跳脫開來，從文
化建設、產業建設下手，但其實我們都沒有這樣的訓練，…社工需要一些專業的災難教育的訓練，因為社工雖
然是相關背景出身的，但並沒有相關實際去接觸災民的經歷，後來這案子就被撤掉了。而我們離開學校也很久，
當時學校教的其實也不夠用，就造成災難進來的時候，社工並沒有這樣的能力去做充分因應的方式」
(A08-19-01；A08-19-02) 

 
「我們要有一個心態，我要盡我能力做到最好(可能這是最糟糕的)，但在那個情況下我已經做到最好了，後續
就要靠我們的督導，下次可以改善，把經驗慢慢的累積起來。有什麼情況在真實情況未必可以做得到，然後在
當中做一些修正，…未來任何災害，我想我們都要準備教育，尤其我們社工這樣的工作，畢竟是我們的一個職
責所在，社政、社工其實都在一個必須要去被大家更重視」(B01-02-02；B01-08-02) 

 

「不管是社工或者志工，我們可以從影響範圍開始做起，如果說在重建中心裡面我們可以看到她/他們的需求
是專業能力，你可以知道就你的專業能力，可以做一些判斷跟評估，那可以集結一些力量。培力是很重要的，
透過一些組織，去做一些她/他們想要做且對社區有益的事情，那其實可以展現出一些成效，…針對人力跟組
織培力的部份，以社區營造的角度去看。給在地的社團，針對社區來申請經費，給一些補助，可以做人口調查，
做身障老人、弱勢兒童，所以不再只是個案，那希望透過方案的操作，也包括防災家庭服務、文化保存跟產業。
很多人不願意在山上工作，我們轉換就是不一定要用專業的社工人力，有沒有在地的人可以擔任，她/他有基
本教育程度，願意跟著學，那我們有人帶」(G10-04-01；G10-05-02) 

 
「我覺得在投入風災的時候，不管是行政人員，政府部門還是社工，文化的這個議題，你都必須要去做一些職
前訓練，或者是提醒，而不是說投入的時候，發生問題你再想辦法補救」(A09-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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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難社工在自我調適的部分，需要增加專業訓練跟支持的力量」(B08-16-03) 

 
「這個就是專業式的社工又怕會見樹不見林，變成有這種情況。但是本來就是這樣，你分工要精細了你才能做
這方面，才能夠去做整個一個深入性的一個服務」(B06-11-01) 

 
「加強他們對災害遇到的應變狀況會對他們有所幫助，而有颱風要來前，我們要先做防颱準備，…在多納也有
協會，志工大部分都是婦女，我們結合在一起辦一個工作坊在做琉璃串珠；她們已經開始在上課了，所以有一
個算是訓練的地方」(A04-01-04；A04-02-02) 
 
 

在後期的重建中，培力與訓練是很重要且必要的。協助災民社區培力，可使災民不過度依賴社

工員而且不會阻礙其成長，透過培力計畫讓社區營造、社區重建、文化重建、文化傳承得以延續，

而不致於讓部落特色因此而消失。故災難社工之養成，必須針對災難的短、中、長期規畫相關課程，

做專業的養成訓練，以利未來工作的順暢度及提供災民更多的需求及服務。 

 

（二）天然災變中專業社工的困境 

 

莫勒與西佛(Morales & Sheafor,1998)認為對人提供照顧（caring）、治療（curing）與改變

社會（changing the society）是社會工作者存在的三個主要使命或宗旨（3C＇S）。對遭遇社會

事故的人群的關懷與照顧，以及對需要行為改變或家庭重建的人們治療，經常無法徹底解決問題的

病灶或根源，社會工作者的使命之一就是協助那些弱勢者，並建構一個有利於弱勢者生存，包容多

元族群、性別差異的社會。因此，社會工作者也被稱為是工作工程師（social engineer），或社

會規畫師（social planner）（林萬億，2007）。但是災變頻繁，社工功能角色没有被發揮。 

 

根據本研究資料的收集，針對天然災變中專業社工的困境，分成四大領域(1) 專業知能不足(2)

角色混淆不清(3)行政體系缺失(4)社會支持缺乏來進行探討。 

 

1.專業知能不足 

 

專業知能對專業助人領域的社工的重要性是不可或缺的條件，但是對於天然災變中透過(1)GO

行政主管、副處長、科長、督導(2)GO 第一、二線的社工(3)NGO 社工及(4)工作坊研習者的社工的

個別訪談及焦點團體訪談的過程中，本研究針對專業知能不足可分六大部份（1）敏感度（2）抗壓

性（3）情緒管理（4）溝通協調能力（5）專業認知（六）設定底限來進行討論。 

 

1.1 敏感度 

 

在社會多元文化及災害重建中，少了敏感度對於助人專業工作則未能克盡其功。根據本研究訪

談的政府社福機關主管的說法，可知敏感度的重要。對於不同族群、不同文化需有不同的敏感度，

在本研究中將敏感度部份分為文化、性別、宗教三方面，其分述如下： 

 

1.1.1 文化敏感度 

 

在個別訪談中，投入 88 救災第一線與第二線的 GO 與 NGO 社工，對於文化敏感度的不足，心有

所感，因此再再指出，文化敏感度在災害重建中的重要性。 
「與災民相處時必須要慢慢地和他們聊，知道他們的文化，例如：怎麼早上都在喝酒？以我們來講，是不是代
表這個人真的不是很認真？可是你如果了解他們的文化，慢慢去關心，知道他們在山上的狀況，你就會知道，
減少你的認知落差，跟他們的互動部分就比較順利…」(A0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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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但最困難的部份是文化敏感度這方面，這不只是針對招募進來的社工，當然也包括在職及職前的訓練，敏感
度的部份也包括了族群的敏感度，甚至是階級的敏感度」(A09-11-01) 
 
「我覺得基礎訓練也是相當重要的，但一般社工系來，文化的訓練是比較缺乏的。社工系很強調的是，不斷的
開團體、分組；也不斷在練習，人與人相處的一些模式，怎麼樣去溝通去協調。可是，在文化的敏感度，面對
不同的族群的挑戰的時候，你該去怎麼應對的話，我覺得是現在社工系的學生會是比較缺乏的」(A09-12-03) 
 

文化敏感度除了有助於了解災民的狀況外，也是身為專業災難社工需要具備的條件，社工人員

要有多元文化概念的養成，因為文化的差異所造成的誤會時有所聞，無法和原住民文化做銜接，這

會讓投入災後重建的專業社工們有種無力感。没有融入原住民文化，透過他們的角度，是無法了解

他們的問題與需求。 
 
「因為這次八八受災的區域，很多特別是原住民的區域，文化敏感度是很有趣的議題。可是我覺得文化敏感度
很難教，因為社工可能沒有辦法用學理去分析學習，而且要用什麼東西去教，這是一個問題，但是可以透過一
些生活上面的方式去學習…，專業社工人員有沒有文化敏感度我覺得非常的重要」(B09-07-02) 
 
「對多元文化的概念不夠，就會有一些資訊會落差的問題產生」（A12-02-01） 
 
「其他的 NGO 團體基本上都是女性，連她們都經常會被騷擾，由於文化上的差異，可能原住民會覺得是一種
言語上善意的表達，可是在平地來講那算是構成一種威脅…」(A10-04-01) 
 
「我自己覺得最無力的，是原住民跟我們文化的銜接，現在其實用我們主流的制度規範法條，要去解決目前當
下的問題時，我發現很難」（B03-06-04） 
 
「其實，除了要跟孩子、家長們建立關係外，其實要融入他們，才有辦法了解他們的文化，才有辦法去發掘他
們真正的問題和需求」(A09-06-01) 

 
 從多元文化的觀點來說，具有文化敏感度，並謹守原則是可以減少因不同族群文化帶來生活適

應上的衝突。比方說，馬蘭榮家的做法是將同一個族群的人放在同一個安置的地方，運用湊群的方

式讓彼此的生活習慣契合。亦可加強相互扶持的力量。 

 
「台東是個多元的族群，針對他的族群方式，用湊群的方式來做安置，比如說：阿美族的、大武的、富山部落
的，那就盡量將同一個族群的人安置住在同一區塊；他們的語言、互動各方面的生活習慣都很方便…」
（A07-02-03） 
 
「他是同樣族群、同村、一家人，我們就必須要幫他們安排在一起，這會是一種家族相互扶持的力量，這些都
是我們要事先考量的」(B05-14-01) 

 

 培養文化敏感度，可以減少性別、族群和階級的落差，而在救災時，物資的準備、醫療的設備

都預設了立場，但却忽略從災民的處境及文化去思考。 

 
「現在的社工，她/他並不能夠了解到社工員跟災民或原住民在身份、階級上面的落差，以及在使用的語言上
面，因文化的不同，可能會造成原住民她/他們沒辦法去吸收你所要表達的東西」(G13-01-01) 
 
「媒體所關注的或者是在災變發生的時候，會有很多資源進去，但是後來都陸陸續續撤走；但都沒有達到我們
想要的一些東西，甚至提供的都沒有文化的敏感度，達到她/他們真正要的需求」(G11-02-01) 
 
「我們是排第五個醫療團進去，布農族百分之七十來看痛風，這跟他們的 DNA、生活習慣、飲食習慣也有關
係，前面四個醫療團隊沒有人帶痛風藥進去，大家看到痛風藥好開心」(B16-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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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線的 GO 社工於訪談中特別指出，災難的訓練是有必要性的，尤其大學教育缺少這部分的

訓練，這將減弱救災的效能；另外多元文化能力的培養也是很重要的。 

 
「如果是這種災難事件的發生…我們如果對她們的文化不是那麼熟悉的話，說實在除非經過長期的磨合；不然
是容易造成事倍功半的情形發生，因為每個人專業領域不同、但可由公部門或私部門去做一個關於文化敏感度
的講習」(A10-07-02) 

 
由上述可清楚了解，不論是在救災及重建階段，文化敏感度是專業災難社工需具備的知能之

一，透過它可更快、更貼近不同族群，提供他們真正的需求。 

 

1.1.2 性別敏感度 

 

 然而人文關懷的文化敏感度之外，性別敏感(Gender Sensitivity)也應涵括在多天然災害的台

灣的防災與救災體系中(Shieh, 2010)，將性別放置在文化與社會脈絡中，理解女性的經驗，知悉

女性的需求，重視女性所扮演的角色。 

 

 

 聯合國國際減災策略組織(UNISDR )呼籲重視長期被疏視的女性在災變下的處境，並強調應將

占人口多數的女性列為全球減災策略平等夥伴，以及在地社區基礎的規劃。謝臥龍(2010)著文指

出，全球化與社會急遽變遷，讓社會資源比較少的女性遭受相當大的影響，性別不平等是造成女性

災變脆弱性(vulnerability)的主因 。然而全球氣候與環境變化，造成災變不斷，婦女，尤其是弱

勢與少數族群的婦女，日常生活將會更加困苦，這將是國家與社會文化發展中應共同面對的議題。 

 

在災變之後，女性大多扮演照顧與扶持的角色，在缺乏性別觀念之下的救災計畫中，女性無法

得到政府單位、社福機制以及民間機構的協助，使得生活加計陷入貧窮與惡性循環裡。因此，如何

支助婦女重整家園，接受妥善規劃的職訓與脫貧計畫，在增能充權之下，重整家園與維持生計，將

是災後生活重建之重要課題。 

 

1.1.3 宗教敏感度 

 

不論是在救災或安置重建過程中，宗教因素常被疏忽，事實上，當有不同的宗教信仰族群生活

在同一社區時，還是會有一些排斥的情形發生，所以，如果社工人員具有宗教敏感度，就可利用原

鄉人脈的宗教的優勢，以快速建立關係；而且原住民的心理重建可以靠著宗教、聚會和樂觀的天性

來看待事情，透過宗教的慰藉可以降低因災害所造成的心理創傷。 

 
「像明道基金會它是屬於天主教，但在我們那個鄉鎮他們幾乎都是道教啊，他們就會有一點排斥情形發生」
(G11-01-01) 
 
「我覺得她們對自己的宗教是一種非常好的慰藉，她們內部的愛心自治會，或長老教會定期舉行的活動，類似
一種祭典、聖壇種感覺，無關人員不要進去打擾她們，就利用那段時間，讓災民去跟神父之間做一些溝通、迴
響、唱詩歌等，這對他們來講是個很重要的時間，不要去打擾她們，這部份他們很堅持，而各棟的想法都是這
樣子…」(A10-08-02) 

 
宗教的力量是很大，雖說其他的宗教團體想給予協助，但還是要尊重災民的宗教信仰，在媒合

團體時，未來需衡量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等。 

 
「我看到主導的是基督教，而外圍一直想要進去協助的是慈濟，另外想進去的也有法鼓山。前提當然是為災民
服務，但是兩個不同的宗教，彼此在擔心彼此。因為當權的是基督教，原民也比較相信基督教，因此當慈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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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些好的訊息，譬如要簽約住永久屋，消息就會被封鎖」(A11-04-01) 
 
「原鄉部落撤離下來，原鄉部落的信仰大概都屬於基督教、天主教，當他們下來在收容所裡面，慈濟也很熱心
就進駐了，他們提供的伙食，一律是素食，但我們原住民同胞就沒有辦法吃素食，所以未來在媒合團體的部份，
也要考量到他們的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的特色，去做一個適當的媒合」(B14-07-02) 

 
由受訪者口中，研究者清楚地得知，他們對於宗教的重視，透過宗教活動的互動，讓他們在傷

痛的過程中，找到了精神及心靈上的慰藉，所以未來在救災及安置或重建時，宗教敏感度的考量是

很重要的，社工人貝如果具有教敏感度的視野，對於災後心理重建將會收事半功倍之效。 

 

地震與颱風是台灣天然災害不斷的主因，如何與天災共存，如何在災變中累積知識與經驗，如

何將文化與性別、宗教敏感度融入備災、救災與重建相關工作，再再考驗著我們的智慧。 

 

1.2 自我調適與抗壓性 

 

林萬億(2004)提出社工在抗壓能力的部分需加強，透過經驗的累積、課程的訓練，以提升自我

的抗壓性及自我調適的能力，如此才能使個案工作順利進行。 
 
「社工員自我修補的能力、自我調適的課程訓練是必要的，因為工作量是突然間的無止無盡的增加，如果當一
個緊急狀態有很巨大的狀態產生的時候，壓力不斷的增加，生理是否自我的調整去因應我的工作量的，同仁間
做宣洩跟互相的支持。在災難過程裡面，真的需要發揮功能的應該是同儕督導的這一塊」(A12-02-12) 
 
「因為我管的是零工，所以每個人都有不一樣的個性、特質。我覺得就是我要去適應他們，然後找到我們可以
合作的方式，很大的學習就是讓我看見人不只一面，有多樣性，然後在這當中，找到一個平衡點，一直隨時在
變換模式」(A12-02-03) 
 
「沒有事的時候快點去教，因為越多人懂，在事情發生時，就可以把那些已有基本知識的人召集起來，投入救
災工作，然後再從這些人身上建立起更多的知識或者技巧…現在的年輕人不像我們小時候我想他們的面對危機
的反應、抗壓性更加低如果要做這樣的救災工作，可能就要訓練他們的抗壓性，要如何提高他們的心理素質，
令到他們可以面對這些困撓」(B01-03-03) 

 
從社工員訪談中得知，社工員的自我修補調適能力建立並運用同儕督導力量是很重要的，除此

之外與個案工作時的適應、調適與學習，都能累積其經驗。所以災難社工的抗壓性是很重要，因此

平常就要訓練，讓更多人具備有災難社工的基本知識。 

 

1.3 情緒管理與同理心 

 
「本身的情緒穩定，因為你面臨到的大部分可能是心慌的災民，或者是他們覺得有點不曉得怎麼辦」(B04-04-03) 
「他們知道自然反應的時候，他們應該要做些什麼危機訊號，我們應該跟什麼團體合作，或是轉介到什麼專業
人士去幫助他們，如果所有的反應都是病態的，你覺得自己可以幫助他們處理所有的問題，我覺得這也不是理
性的決定。什麼是正常反應和不是正常反應，我們怎樣和這一群受災的人反應和一般人不一樣的災民」
(B01-1-04) 
 
「我們要協助他經歷那個必須要經歷的過程，然後能夠一步步看到希望。太快從一個很絕望的情況去相信希
望，他們會覺得跟他是無法連結的。我反而認為，作為一個危機輔導員，我們要知道這個過程是怎樣，這個過
程要怎樣陪伴他們度過，不是強迫他們接受，因為你們是帶著希望去幫助人我覺得這個，你怎樣同步是很重要
的」(B01-11-02) 
 
「資源進到一個災區之後，其實很多重複的浪費，甚至於搞到很多連慈善團體都看不下去，就是物資被災民也
丟掉了，其實我覺得社工尤其是在走社區的時候，可以去做這方面的宣導，專業知能部份，同理心是重要的」
(G12-04-02) 



 

 244

 

災難社工要利用同理心，且知道怎樣處理災民的情緒並透過與災民的情緒同步化的處理，適當

的做資源轉介是非常重要的。 

 

1.4 對災難認知的不足 

 

社工需有了解災難的本質、面對災難的態度及職責等特質，災害現場社工員首要應培養資源動

員能力。但目前社工人力的嚴重耗損，對社工的人力資源是一種浪費。 
 

「身為一個專業的社工，他必須要去了解這個災難的本質是什麼，然後在面對災難的時候，我們應該有的態度
是什麼，然後怎麼樣看待它，以及我們社工的職責應該是放在哪」(B13-06-02) 
 
「第一時間在災害現場，社工員有他的角色；而有角色就有他的知能。災害發生時緊急面第一個考量是資源動
員的能力，以前老師都會教社會資源在哪裡，可是問題在災難現場的考量是動員的能力，而動員力的部分，平
常的訓練有點不足」（A12-01-01） 
 
「目前面臨社工出走潮，現在進入災區的社工，大概半年，他努力了，也受挫了，當他不行、絕望了，最後他
走了，而這一年計畫結束，剛好讓一個社工員上去受挫回來，就這樣周而復始」（A12-06-01) 
 
「她第一次一股熱誠去幫忙，結果痛苦地回來，因為她不知道要做什麼，所以一個資源的整合、分配是很重要
的，他覺得去是一種浪費，學校又沒學到，所以真的要有一個整合」(G2-01-01) 

 

由於台灣對於災難沒有概念和缺乏系統性，常處於混亂之中，需從做中學。災難社工的知能包

含對於災難發生的階段要有一定認知，而不是社會工作在災難時可以做什麼，透過資源整合的機

制，可以避免人力浪費。 

 

1.5 面對災民需求設定底限 

 

當災難發生時，災民承受著很大的身、心、靈壓力，有時甚至可能會提出不合理的要求與協助。

然而社工員不能一昧的滿足災民的需求，而是適時的給予協助，非讓災民過度依賴而無所成長。 

 
「因為跟我走比較近的大多數都是零工，我的做法是，在工作方面，他正面跟我講就沒關係，但如果是私底下
偷偷來的話，我會就是找另一個時間跟他提醒一下，好歸好但是範圍還是要堅守住，讓他們也知道我的底限在
哪裡」(A12-05-02) 
 
「我所秉持的做法是陪伴他們，你們有需求，那提出來，我們一起來商量怎麼解決，而不是變成讓他們有一個
過度依賴」(B07-15-02) 
 
「限制就是說，我們也要明白我們也是人，我們安排社工去災區的時候，也應該要有一段空間的時間去休息。
對於他們的一些支援夠不夠，就是當他們的情緒已經是不能支撐了，有沒有一些幫助…這可能繼續需要一些輔
導，這是重要的」(B01-02-01) 

 

與個案相處之道，就是要堅守原則、相互體諒。當災民有需求提出時，可一同商量如何解決，

而非讓他們過度依賴，我們可以給一個做法，就是給釣竿教釣魚而非直接給他魚吃。所以在處理個

案時，要保持最大的彈性和自己的底限，然後給他們的支援也要足夠。 

 
「我覺得在投入風災的時候，不管是行政人員，政府部門還是社工，文化的這個議題，你都必須要去做一些職
前訓練，或者是提醒，而不是說投入的時候，發生問題你再想辦法補救」(A09-20-02) 
 
「社工需要一些專業的災難教育的訓練，如果是相關背景出身的，但沒有實際去接觸災民的經歷，後來這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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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能會被撤掉了，我們離開學校也很久，當時學校教的其實也不夠用，那造成災難進來的時候，社工並沒有
這樣的能力去做充分因應的方式」(A08-19-02) 
 
「未來任何災害，我想我們都要準備教育，尤其我們社工這樣的工作，畢竟是我們的一個職責所在，社政、社
工其實都在一個必須要去被大家更重視」(B01-08-02) 
 
「我們很需要像這樣的研習活動或課程，是八八過後沒有幾個月很多社工都離職了，因為那時候很多人都累
了，如果有這樣子的課程，大家都應該要一起上，都有一個概念，甚至是一套 SOP 的一個標準，雖然真正去
操練或災變的歷程、原因不一樣會差異很大」(G11-08-01) 
「社工的訓練裡頭本身就沒有救災的訓練，所以有的時候我也會覺得對我們自己社工這一塊覺得擔心」
(B07-10-03) 
 
「未來社工員的角色會多變，會多元，因為在不一樣的角色，可以做那個溝通跟彈性，我覺得他們在學生的時
候或是他們在訓練的時候先給他們打預防針」(A12-05-02) 
 
「平常備災跟社工人員的一個培訓、整體之間的盤點，前置作業都要做的很好，這樣子在災害發生的時候，起
碼你在應變上面，它其實是比較會有脈絡可循的」(B13-10-02) 
 
「要培養敏感度的部份，因為每個人創傷經驗都不同，創傷的反應也不一樣，那不見得每一個人都會把自己的
創傷經驗表現在大家看得到的面向上面，所以就是要看到，行為背後的原因是什麼」(G12-04-01) 

 

    災難社工的養成可以透過專業的知能訓練來加強對未來工作的順暢度。其內容包含何謂災難、

防／備災知識、救災訓練、協調能力、緊急應變能力、性別與文化敏感度等多元角色之訓練，以彌

補目前社工員不足的部分。 
 

2.社工與志工角色的定位不清 

 

在救災過程中，若社工與志工的角色定位不清楚，可能會造成工作分配不均、浪費人力的情事。

故社工與志工的角色定位清楚也能妥善溝通協調往往能在救災的過程中事半功倍。 

 
「社工在第一線上要扮演很好的溝通角色，如第一時間災區，NGO 很多志工、外人都要進來，導致吵雜或是
空氣不好等，社工就要處理這些東西，GO 部門的社工依過去公權力的角色經驗來執行時，就比較有權力，這
是 NGO 社工做不來的。我認為志工和社工的關係，需要很好的互動和合作關係，因為社工了解狀況，但是沒
有那麼多人力和能力，志工就可以協助社工」(B15-07-03) 
 
「你身為一個社工，身體力行然後建立出來的合作關係，可以讓這種合作更優質。再來當然是協調，然後相互
的尊重，然後優質的人際互動」(B07-09-01) 
 
「協調好，分工系統建立起來，優質的互動就會出來，相互配合，能夠讓工作做得更好」(B04-05-02) 
 
「社工還是要定位在有專業跟能力；志工是能夠提出意見，但他不要提出對抗，救災的過程中社工也會有他不
足的地方，這時就要接納一些改變，或者清楚說明為什麼要改變？」(B08-16-01) 
 
「實際上應該社工是要來做統籌資源的部分，但是我們卻被調去是一個比較志工的角色的工作。我主要先去做
需求調查，剛開始進去他們其實抗拒很大，因為那時候我不帶有任何資源進去，只是聽說有慰助金，但是這個
東西其實都沒有辦法給他們任何承諾，不過因為我是當地人，所以他們接受度會比較高一點，…社工的角色當
然是可以更突出，或者將二者去做一些區別。勘災我覺得那本來就不是我們的專業，要我們去認定什麼房子是
受損多少？是半倒還是全倒？對我們來說真的很困難。可是當時就是有這個需求，想要把錢先交到災民手上，
所以我們就被賦予這樣的任務，…我覺得我們社工並沒有做我們社工應該做的事，重點是我們都會討論，也都
知道自己應該被擺在什麼位置才 ok，但是我的上面，並不認為，我覺得我們社工都做得很好，只是我們待在
的部門是公部門，我們不曉得要做什麼？好像被臨時加派，然後我們就回報東西，比較不明確。我也不知道要
扮演什麼樣的角色，就是不斷的被賦予責任，然後就去做」(A08-01-01；A08-03-02；A08-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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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難發生之後，社工的角色無論是在台灣、美國、哪裡都好，定位都是沒有特定的，這是因為我們不是要一
個很專業的角色，而是看社會發展或者問題發生以後，看看有沒有什麼地方沒有人做的，我可以在那方面去做
得好一點…災難發生後，有什麼不同專業會去災區呢？有沒有一些 gap 沒有人做到的，那在這個部分，我們社
工本身有沒有發揮的地方呢？或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專業，但我們就硬硬的下放到災區裡呢？…你要做到讓人
知道你就是這部分的 professional，另一個說法，就是社會工作者不應該定型的，應該是看有哪些空間需要做工
作，我們就去做」(B01-05-01；B01-05-02) 

 
社工的經驗與資歷是災難工作的重要關鍵，他會很清楚自己的角色，盡力把事情以最妥善的方

式處理，並懂得如何與志工或外來者溝通協商。而有社工督導提及社工的定位在專業與能力；志工

則站在輔助的位置且要具有使命感。所以社工與志工應相互尊重，多多溝通、協調，如此才能把社

工與志工間的合作關係、秩序與原則建立起來，自然而然會產生優質的互動。 

 
3.行政體系的缺失 

 

  洪郁婷(2002)研究發現指出，政府在面臨重大緊急災難時，官僚系統的實際運作往往會產生負

面功能，諸如：過度重視組織的生存，忽略當初所設定的目標與任務；回應災難速度與整合功能欠

缺；職權分工造成本位主義；冗長的標準作業流程等等。以下則針對權責、GO/NGO 溝通協調、

資訊不對等、駐點、運用在地人力資源等五項來說明： 

 

3.1 權責 

 

根據台東一位資深社工的訪談中提到在八八水災以後，在安置災民的過程中，應是災民有需求

有需要的地方，社工就應該主動去協助他，但受限於權限及立場問題，無法真實回報處置情形。 

 
「我們是盡力而為，政府還沒有決定要安置災民的時候，我們就主動去把那些人接回來，我們也不敢往上報，
長官會說你憑什麼去安置，我沒有命令你。但是在我們的立場來說，民眾有需要的地方，我們就應該去協助他」
(A07-02-02) 
 
「主要是還有教育處的部分，衛生局說整個心理諮商的部分要由他們來統籌，可能覺得說所有的平台就要去做
整合和服務的一個分配」(A08-01-02) 
 
「因為在安置時會有很多的單位進來，這會給災民很多的期望，可是結果却讓他們失望，所以他們會保持觀望
的態度，而不是很信任我們，所以在那個建立關係上，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A12-03-02) 

 

政府單位及社福機構的權責不清，往往會導致災民需求無法被滿足、資源重複使用的浪費狀

況，甚至會影響到災民對社工的不信任感。 

 
3.2 GO／NGO 溝通協調 

 

公、私部門的責任分工模糊，且需要花很多時間溝通，常有矛盾的情況。所以事先需要有系統

的確認清楚，並與直接服務者溝通後再制定政策將更合宜。且提升整合公私部門的責任分工與謀和

的權力關係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責任分工的部分，在一開始剛進來的時候很模糊，尤其是公私部門的溝通會花比較多的時間，…最開始的
責任分工，一開始就要談清楚，我們在這個地方是要扮演怎樣的角色，各個部門要很清楚自己的位置及做什麼
事情，並要有一個系統出來，指示你負責的部份和要完成的階段。舉例來說，中央有講這次風災我們要劃定區
域，才可以申請永久屋的部分，但它並沒有聽到原住民本身的需求，所以應該要先跟實際有面臨到這些問題的
人先聊過，才會比較符合他們的需求，…GO 跟我們在友伴團隊關係上的工作技巧，對於提升公私部門，一個
整合部門間互相責任分工及謀和的權力關係，是很重要的。比如說一些 NGO 進去災民的中長期安置時，這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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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協助者的角色，它可以是從多面向進去，例如：進來的 NGO 它其中一部份可能是以自己本來的關懷團隊
進去，不受政府的約束，也有可能其中一部份是受政府委託進去的，立場是不一樣，但都叫作社工員，可是服
務的立場、態度、方法也會不一樣。但我們可以做一個協調分工，來強調分工合作的機制；以公部門社工的角
色來說，它扮演的角色應該是著讓政府的政策延續，而私部門的社工，則是站在協助安撫案主的立場。社工同
時也是一個中立的角色，當他發現政府的決策沒有辦法有效的服務到服務端，這時就需要一方面軟化政府政策
去媒合，另一方面去跟政府說我們這樣恐怕沒辦法，我覺得在中長期的社工這也是很有需要」（A12-06-01；
A12-06-02；A12-04-01） 
 
「我們的生存原則就是不確定性，像我們很可能上去反映一些事情，都是很透明，很暢通的；但是上對下就是
主管們可能還沒有想得很透徹，所以上對下的溝通會有一點卡卡的，對 worker 來講，就是一種不確定性，那
不確定性就很容易造成一些人員的流動，就不知到未來該如何規劃」(A12-06-03) 
 
「這個資料有沒有提供或是有沒有核對，如果資訊平台的建立，是可以克服的」(A09-20-02) 
 
「可能要跟公部門或是私部門要做垂直或平行的連結是很重要的」(G11-03-01) 
 
「民間大家都很熱心，但是整合不夠，我常笑說，好像在經歷 NGO 的角力，每個人都怕自己沒有在這裡站一
席之地會錯過什麼似的。你怎麼確定你能滿足了整個災民的需求？你怎麼確定你不是擋住人家？你怎麼確定大
家進來對於需要幫助的家庭是好事還是壞事？台灣這幾年來都沒有得到教訓，每次都發生災害，但都無法從這
個教育中學習到，這是政府的責任」（B15-06-03） 
 
「我們一邊作一邊擔心不知道錢從哪裡來？很多行政程序綁在那邊，但是做了以後沒辦法收拾就不敢放手做」
(B08-09-01) 

 

  GO 與 NGO 間常常會有責任分工、立場不一的情事發生。舉例而言，GO 的行政效率過於遲緩，

因行政程序的關係常常為了索取物資、經費過大而導致招標的事宜產生，往往緩不應急。但 NGO

卻能即時給予災民所需的物資、便當甚至是救助金。所以當災難發生前，政府組織要能將權責劃分

清楚，哪些部分由 GO 來做，哪些部分由 NGO 來處理，而又有哪些事情是 GO 與 NGO 能共同協助災民

的。在災難發生時才能在最有效的時間內處理災民的所需。故 GO 與 NGO 的溝通協助很重要，不然

只是徒增救災的時間罷了。 

 

3.3 資訊不對等、分配不均 

 

資源整合調度有多重要，根據 88 水災第一線社工督導所言，特別強調資源整合與調度在天然

災變第一線工作之重要：重建階段，社工應具備統合能力，和對各資源領域的涉略，以及做資源平

均的分配。 

 
「災後重建，社工主要具備的是一個統合，譬如說小孩子的就學、就業的資源。因為各個團體，她/他們服務
的面向雖然大致有分別，但是很容易會有重疊的地方。我們資源沒有分配好的話，就變成一個資源的浪費，當
分配不均時會造成一些反彈」(G12-01-01) 
 
「其實我們得到的資訊並不見得是完全符合災區民眾裡面的需求，而空投下去的物資，也許有些人是拿不到」
(B04-06-02) 
 
 
「透明化是很重要的，在這過程當中某種程度上面我會感覺到資訊是不對等的，就是說資訊可能只有傳遞給某
些人，或是說給某些層級的人知道」(B09-11-02) 
 
「我覺得整合平台的建立，非常的困難而且非常的必須，你們覺得這個資源整合的平台應該要怎麼樣的建立？」
(A09-14-02) 
 
「政策的不穩定當然會讓我們在一些回應上有一些問題，可是他不是一個數字，是政策跟人力很多方面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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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9-09-01) 
 

兒盟認為資訊最不對等的地方在於政府單位與社福機構之間的決策關係。而資訊的不確定性是

個問題，唯盡力安撫災民情緒為工作首責。所以建立整合平台最大的目的要執行與落實計畫，不是

流形式，單位與單位之間的互通系統有待檢討。 

 
3.4 駐點 

 

駐點社工的優勢在於對文化的了解、資源的運用、引領的便利性。面對組織健全的部落，是由

重要的家族統籌；而分散的部落，在地社工則扮演關鍵的角色，能妥善運用資源。 

 
「如果我們是駐點的社工，我相信因為你在那個地方生活，你會知道那個地方的文化、特色及當地的村民需要
的是什麼，你可以引領他們，讓他們知道，未來可以怎麼走，…有些部落它是很完整，組織也很健全；如果發
生了災害，幾個比較重要的家族，是可以把整個部落拉起來。不過有些部落就沒有辦法，因為村子分散，他們
裡面的一些組織一定也是分散，沒有一個領導者，可能就會比較麻煩，如果有在地駐點的社工在裡面，他可能
才會有辦法比外人知道，裡面有什麼資源可以拉出來使用」(A08-16-02；A08-17-01) 
 
「要服務她們就要全心的奉獻，24 小時的進駐這個地方，很多的信任就是從這個地方開始的，尤其是從山上
撤下來的鄉民」(A10-06-01) 
 
「因為我們的社工是駐點，應該是第一時間就可以掌握資源，譬如說可能災區有缺乏什麼，他的手上會有一些
福利團體的名單，也會知道那些物資有庫存，在哪個村或是鄰近的哪個村；他可以馬上招募村裡面的一些媽媽，
或是村裡面的一些團體，可是如果我們是公部門，又都在第二線的 GO 單位，要我們第一時間下去，好像空投
一樣，那在哪裡我們什麼也不知道，誰都不認識」(A08-06-01) 
 
「由於社工本來就不是駐點在當地或是鄉公所裡面的，村裡的幹事跟村里長，他們當然會覺得說他們是發號司
令者，也是一個資源的統籌者；因為物資都是透過他們去做分配，在這個部分以社工的角色是不太可能去參與
的」(A08-12-02) 
「不管是從救災，還是到了安置或是到了後面的重建，我發現它會繞著一個社區，方法不變就是工作，現在我
知道我該做什麼，但像現在我離他們那麼遠，因為災區的變化太快了，你没有常在那邊的話，你會不知道今天
他們又改變了什麼？那我覺得這樣的服務是沒有效的」(A08-18-02) 
 
「即便是一個社區結構很完整的社區，如果他信任你的話，還是可以做一些事，但是那要花一些時間建立關係，
如果沒有常讓他們看見你，而你也沒有讓他知道你是來這邊做什麼的話，其實那是會很困難」(A08-18-01) 

 
根據上述受訪者的實際經驗，可以瞭解到設立長期駐點、專責的社工是有其必要性。不論是救

災、安置或重建，因為重建之路是很長的。與災民建立良好互動關係是很重要的。再者長期駐點，

可發展文化特色，進而進行社區營造。 

 
駐點社工的資源調配，與非駐點社工的資源運用是有其困境的。但可運用在地的人力資源作為

助力，例如當地的村幹事、村里長，由於他們在社區中擔任資源的統籌者角色，所以若能善用當地

人力可減輕人力的分配，亦可使工作更為便利。 

 
3.5 運用在地人力資源 

 

資源整合平台的建立需要在地組織的力量協助，不然純粹經由公部門是來不及的。而且當地單

位比較了解當地狀況，由他們負責發放物資，可以減少分配不均的問題。 

 
「村長他會把工作分派給村幹事，然後村幹事跟社區的發展協會配合，所有的物資都集中到發展協會，社區很
多人也自願來當義工，大家一起分配這些物資，由於村幹事有名冊，他們就能很技巧的分配，他不是以戶，如
家裡面這一戶有五個人，那就是五個人就給五包米，這個方式去分配，所以比較沒有分配不均的情形」(G1-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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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出去的話，會盡量帶著當地的居民，在訪視的過程中，在車程的途中，她/他就會幫我們介紹說這
裡是哪裡，然後當我們到了案主家，要去做訪視的時候，因為她/他們也都認識，很快的就可以拉近我們彼此
之間的距離，並建立我們之間的關係，如果沒有她/他們，我們可能要跨好大一圈，才可以進入焦點，那經過
她/他們的協助，我們其實可以縮短那個距離」(G11-06-01) 
 
「這次的救災，主要是沿用到社區的營造概念，資源連結是以社區在地為優先，畢竟在地的需求，在地的組織
最了解，並能立即尋求支援。由於很多在地居民對我們機構，甚至方案根本不了解，現在透過社區活動散播訊
息，先處理急難性的個案，然後再慢慢去延伸」(G04-02-01) 
 
「因為我們希望用的是山區的當地人來做社工最好，問題是要找到這些人有點困難，所以怎麼樣從山區裡面找
到這些人來，然後針對災難發生時，有關心理重建部份的知能或是如何去做資源整合這方面的訓練，可能會是
比較需要的。因為我們平地去的時候，我們可能不了解他們當地的文化、特性」(B06-11-02) 
 
「其實我們山區那邊，幾乎都是聯絡，我們那些村里長，全部很快速的去把資料弄出來，把所有山區的整個地
圖弄出來，然後劃分區域，去管控說這邊的物資去哪裡，然後變成物資就是一個點一個點投」(B05-06-01) 
 
「現在在山上的話，就以聘用原青當社工助理的方式，一方面可以讓她/他們有一個算是穩定的工作，因為她/
他們是在地的人，那我們就可以了解到需求是什麼，她/他在辦公室就變成一個平台，可以替村莊裡面的人發
聲」(G10-05-01) 
 
「如果是為了特定的災難安置找的社工，我會期待他對於服務的族群有一定程度的了解。今天如果我要找的是
服務布農族的社工員，我當然會期待說他是能夠了解布農族的基本特質、文化等部份，甚至如果有可能可以找
到布農族的社工而我們認為是 ok 的」(B09-11-03) 
 
「村莊是各村的村長或各村的領導人來做引導，所以政府體系進來的時候，已經是有一點慢了」(A04-01-01) 

 

若能整合當地的人力資源，便能有效的提高溝通協調、縮短找路和建立關係的時間，亦能真正

了解災民的需求、文化及特色。況且在地的村里長知曉地理狀況及戶數分佈。透過他們能快速進入

狀況，將物資空投到正確的地方，數量為多少?即時反應及匯整訊息，將物資做良好控管。與在地

組織連結及整合，才能獲得即時援助。並且於災難發生時給予實際心理重建的輔導。 

 
4.社會支持缺乏 

 

支持社工的力量包含專業的支持與行政的支持，專業支持包含學界的努力、行政部門則是提高社

工的地位。 

 
「安置在第一時間就已經安置，其實我們就把調查結果做成一個比較統整的東西呈報上去，並支援整個處裡面
的業務，我們其實也沒辦法掌握說它整個調查出來後續的一個災民重建的工作，…社工三大工作方法，個案、
團體跟社區都需要，內政部的補助是不是足夠讓我們社工在那個點，陪伴我們災民做完那個期程，還是它只是
個短期性的，比如說兩三年，那我覺得這個部分應該也要做一點考量」(A08-02-02；A08-18-03) 
 
「災難社工在自我調適的部分，需要增加專業訓練跟支持的力量」(B08-16-03) 
「例如說：針對那失蹤人口，他們有後續撫卹金的問題跟有一些補助的問題，那有涉及到類似遺產，債務的問
題，法律服務執秘有再跟我聯絡，所以我就把這些人的名單，讓他們知道有這些的資源可以接受服務，然後就
把名單給他們，由他們去做一個接觸。那對我來講，有一個困難是說，我不能出去，就只能透過電話來聯繫那
個服務的機構，請他來做協助這樣，那時候的困難是，除了那個調查結束之後，我不能出去做一些」(A08-02-03) 

 

社工員是否能長期的服務災民，需考量政府是否有足夠的經費或資源，以及足夠的支持系統。

畢竟救災是長期的服務，非一時半刻可以結束的，故支持的力量是很重要的。 

 

三、   天然災變中社工工作模式的建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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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昌泰(2003)指出，我們所處的是一個變遷複雜的動態環境，既然是動態的不確定環境，危機

出現的時機、地點、方式就完全沒有辦法預測。危機來自諸多不同的管道，隨時都可能發生，由於

範圍太廣，根本不可能列出各種可能危機型態，也因此增加了管理上的困難。危機發生時，最重要

的是落實緊急應變計畫與迅速反應，包括成立危機指揮中心，負責危機狀況的統籌決策與行動指

揮；建立危機情境的監測系統，隨時掌握危機的最新發展現況做立即處置，並且管理與調配現有的

資源，以降低危機的衝擊。所以工作模式的建立就相形顯得重要，建立 SOP 讓災難社工有依據可

循，而不再是多頭馬車的進行事務，導致人力、物資的不均、浪費或不足。模式的建立可由以下四

個方向著手進行：1.資源整合平台的建置；2.培育在地人力；3.研習活動的舉辦；4.社工的任務與

職責。 
 

1. 資源整合平台的建置 

 

在整個救災的過程中，社工若能透過資源整合平台的資訊，便能更快速的發放物資、調度人

力、提供即時資訊給災民…等。故資源整合平台應包含有國軍資源系統、物資系統、人力資源系

統、資訊系統、醫療資源系統、學校資源系統、交通系統、各地人口統計系統…等，隨時更新資

料。每個系統有個主負責人，透過發掘、整合、了解問題後，提供解決方案。有了統一的對外負

責窗口，可讓救災較為流暢。 

 
「這個資料有沒有提供或是有沒有核對，如果資訊平台的建立，是可以克服的」(A09-20-02) 
 
「這些資源是不是足夠讓相關居民知道說，今天芭瑪颱風來了，已經發布緊急危險區域了，我們有什麼資源能
夠讓當地的人知道並可以到安全的地方，獲得妥適的照顧，…莫拉克颱風的時候，我們輔導會主任委員說榮家
還有部隊要開放資源；緊急災難發生的時候，災難還沒來前的時候，就要建立這樣的一個模式。那時我一個人
要面對這麼多人的，我要做防颱、安置，這時候發現很多單位主動來了，國軍台東地區指揮部調了十二個兵力，
他們的指揮官、營輔導長親自來我們這個地方讓我指揮，這就不會浪費現有的編制人員，因為有賦予我們原來
的任務，我們可以抽掉部分的人員來安置這些災民，…如何整合這些既有的床位，我們的社政單位、社會處都
有這個資料，資源一調查出來以後，我們跟他們簽資源協定的時候，就很容易獲得這個資源。這些單位在我們
全國各地都有，至於哪些單位願意，哪些單位不願意，事實上是可以調查的，就好像我們的慎修養護中心有跟
二十一個縣市簽約，有任何問題發生，身心障礙的，我們都有合約，歡迎送到我們這邊來接受安置」(A07-04-01；
A07-05-01；A07-08-02) 
 
「剛剛特別提到善用網路跟通訊的資源，這個平台如果能架構起來，急難救助這個區塊有個平台可以利用，我
想這個部分應該會讓處理問題的時效更快，…我們就舉例，像我們孕婦生了孩子要紙尿褲就找不到平台來要這
個資源。如果社會捐助了那麼多資源，有水、有紙尿褲、有奶粉，在這個平台裡面都有的話，我們只要在平台
做申請，及時的讓受災戶獲得他想要的，…如果要時效要快，應該以台灣各縣市為單位，這個平台應該放在各
縣市政府，然後由中央可以直接看到所有的運作情況」(A07-09-02；A07-09-02；A07-09-03) 
 
「災難社工應該要能統合社政、衛政，然後再加上整個的運作，最好能夠很充裕的掌握人員，這樣在災難處理
的過程當中，他才不會處處都去問人家，因為很多事情都是急迫的，…我們的輔導室裡面有社工人員，有照護
人員、保健組，護理長、護士、保健員、藥劑員，再加上醫院，這樣比較能直接執行工作的人員有這整個單位
的歷練，我想在指揮、運作緊急災難或是中長期安置的時候，運作會比較順遂」(A07-12-01；A07-11-02) 
 
「民間整合的能力比我們強很多，這些服務團體他們能在最快的時間之內設立一個平台，但那個平台是沒有政
府參與的，變成他們有一個平台之後，去跟政府說，我們可以提供什麼？那你們需不需要我們提供這些服務？
所以說如果政府要把這個角色抓過來自己身上的話，平常就要去做一些資源的建置，平常就該了解這些資源在
哪裡？當需求來臨的時候，就知道那個資源要怎麼找，然後可以怎麼提供？怎麼連結？…不管是從救災，還是
到了安置，甚至到了最後面的重建，我發現在社區內不變就是工作，尤其現在我知道我該做什麼，但如果我沒
有駐點在災區的話，因為災區的變化太快了，如果不常在當地，你不知道到底有多少人進去？不知道今天他們
又改變了什麼？那我覺得這樣的服務是沒有效的」(A08-07-03；A08-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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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緊急應變小組有個架構，是負責綜合的業務，在機制上面就成立了六個組別，各自的分工，…進入重建
階段後，對於我們的災區，包括受災戶、淹水戶來做為第一線的服務，持續針對這個部分做一個追蹤跟關懷，
甚至說結合當地的一些就業經濟的資訊，恢復到原來的八、九成狀況。當然這個部分，可能還有後續可以去做
服務的，包括他們的就學、就業、生活輔導等，…重建階段的社工人力資源安排是長駐型的，重建之路還很遙
遠」(B01-01-01；B01-03-01；B01-04-01) 
 
「勵馨針對這一次的物資，用了物資的分享平台，先把很多物資做分類再整理，然後再來提供給社區有需要的
人或者分享給其他的社福團體，是我們的典範」(G12-05-01) 
「要有個常設機構，讓新進人員隨時可以貫徹下去。像縣府災民收容的部分，處長也要求做一個標準作業流程。
第一個問題是 SOP 沒有出來的時候，新進人員不知道要做什麼，他們不知道災民收容要做什麼，如果有 SOP
的話，就開一個活動中心，多少人進來，多少個便當，都很明確。第二個問題是權責劃分要很明確，不能用等
待的心態，…地區、災區自己要有個整合平台，一定要有這個機制，村長被壓死或是淹死之後，這地區的指揮
系統怎麼去建置？所以指揮系統怎麼做支援我覺得很重要，這是第一個思考，因為我們都忙著救災，物資進來
太多件對我們而言都是負擔，…資訊其實也要公開，因為不公開會讓民眾有恐慌的心理，所以那時候我們會把
每天收到什麼樣的物資，輸出去的物資都公佈在網站上，我覺得這是未來需要的，這個整合的機制對員工的訓
練真的是行政部門以後要加強的地方，…我覺得資源整合的部份分好幾個部份，第一個就是國軍裝備的資源整
合，第二個就是人力志工的資源整合，志工的資源整合很重要，第三個是相關訊息與行政部門的傳遞」
(B12-07-01；B12-10-02；B12-14-02；B12-18-02) 
 
「我覺得這是可以透過整個的管理系統，這種資源的管理系統建立出來是可以很清楚的、透明的，讓只要進來
裡面工作的人都可以掌握的話，我就可以更清楚的知道我在這裡扮演的角色，我可以做到什麼程度，或是我的
下一個階段要到哪邊去等等之類的」(B09-11-01) 
 
「這個資訊平台有幾個重點，第一就是物資的平台，物資的資訊你有多少工程車要進來，誰進來誰不要進來，
量到底怎麼樣，需要什麼樣的機種，車輛這些都是。資源怎麼到，跟誰連絡，處理多少，這是一個物資的資訊，…
物資的先後、需求，這也是在這平台的訓練裡面要列入考量。如果平台只是開會平台，我覺得這不足夠。所以
平台要有足夠的電腦系統、資訊系統、訓練管理、運送系統等，才能比較完善」(B08-06-01；B08-08-01) 
 
「要是能建立這個優質的資源整合平台，或是個有效能的資源整合平台。要有一個很完整的體制跟魄力，中央
跟地方，包括我們自己，NGO 的體制，也會有這種現象。但是你除了要很詳細的分工之外，還要充分的授權」
(B07-09-02) 
 
「我們成立一個物資補給站，然後要他們列管這些資料。災民需要什麼物資，我們就給你七天的存量，災民物
資不夠就趕快跟我們講，或者我們主動打電話聯繫，了解物資發放的速度。所以這個平台的建立可以提醒我們，
也能提供正確的訊息，讓物資不被浪費且重疊，…我認為救災最重要的還是資訊，地方要有地方的救災體系，
包括部落要有部落的救災體系，或者受他的整個指揮、分配，包括整合的體系，…我認為實際上就是說，資訊
的掌握就是要靠部落或是村裡的防災、救災體系的整合，跟提供」(B06-05-02；B06-05-03；B06-06-02) 

 
「我們也是運用學校的資源，學生快要開學了，了解他們有沒有需要制服、書包、文具，我們就把這個需求訊
息，馬上轉給教育處，資料給他們，請他們趕快連絡，然後把學生資料提供出去」(B05-11-02) 
 
 
「整合平台一定要有一個主責，主責的人他能夠去發掘問題，能夠把問題整合，然後針對問題去了解。要處理
這個問題需要什麼樣的人力資源，或是需要什麼樣的資源，然後下一步再去邀約，再去將資源找進來，然後跟
資源的相關單位去對談，然後去做分工」(B04-05-03) 
 
「重建工作裡面，我們看到的是人力資源和物力資源分配整合的不平均。在人力的部分，發現到很多人力重疊
的資源浪費；在物力部分，民間團體跟政府的資源在投入災區的時候，因為沒有整合的系統，導致有人重複領
到資源，有人卻被忽略掉。經過八八之後，整合是很必要的，可避免造成受災戶在領資源時的浪費，以及產生
一種，需要的人沒有得到幫助，不需要的人卻領到很多次資源，備災應該要注意到」(B03-03-02) 
 
「比如說一些 NGO 進去中長期安置當然是協助的角色，NGO 進去當然也有很多面向進去，它可能是自己本來
的關懷團隊進去，就是不受政府的約束，那有一票是政府委託他進去的，那進去的立場是不一樣，都叫作社工
員，可是服務的立場不一樣，態度不一樣，方法也不一樣。我們可以做一個協調分工，強調的是分工合作的機



 

 252

制，公部門社工的角色是放在怎麼樣去讓政府的政策延續，那民間社工是協助安撫案主的立場。社工也是一個
中立的角色，當他發現政府的決策沒有辦法有效的服務到服務端，一方面軟化政府政策去媒合，一方面去跟政
府說我們這樣恐怕沒辦法，我覺得在中長期的社工也是很有需要」（A12-04-01） 
 
「經驗傳承的是資源平台的會議，很多團體可能是在重複做同樣的協助工作，那我們覺得是需要將這個資源平
台去建置起來，讓大家彼此互相瞭解，不要再讓資源有重複和浪費」(B14-10-03) 
 
「災難發生時有緊急醫療網的處理運作，會讓災民的復健的速度更快、更有效率，…有一個伊甸的社工，他組
織了一個小的團隊，把醫療、心理、靈性、總務和物資分出來成各部份。一個組織的運作、工作模式的運作是
很重要的，那不是誰的工作，而是在場的工作人員都要投入那個機制，讓組織發揮功能」(A11-01-02；A11-03-01) 
 
「資源整合平台要由中央政府來主導，軍方的資源要納入討論，…整合平台中，資源的透明度非常重要，另外
特殊族群的考量也要考慮」(A10-10-01；A10-10-02) 
 

    從上述社會處處長、副處長、科長、社工督導及社工員的訪談中得知，建制資源整合平台是勢

在必行的。社會處副處長指出透過在地的力量去掌握當地的資訊、需求，縣府單位才可能去整合資

訊、需求及資源。資訊正確才能確實掌握需求，進而建立平台。物資的列管、控管很重要。有平台

的建立亦能提供正確的需求及訊息。每個單位、地方需有自己的一套救災模式，透過資訊的傳遞才

能進而達到整合的目的。資訊的掌握仍需靠部落的防災、救災系統來整合及提供。 

 

資源的統計在災難發生前就必須要有個整合，訂定資源協定後，災難發生時便可以備存的狀態

來被使用。發生災難時，如果有前面的資源統合，便能有優先順序來依序完成。跟其他單位聯繫並

妥善利用網路資源能夠讓處理災難問題效率更快。透過平台的申請，讓災民能夠盡快拿到物資。而

民間的整合力量強大，政府單位可從中效法學習並於平時建置資源系統。所以資源平台的建立應該

以地方政府為單位並整合讓中央能夠直接看到，但指揮系統應該是統一由中央處理，對外新聞統一

的發布，資源的籌備與發放都會比較順利。 

 

2. 培育在地人力 

 

災難發生時的領導體系應該以當地組織、體系為主。並可聘請原青做社工助理，以即時了解需

求並提供村內發聲管道。讓社區重建，並能永續經營，就要培植在地人才，由在地人自己去經營自

己的社區，他們才是最了解自己社區的需求，找出在地人才，並供專業團隊陪伴他們執行重建計畫。

利用原民的力量，讓原民重新振作起來。 
 

「去做一個用人計畫，變成十年重建社工，然後也做一個重建的一個工作，就是說辦公室，然後主要去負責當
然中間幾個社工會派駐到各個就是說重建的一個區域去，然後未來就是跟生活重建中心來做搭配，就是做一個
橋樑」(B13-06-01) 
 
「現在在山上的話，就可以聘用原青當社工助理的方式，一方面可以讓她/他們有一個算是穩定的工作，雖然
說沒有到很長期，我們一起工作的時候，因為她/他們是在地的人，我們就可以了解到災民需求是什麼，她/他
在辦公室就變成一個平台，可以替村莊裡面的人發聲，…針對人力跟組織培力的部份，以社區營造的角度去看，
給在地的社團。針對社區來申請經費，給一些補助，可以做人口調察，做身障老人、弱勢兒童，所以不再只是
個案，那希望透過方案的操作，也包括防災家庭服務、文化保存跟產業。很多人不願意在山上工作，我們轉換
就是不一定要用專業的社工人力，有沒有在地的人可以，她/他有基本教育程度，願意跟著學，那我們有人帶」
(G10-05-01；G10-05-02) 
 
「荖濃國小比較有主導權，因為校長她很熱心，在那邊也大概六年了，平常就是跟村民有一個很密集的聯繫、
溝通和互動，所以反而在主導方面，比較強勢、熱誠，對外的資源也比較豐富，所以有管道的話那就陸陸續續
就引進來」(G13-06-01) 
 
「村莊是各村的村長或各村的領導人來做引導，所以政府體系進來的時候，已經是有一點慢了」(A04-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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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長他會把工作分派給村幹事，然後村幹事跟社區的發展協會配合，所有的物資都集中到發展協會，社區很
多人也自願來當義工，大家一起分配這些物資，由於村幹事有名冊，他們就能很有技巧的分配，他不是以戶，
例如這一戶有五個人，那就是分配五個人份，也就給五包米，用這個方式去分配，比較沒有分配不均的情形」
(G1-04-01) 
 
「她第一次一股熱誠去幫忙，結果痛苦地回來，因為她不知道要做什麼，所以一個資源的整合、分配是很重要
的。他覺得去是一種浪費，學校又沒顧到，所以真的要有一個整合」(G2-01-01) 
 
「把原來社政跟社區營造這一塊的資源，跟心理衛生工作結合，如前天，小林社區的自殺個案，我怎麼運用原
來的資源，跳脫公部門的角色去協助他們，甚至連結社區產業，像生活重建中心也有勞工局跟原民處結合互
動，…重建大概有三個部分，第一個是災區的狀況，包括怎麼樣來協助災民重建過去的一些經濟社會網絡；二
是災區災民的心理狀況，面對自殺自殘或是失去雙親的狀況，怎麼樣來協助他；最後是互動。期待能夠依序前
面兩個主題的討論，看能不能更深入了解經濟在社會、心理這三個層面上，我們可以做些什麼樣的服務來進行
協助，…我們的資源重疊性非常高，這不是一個畫大餅的問題，而是擾民跟浪費的問題。所以，當你們今天要
進駐的時候，可以跟生活重建中心做一個聯繫，避免人力的耗費及造成災民心理創傷的加重」(G3-02-01；
G03-02-02；G03-02-03) 
 
「這次的救災，主要是延用到社區的營造概念，資源連結是以社區在地為優先，畢竟在地的需求是在地的組織
最了解，能夠立即尋求支援。由於很多在地居民對我們機構，甚至方案根本不了解，現在透過社區活動散播訊
息，先處理急難性的個案，然後再慢慢去延伸」(G04-02-01) 
 
「很多災害應變系統要讓社區自己來，你提計畫我們幫忙你，從日本經驗或是 921 的經驗都告訴我們要用在地
人出來很重要，這樣才能永續經營」(B15-10-01) 
 
「原住民團體進來讓他們有力量出來。一開始原民是被擺佈的，但是後來有原民團體進來他們就自己做管控」
(A11-03-02) 

 

從此次救災的過程中，不難發現當地的村長及村幹事各司其職，且能結合當地社區資源，整合

物資分配系統。與在地組織連結及整合。故災難發生時善用地方有力人士，建立社區資源網絡，才

能獲得即時援助。 

 

3. 研習活動的舉辦 

 

社工員建議可多舉辦研習課程，包含急救課程、救災的專業訓練等，並建立合宜的 SOP 標準，

亦需考量到災變的差異性。社工員唯有充實自己的能力和專業知識，將這些知能累積、轉化為服務

的指引(NASW，1996)，才能有效的幫助災民。 

 
「這個就是專業式的社工又怕會見樹不見林，變成這種情況。但是本來就是這樣，你分工要精細，你才能夠去
做整個深入性的一個服務」(B06-11-01) 
 
「未來社工員的角色會多變，會多元，因為在不一樣的角色，可以做那個溝通跟彈性，我覺得他們在學生的時
候或是他們在訓練的時候先給他們打預防針」(A12-05-02) 
「要培養敏感度的部份，因為每個人創傷經驗都不同，創傷的反應也不一樣，那不見得每一個人都會把自己的
創傷經驗表現在大家看得到的面向上面，所以就是要看到，行為背後的原因是什麼」(G12-04-01) 
 
「我們很需要像這樣的研習活動或課程，像八八過後沒有幾個月很多社工都離職了，因為那時候很多人都累
了，如果有這樣子的課程，大家都應該要一起上，都有一個概念，甚至是一套 SOP 的標準，雖然真正去操練
或災變的歷程、原因不一樣會差異很大。」(G11-08-01) 
 
「社工的訓練裡頭本身就沒有救災的訓練，所以有的時候我也會覺得對我們自己社工這一塊覺得擔心，…建議
應加強社工專業的部分，怎麼樣去急救、救災的一些部分作結合」(B07-10-03；B07-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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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常備災跟人員的一個培訓、整體之間的盤點，前置作業都要做的很好，這樣子在災害發生的時候，起碼你
在應變上面，它其實是比較會有脈絡可循的。」(B13-10-02) 
 
「對災難的體會，不能以我們的經驗為主，所以社工進去的時候，要對災難有不一樣的瞭解，譬如你剛剛說部
落那些每年都在水災的人，他們的心態跟我們就不一樣，這個我們要去理解，所以災難教育很重要」（B16-02-02） 

 

因此，作者乃呼籲必須立即規劃投入相關心理衛生服務與相關參與前訓練服務、建置督導系

統，以提供災民災後重建的生活與健康的支持，同時也減少輔導人員的替代性創傷發生。 

 

4. 社工的任務與職責 

 

社工於救災的三個階段任務為撤離、安置、重建。在過程中與個案相處在於陪伴與合作，激勵

個案自身的力量，協助災民從災難中再次站起來。 

 
「社工的專業在於關心、慰問民眾，關心他們的生活起居，要怎樣談到他們的心裡面，這可能志工談論的話就
比較表面一點。我們有一個優勢是說，我們都住在這裡，一天到晚都跟民眾在一起。」(A12-01-03) 
 
「因為我們一直很想營造一種夥伴的合作關係，還是有位階，但是盡量讓他們覺得說，有話不會不敢講，至少
還敢私底下跟我們講，到最後其實他們也都知道我的底限在哪裡，工作的重點是在於陪伴，而不是管理，我覺
得這個還蠻重要的。我們要的是跟他們站在同一陣線上，甚至我們可以跟他們一起去抗議，但是我不同情你，
因為有些人覺得他們就是要被同情，就會讓他們覺得說，我們可以得到東西，但你要讓她知道，她要有東西，
他必須要靠自己的能力。」(A12-05-03) 
「目前是資源的整合，包括人力、物資，在處所環境，也是我們在重建工作裡面需要去做社區的營造部份。目
前的話，在教育的部份，就是災後重建教育的那個觀念：『災後如何的預防』，防災、避災、減災的觀念宣導上
我們災後社工其實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G12-02-02) 
 
「社工的部份它其實必須要去了解這個災難的本質是什麼，然後面對災難的時候，我們應該有的態度是什麼，
然後怎麼樣看待它，以及就是說我們社工的職責應該是放在哪。」(B13-06-02) 

社工的專業在於能深入的與民眾互動，但亦需要有對外的統一窗口負責，以便統整與媒合。除

此之外，災難社工亦需要專業訓練與支持的力量。支持的力量包含專業的支持與行政的支持，專業

支持包含學界的努力、行政部門則是提高社工的地位。如此一來也能減低災難社工的離職率，讓災

難社工的角色充分發揮，亦可避免專業訓練的資源浪費。 
 
 
五、研究結果與建議 
 

研究結果 
 

    研究歷程中，本文作者透過個別訪談、單一訪談、工作坊焦點團體討論，以學理與實務兼具和

背景多元的考量，歷經冗長的訪談安排，資料收集、整理、詮釋與分析，本研究的結論芻列如下： 
 
(一) 天然災害中社工角色與功能 
 
    台灣是個天災頻繁的國家，不論是颱風、地震，常常會造成莫大的災害，當災害來臨時，社工

的角色變更顯重要，不管是災難剛發生、參與救災、安置直至最後的重建工作，無一不倚靠社工員

的協助與支援。因此社工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應明確界定。從上述的資料分析與討論中得知，社工

是個教育者、倡導者、資源調度者及提供資訊者，且需具有資源整合的能力進而去運用。成為一個

社工員必須擁有極高的抗壓力、情緒調適能力、溝通協調能力、問題解決的能力，才不致於被救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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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席捲而來的種種壓力擊倒。在陪伴災民時能適時給予支持、關懷且利用同理心來幫助他們遠離

災變的心理不適。要能善用在地資源，妥善運用當地人脈，達到最有效的成果。到了後期還要協助

部落的文化重建，適時提供產業、就業、在職訓練、培力方面的訊息及協助。 
 
(二) 天然災害中社工的困境 
 
    救災的過程中需要龐大的社工員參與其中，而在天然災害中社工卻有許多的困境無法解法，包

含有專業知能的不足、角色的混淆不清、行政體系的缺失及社工員缺乏社會支持等等。為了解決這

些困境，可以加強天然災變中社工的專業知能，包含何謂災難、防／備災知識、救災訓練、協調能

力、緊急應變能力、性別與文化敏感度等多元角色之訓練，以彌補目前社工員知能不足的部分。而

政府單位亦建立一套天然災害的 SOP、資源整合平台等，讓新進的社工員對天然災變的防治、預防、

執行能有所依據，且能時時運用，累積實戰經驗。 
 
(三) 天然災變中社工工作模式的建立 
 

危機發生時，最重要的是落實緊急應變計畫與迅速反應，包括成立危機指揮中心，負責危機狀

況的統籌決策與行動指揮；建立危機情境的監測系統，隨時掌握危機的最新發展現況做立即處置，

並且管理與調配現有的資源，以降低危機的衝擊。所以工作模式的建立就相形顯得重要。故天然災

變中社工工作模式之建立包含有資源整合平台的建置，有了隨時更新的資源系統，在災難來臨時可

直接上平台登錄需求、尋求支援協助，更可讓救災較為流暢。再者，應加強培育在地人力，利用在

地的社區、協會甚至是原民的力量，讓災區重新振作起來。 
 

研究建議 
 

由於台灣是個天災頻繁，專業助人的社工是不可或缺，且素養需提昇。針對此研究有以下建議： 

 

1. 在職與職前災難社工訓練實為當務之急，以因應下次災難發生時能即刻舒緩、解決災民的需求。 

2. 政府應積極籌劃資源整合平台。且資源整合平台的訊息應及時更新。因單純依靠民間或基層單

位單打獨鬥進行資源收集，實屬不易，且無統整之效。故民間或基層單位所收集之資料應統一

匯整至中央政府，且時時更新資訊，當災難發生時能及時發揮其效用。 

3. 國家級防災中心，如何將社工需求納入，且增加社工知能之訓練實屬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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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與性別敏感度對災後重建以及 
災難研究之重要性 

 
謝臥龍, Ed.D.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性別教育研究所  副教授 
世界課程與教學學會(WCCI)主席與聯合國代表 

 
    歷年來，台灣所形成的災害，造成慘重災情，大抵可分為地震與水災。台灣位於環太平洋地震

帶，菲律賓與歐亞大陸板塊的壓撞，造成地震頻傳，1906 年梅山地震(1258 人死亡)，1935 年新竹

台中大地震(3276 人死亡)，以及 1999 集集地震(2444 死亡)，皆為重大地震事件，；而台灣也身處

在熱帶低氣壓氣團常會經過的地帶，每年颱風帶來的雨水，在風調雨順的情況下，解決河川與水庫

的枯水期，如若不是，也會為這海洋島嶼帶來了重大水災。50 年前的八七水災以及今年的八八水

災，豪雨挾帶土石流，造成家破人亡，山河變色的慘劇，而人為因素的災難，近些年來可溯及的如：

桃園大園的空難，2003 年 SARS 疫情的暴發，經由電子與平面媒體觸目驚心的報導，深切的影響

著國民的日常生活，激化著人民對災難的焦慮恐懼。 
 
    災難（Disaster）是一種突發、無法預料，對家庭單位或個人身體安全 造成威脅的情境，它打

破原有社會秩序，導致人們死亡、財產損失、無家可歸、 失業、經濟活動與通訊的損壞、建築物

及設施的毀損等等。災難的型態一般可分 成天然與人為，天然災難如颱風、海嘯、山崩、水災、

旱災、地震、土石流等； 而人為災難則包含重大火災、爆炸、空難、海難與陸上交通事故、毒性

化學物質 災害、汽油瓦斯外洩、瘟疫等等（周月清，1999）。 
 
    謝臥龍(2009a)指出：災難不只是一種自然或人為因素的災變，摧毀了自然生態的秩序，也重

塑著個體與社會文化的結構脈絡，在重建與復原的歷程中，災難所造成社會關係的斷裂與重建，成

為台灣住民不可磨滅的集體記憶，在在對社會文化產生劇烈衝擊與影響。諸如，八七水災之後島內

移民潮，造成人口遷移，災後社會結構的改變，帶動產業轉型，都市重建。災難，也帶出社會結構

中不公平的資源分配問題，城鄉差距所造成法令律例的適用性，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權力的協調，

角色功能的重塑，傳統固有文化傳承延續與斷裂的兩難，弱勢與少數族群的社會處境和生活重建實

施的差異(失親兒童、性/別獨居老人、原住民、單親父母、殘障者等)，災民的心理急救和復建，參

與救災人民替代性創傷的處理…。  
 
 
    台灣位處於季風帶與地震帶、天然災害中的風災水災，以及歐亞板塊與菲律賓板塊撞擊之下的

地震，尚會為我國人民帶來不可預期的災變，台灣是多天然災害的地區(County at risk)。以消防署

（2009） 的統計資料，我們可略知近 10 年來風災、水災與地震會帶來許多慘重的災情， 請參閱

下列表 7-1： 
 

表 7-1.臺灣近十年天然災害發生次數與人員財產損害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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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份 颱風次數 
豪雨成災

次數 

有造成傷害

的地震次數

傷亡人數 

(死亡＋失蹤)
重傷人數

房屋受損 

(全、半倒)戶數 
最大事件 

88 1 1 2 2,453 11,305 105,553 921 集集大地震

89 
6 2 2 126 232 2,159 

碧利絲風災  

象神風災 

90 8 0 1 354 588 2,624 桃芝風災 

91 3 0 1 11 281 6  

92 7 0 1 7 20 0  

93 9 2 1 94 525 527 敏督利 72 水災

94 1 1 0 15 31 （無統計） 海棠風災，702

95 7 2 2 13 87 103  

96 6 2 0 20 94 135  

97 6 0 0 56 26 73 新勒克風災 

98 4 0 1 700 40 700 莫拉克颱風 

合計 64 13 11 3,884 13,351 111,880  

 
資料來源：2009 年 12 月消防署公告於其網站中的資料～臺灣地區天然災害損    
          失統計 
 
備註：八七水災（48.08.07）死亡 667 人，失蹤 408 人，受傷 942 人，房屋全倒 27,466，房屋半

倒 18,303。 
集集地震（88.09.21）死亡 2415 人，失蹤 29 人，受傷 11,305 人，房屋全倒 51,711，房

屋半倒 53,842。 
莫拉克颱風（98.08.05－25）死亡 673 人，失蹤 26 人，受傷 34 人，房屋全倒 472，房屋

半倒 128，農損 164 億。 
 
    八七水災五十年之後，莫拉那克颱風橫掃並重創南台灣，引發了土石流，撕裂山林的肌里，造

成生離死別的慘劇，呈顯社會文化脈絡的斷裂(小林平埔族文化)，重建與轉化族群的關係，(此次災

變中的災民百分之八十為原住民；而南台灣災民的住所不是海邊，就是山巔，與都會族群有著迥異

的獨特性)。而在這令全國人民永不能忘懷的八八水災集體災難記憶中，我們如何承載既往的災難

經驗與心得，檢討既有的社會文化基石上的法令制度，在實務與學理相互激發中，迅速展開救援、

安置與重建，讓我們再度面臨台灣宿命的地震與水災之時，能以既有的經驗與知識，來面對災變防

制，妥善處理災變。 
 
    1999 年的集集地震，重建之途相當耗時冗長，今年為 921 的十週年，在回顧與展望之際，發

現歷經十年尚有許多不盡完善之處，堆壘的經驗與知識尚不足以應付接踵而來的災害。這次重創南

台灣的莫拉克風災，衝擊家園，也衝擊出政府救災不力，政府效能頗受質疑，法令律例的不周不適，

缺乏以人為本思維的法律基礎；尤其大多數(75%)災民為原住民，在資源分配不公平上，突顯出當

今社會文化上不對等的暴力結構。這次風災幾乎所有的災民都來自海邊與山上，雖然濫抽地下水和

山地濫墾，造成大地反撲，但是政府環保與治水政策失當難逃其咎，資本主義與自由經濟擴大城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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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更是禍源，這讓災民在受災之餘，更身處於社會、經濟和文化邊緣的窘境。 
 
 災難與文化敏感度  
 
    災難衝擊著原有的社會結構與秩序，擁有較少社會資源的族群，往往在救災、安置與重建歷程

中被忽略、被邊緣，甚至被視而不見，人為的處理失當將會擴大災民受災的衝擊，造成生命財產的

威脅。而社會資源分配的不公不義，更會形成結構暴力(Violence Structure)，擴大社會資源不均的

族群與社會階級的差異。莫拉克颱風挾著豪雨沖刷山林，帶來土石流，造成山間偏遠的原住民以及

海濱漁民的家園殘破，生命與生存受到威脅，如若參與救災的政府機關與民間單位無視其環境與需

求的特異性，以主流社會的觀點自以為是的投入救災，不但不能符合災民需求，更會造成資源分配

不公的結構暴力，以及主流價值之下的慈善暴力。 
 
    釋見曄(2009, P.929)指出，台灣是個殖民與被殖民的社會，歷史上經由不同族群與政權的治理，

而將台灣型造出多樣複雜而豐碩的內涵。因此，在震災與重建中必須知悉其文化、族群、階級、性

別與年齡等因素的異同，具有多元文化的思維，始能在震災與重建歷程中，本著公平公義的社會價

值，協助災民克服恐懼困境，使救災體系能充分發揮功能，日後生活與社區重建達成既定的目標。

有鑒於此，Barnett (2001)以大洋洲島嶼天災為例，列舉大洋洲島民多元文化的背景，並且強調多元

文化觀點在防災與救災的重要性。 
 
    Bankoff (2001)則針對西方社會對災難與易受傷害性(Vulnerability)提出不同詮釋，認為不同文

化背景的族群、階級與性別有著不同的體會與認知，單一文化價值的詮釋，不符合多元背景族群的

想像與期待。在這次莫拉克颱風中，原民鄉民與政府單位對於山林利用與整治，災情嚴重程度與危

險性，有著相當大的歧見，造成資源整合的不易，救災進度遲緩。謝依娜(2009, P.119)在她所寫的

文章中指出，家園是人民心之所在，災後遷村有著專業考量，我們應本著文化敏感 (Cultural 
Sensitivity)，重視不同族群的災民社會感受與文化想像，在漫漫復健之途，始得克盡其功。Ellemor 
(2005)也在其著作中提出，災難危機處理(ERM)歷程中，必須謹慎考量不同背景的個體與族群對於

災難的感受與體驗；Ellemor 更以澳洲原住民社區災後重建經驗，建議重建災後安全與永續經營的

社區，需借重於在地危機與災難的認知，以及在地災難與危機處理的經驗與策略，如此才能在視野

共融的情境之下整合資源，共同努力面對災難，進行重建。 
 

本研究則以焦點團體(Focus Group)與個別訪談的方式，訪談參與第一線救災、安置與重建政府

機關與民間社服團體的實務工作者，以及受災災民，除了瞭解救災與求助的困境之外，也探討救災、

安置與重建的過程中，文化與敏感度之重要性。本研究訪談對象涵括 88 水災受災南台灣與東台灣

災區，幅員遼闊，交通不易，加上災後相關工作千頭萬緒，在不干擾其工作之餘，始得以排定訪談

時段。本研究小組長期投入部落健康營造，並在 88 水災災後第一時間加入救災相關工作，與災民

和第一線實務工作者有著伙伴關係，不但較容易安排訪談，也不至於如在災區常見，挾帶行政與研

究資源縱橫於災區的研究者，造成災民與第一線實務工作相當困擾的「研究暴力」。 
 
    災難的救助與災後的重建，不只是資源募集、整合與運用，社會文化複雜的因素以及政治考量，

常會左右其運作方式，因此如何顧及整體人文規畫與社會關懷，時有其必要和迫切性。然而綜觀造

成南台灣慘重損傷的莫拉克颱風，在救災、安置與重建歷程，再再呈現文化敏感度的貧瘠，諸如：

本著熱誠第一時間駐進布農族部落的醫療團，不知布農族有著相當高比率的痛風史，災後身心交瘁

而痛風發作來求診的布農災民，始知醫療團大多無攜帶痛風藥，那瑪夏鄉多位長者，無奈地表達空

投入災區的醫療團根本不知他們的醫療需求，「…每一個醫療團來的時候我都來找他們，但他們都
沒有帶痛風藥，直到你們來，因為你們在那瑪夏醫療工作很多年的時間，你們才知道我們山上的需
要… 其他的來來去去，都不知道啊… 」。對於原住民受災者的需求的不瞭解，在相對的文化認知



 

 259

上沒有共識之時無法提供適切的協助，這讓原民埋怨不已；某村長在接受訪談時以原民特有的幽默

說著：「我們有時候只是無奈的接受一些不是我們需要的物資……就像是 N95 口罩或是紙內褲…沒
穿過紙內褲的我們，穿著紙內褲下河去搶修便橋，上來的時候全身光溜溜的，只剩下鬆緊帶，…那
N95 口罩跟水災又有什麼關聯呢？」 
 
   祖靈在原民社會文化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多位安置營區的長者，在逃離家園飽受驚嚇之餘，

夜夜夢見祖靈要她／她返鄉安頓家園，懷著不安心情向駐營醫師求助，換得是一副百思不解的漠然

與一包安眠藥。安置於營區的長者說到「夢中的祖靈要我回家，我告訴醫生，他說我有什麼心裡創
傷，吃吃安眠藥就不會再夢見祖靈了…」；另一位耆老無奈地說著，他向醫生提及祖靈之事，醫生

輕描淡寫的說「祖靈啊！！只是你現在焦慮之下的心理現象而已，沒有什麼的啦…。」Bankoff(2001)
認為，如若不重視族群特有的文化意義與族群情感，災難常會擴大危及人類社會秩序結構，以及瓦

解其固有的文化認知。 
 
    災難造成社會的變遷，秩序遭受破壞與與斷裂；因此丁仁傑與詹素娟(2004)指出，必須以深遠

與寬廣的角度，在社會網路，文化認知以及社會組織等面向瞭解之下，進行防災與救災；如此一來，

資源的分配與運用始不至於形成不合理分配的現象。缺乏文化敏感度常會忽略與否定原住民與山林

共存的經驗和智慧，這也是造成莫拉克風災的救災、安置與重建中，紛爭不斷的主因。 
 

畢恆達(2002)指出，災難是在特定體制與社會結構之下所發生的社會事件，因此分析在既定的

社經結構的災變影響，可略窺災變對不同族群、性別、社經地位、年齡有著極為顯著差異的影響，

社會資源越缺乏的人，遭受災變衝擊就越大。莫拉克風災造成南台灣自 50 年前八七水災之後的重

大傷害，平埔族聚落的小林慘遭滅村，山巔原住民流離失所，海邊養殖為生的村民家園殘破，人文

關懷的文化敏感度是未來災後重建中相當重要的考量因素，除了讓我們看見莫拉克風災災民因族群

與社經地位不同之下，所造成需求上、文化認同上以及資源分配上極大的差異性，最重要的是協助

我們在災後重建藍圖上注入人文規劃與社會關懷。自九二一集集大地震之後，開啟了我國本土防災

救災實務工作，以及災難學的研究，在經驗與知識傳承中，累積著實務與學理的智慧。然而人文關

懷的文化敏感度之外，性別敏感(Gender Sensitivity)也應涵括在多天然災害的台灣的防災與救災體

系中(Shieh, 2010)，將性別放置在文化與社會脈絡中，理解女性的經驗，知悉女性的需求，重視女

性所扮演的角色。 
 
 災難與性別敏感度  
 
    2005 年第二屆世界減災會議(World Conference on Disaster Reduction, WCDR)在日本兵庫縣舉

行，會中建立性別平等與減災平台，並提出「性別觀點必須納入所有災難風險管理、決策、危險評

估、預警制度、資訊管理、教育與培訓相關政策與制度」(Pearl & Dankelman, 2010)。聯合國國際

減災策略組織(International Strategy for Disaster Reduction, UNISDR, 2008 & 2009)亦相繼針對全球

環境變遷之下，日趨嚴重的災難議題提出減災策略，其中令人相當矚目的是性別敏感度的呼籲，其

目的不只是凸顯天然災害對不同文化、經濟、社會、政治背景的男/女性有著複雜的社會後果與影

響之外，也提出重視長期被疏視的女性在災變下的處境，並強調應將占人口多數的女性列為全球減

災策略平等夥伴，以及在地社區基礎的規劃。 
 
    聯合國第 49 屆婦女地位委員會(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 CSW)呼應 2005 年世界減

災會議的決議，強調性別主流化思量之下，性別敏感對減災策略的重大影響，並且需將性別敏感涵

括於所有防災計畫、災難評估、災變管哩，以及災後重建之中。本人參與第 54 屆 UN-CSW 會議，

並在「亞太地區環境變遷與性別回應」的論壇中，以台灣莫拉克風災經驗，提及當前我國災後重建

決策都是以男性思維為決策方針，中央重建委員會只有一名女性代表，女性的需求與經驗完全被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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略。因此，如何讓女性的觀點注入救災與重建機制，落實性別主流化的救災政策，增加災後重建災

民與女性代表的比率，實為第一步的考量(Shieh, 2010)。 
 
    當我們在此文討論災難中性別的敏感度之時，將會比較偏重於女性，此乃因為男／女在性別權

力關係中，男性所擁有的優勢，擠壓著女性的資源，而讓女性承擔著比較重的負擔，這是此文聚焦

於災難中女性的原因。Pincha (2008)特別強調著男／女權力關係中，男性擁有比較自由的移動空

間，而女性的可動性(mobility)受到相當多的侷限；女性比男性缺乏決策的資源與權力；而男性在

父權社會中，理所當然地被鼓勵與支持參與決策。男性參與公共政策的機會明顯高於女性，女性常

被排除於公共事務的決策機制；在公共空間的擁有方面，男性擁有較多的公共空間使用權，因為女

性可動性以及公共空間使用的機會受到隔離與限制；至於擁有權的部分，男性擁有大部份的社會資

源，不均等的社會資源是造成不對等性別權力關係的重要因素；一般社會文化認為男性與實質價值

(Intrinsic Value)畫等號，而女性則是工具性的價值。例如當學校的老師對成績好的男同學，會以先

天上的資質優秀為由去讚賞他的學業成就，而女性則是後天努力的成果。男／女性權力結構嚴重的

失衡，造成性別權力關係的不對等，這也是本文在談性別敏感度時會焦對女性而談的主因。 
 
災難後女性的處境與地位  
 
災難貧窮化的女性 
 

Enarson(2000) 撰文討論天然災變中的性別議題時，指出全球化與社會急遽變遷，讓社會資源

比較少的女性遭受相當大的影響，因此 Enarson 特別指出性別不平等是造成女性災變脆弱性

(vulnerability)的主因。父權文化中女性從屬的角色，造成經濟不安全的處境，全世界貧困人口中女

性占約七成(UNISDR, 2008)，其貧窮的環境讓女性在社會文化與政治經濟的面向處於不利的處境，

當災變來臨之時，貧窮的女性在資源與資訊不均、不足的情況下，面臨了嚴苛的挑戰。而災難中貧

窮化的女性，以及女性貧窮化的情況，可由女性高貧窮率，低就學率，缺乏儲蓄，信貸無門的社會

處境可略知；而男性優勢的災後經濟援助，不但侷限經濟劣勢女性災後重建角色功能，更讓弱勢與

少數的女性(單親母親、女同志、單身婦女)陷入男性為主的家庭扶助方案，讓生活與重建更加困苦。 
 
    貧窮化是當今普世女性相同的困境，由男／女的收入、財產擁有、職場位階、人際網路、資源

分配以及家庭羈絆，可知這都是讓女性貧窮化的重要因素。然而全球氣候與環境變化，造成災難不

斷，我們應考量女性在災難中雪上加霜的貧窮化窘境，協助女性面對沉重的照顧工作，以及生產與

再生產勞動力雙重負擔，建立家庭、社會、經濟與文化的支持網絡。Pearl & Damkelman(2010)認為

政府應增加經援融資機制，並將婦女的需求納入考量，協助女性獲得公平配額的資金，以為生活重

建與生技產業發展之用。走訪茂林婦女發展協會，其參與訪談的婦女相當憂慮未來的生計產業的發

展，尤其是大多數男人在災後失業的情況之下，「茂林只有一條路貫穿著三個村，溫泉曾是我們賴
以維生的觀光產業，八八水災夷為平地，那未來的生活要怎麼辦呢？」；一位協會的會員表情嚴肅

地敘說著：「茂林是個峽谷地形，比較沒有耕作腹地，沒有農產品，溫泉頭又不見了…生活不易的
情況下，年輕人一定要出外找工作，人口一定外移流失，部落社會結構一定會瓦解，文化傳承也會
中斷，真是令人憂心…。希望快點找到溫泉頭。但看那慘況真是難喔…。」 
 

多次走訪台東與南台灣災區的婦女，常常聽見他們對於未來重建的生計憂心重重，沒有生計產

業就沒有未來，「我們需要重建與創業的資金，我們需要產業技術，我們需要就業訓練…。」生計

產業相當重要，不但可帶動地方繁榮，更重要的是原鄉災民可因此維繫傳統文化，生計產業如何與

在地文化結合，形成特色。而這文化特色如何具有創意也是另一關注的焦點。因此，政府與民間團

體應設立災後重建基金，以民主自主管理和民間社會參與的方式，提供在地婦女「創意文化產業」

的培訓，提升文化認同，提供創意文化產業技術，實施培訓課程，建立資源整合平台，以微型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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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度，協助災後弱勢女性藉由微額貸款的方式創業，在生活與社區重建之餘，也可發展自力更生的

機能，達到脫貧的目的。 
 
男性為中心的社福扶助 
 

災難中最需要社會福利扶助的對象是兒童與婦女(Pincha, 2008)，然而當今父權社會文化中，以

男性為中心的社福扶助制度，讓最需要社福扶助的婦女與兒童受到疏略排擠。災難緊急救援的階

段，社會工作與社會福利應反映災後災民的需求，提供最迫切的協助工作(周月清、王增勇、謝東

儒、陶瀛，2004)。然而在缺乏文化敏感度以及性別敏感度之下，在災變中導致失依的老人、身心

障礙者、低社經地位與低收入者，甚至是兒童、婦女，在以男性為中心的社福制度中比較困難獲取

扶助支援，再加上社會隔離，資訊不足，婦女多重角色的超載負擔，社會人際網絡的缺乏，讓女性

的需求聲音與經驗埋沒於男性中心的救災與重建聲浪之中。(Shieh, 2010) 
 
    父權文化思維下的社福補助，以男性或夫家為主要考量，已婚的女兒無權過問失親與災變的社

福補助，這種男性為中心的思維的社福助度，絕對違反「消除一切加諸在女性身上的歧視」(CEDAW)
的基本精神，也不符合「性別主流化」的施政原則。以男性優勢的社福扶助，不但女性未蒙其利，

家庭中男性家長拿到補助金也不一定用在家裡。多位安置於營區的媽媽抱怨：「…當發放了補助金
那天晚上，安置營區外面商店的酒都被購買一空，男人喝醉、錢花完了，還不是女人來善後…。」

家住重災區的女性友人，即以挖苦的口氣說道：「失去一個阿嬤，撫恤金是一百三十萬元，災後有
人以心情不好去賭博，一個晚上可以賭掉一個阿嬤啊，男人心情不好，可以輸了一個阿嬤，那女人
就不會心情不好嗎？難道我也應該去把阿公輸掉嗎？…。」聽聞如此，令人多傷心。以男性為中心

思維的家庭扶助社福制度，讓女性成為社福援助的局外人，更在災變中承受這個制度下人為的災

痛，而孤立於災後重建社會。 
 
照顧工作女性化與女性的照顧工作 
     
    氣候變化與社會變遷深深影響到每一個人，而在同一場的災變中，男/女性會因不同的家庭、

社會與政治層面的地位與角色，承受相當差異程度的影響，尤其是資源與資訊匱乏，社會互動與人

際網路侷限，以及就業與低收入的社會處境的女人所受的災變衝擊遠超過男性。 
 
    許多國內外文獻(畢恆達, 2002；Bankoff, Frerks & Hihorst, 2004；UNSIDR, 2009)指出，女性多

重的照顧角色，例如照顧提供者、安全維護者、心靈慰藉者、生活協調者都是私領域無薪的工作，

長期來女性扮演被視為理所當然的角色；因此女性在災變資訊，防災與減災計畫，重建方案，常被

視而不見，並在社會隔離之下，阻絕於主流價值之外。在災難中女性承載著沉重的家庭照顧工作，

加上如陳子穎(2009)所言，災後相當高比例的男性拋家棄子，遠離家鄉，讓女性獨立承擔重整家園

的重責，也讓家庭失去主要經濟來源而陷入貧困情況；在台東某部落的訪談，滿面愁容的媽媽，手

擁著稚齡子女，深深地道出困苦的心情，「災後我老公失業，欠了一堆卡債，然後人跑掉了…我要
照顧公公婆婆，還有三個小孩，我沒有積蓄，也沒有工作…照顧家人相當沉重，但卻是無以避免的
工作…。」在安置災民的榮民家，一位相當年輕的媽媽擁抱著八八水災期間出生的嬰兒，敘說她對

稚子與老母照顧的焦慮，「當了媽媽還不曉得怎麼照顧小孩，土石流就沖毀房子與果園，我先生出
去找工作，不知找得怎樣？剛出生的孩子，身體不好的婆婆，我真的不知道該要怎麼辦？」 
 
  住甲仙的友人接受訪談時，說出災後多位家人往生之後，丈夫失業，天天酗酒，她只能以美髮

手藝維生，「…最沉重的工作是必須面對丈夫的失業、照顧子女生活、安撫返鄉親人的哀痛，這全
靠我一個人，我必須勇敢，我都不敢在親友面前流淚…但是我常在半夜躲在棉被裡哭，偷偷的哭…。」

說著說著，這位堅忍的母親滿眼婆娑，道盡了照顧工作女性化的沉重與無力。躲在被窩中飲啜的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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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面對漫漫長夜的煎熬，而朝日上升，她又必須堅強地昂首重整家園，照顧家人，如若社會機制

能在災後提供托嬰與托育的服務，可讓媽媽修身養息，重整家園。我的學生負責營區安置工作，他

本著讓女性休息，以及兒童保護的考量。在第一時間設置托兒所，而遭人質疑這不是當時必需的工

作，但是他本著初衷，提供托嬰與托育的服務，頗受好評，進而其他營區也相繼實行。由此可知，

災後重建中，社會機制提供托嬰與托育服務，並且規畫讓老人安養工作社區化，將可減低女性照顧

負擔，而能有喘息的機會，進而才有精力經營生計產業，重整家園。 
 
性別與心理健康 
 
    災難對個人而言，是種巨大與難以抗拒的事件。災變有時為時短暫，但卻深切地衝擊生活環境，

影響個人的心理狀況(Wisner, 2004)。災變對人身心理衝擊，對個人的生計生活產生重大影響，也對

個人的物理生活、社會生活，以及心靈生活帶來不可知的變動；任何一個層面的衝擊，會連帶地引

起社會結構與個人生活的變動。因此，災變對人數所造成的影響，不只是對生理機能，對於心理方

面的衝擊更是不容忽視的。 
 
    災後心理復健之路相當漫長，缺乏社會資源與資訊，承載著沉重照顧工作，經濟貧窮化與社會

邊緣化的大多數女性都面臨災後創傷與較高的脆弱性。(Shrader & Delaney, 2000)除了上述原因之

外，Enarson(2000)特別指出：父權社會隔絕了女性的社會接觸而讓女孩與婦女缺乏災後應變能力，

移動性以及社會支持系統，因此，災變之中死亡、受傷與患病率，往往是女孩與婦女比較高，而災

後壓力症候群也經常是女性較高。因此，如何把性別敏感度注入災後公共健康措施，擴大符合女性

心理需求的心理重建機制，減低女性的災後創傷與脆弱性，乃是當務之急。災區中屢見手拿問卷進

行心理測驗，找尋著災後心裡創傷病人的施測人員，原鄉災民對此相當反感，「我們受災，不表示
我們就是災民，心理有創傷的難民…本來沒有問題，被那些無聊的問卷問了幾次之後，我們都有問
題…。」，原住民對災難與心理創傷的認知，與漢人有著迥異的觀點。Bankoff(2001) & Ellemor(2005) 
也認為不同族群、性別與年齡的人對災難與心理創傷有著不同的觀點，因此，文化與性別敏感度必

須融入災後心理復健的措施，始能讓災後心理重建工作落實。 
 
    世界衛生組織(WHO)於 2002 年指出，災後受災者常會有緊張、睡眠失調、不安、焦慮、失落、

憂鬱，甚至罪惡感出現，而女性沉重的照顧工作，常讓自己忽略自己的需求，而以家人的需要為較

優先的考量(引自陳子穎，2009)。女性在災變中易受傷害性明顯高於男性，這不是女性天生本質比

較脆弱，而容易受傷害；畢恆達(2002)認為，經濟、文化與社會邊緣情況之下，造成女性不利的處

境，諸如：安置營區不友善的空間，造成女性身心的煎熬，「營區的隔間相當不理想，完全沒有隱
私，隔音又差，孩子常被驚醒，我們都不能好好休息…」，「雖然都是同一族的族人住在一起，但營
區的隱密性與安全性還是令人擔憂，我常提心吊膽…」以男性思維之下的空間與生活設計，讓安置

營區安全與友善的安置空間建置不易；不能符合女性的需求，而讓逃離家園、困身安置營區的女性

戰戰兢兢，加劇身心的創傷，也加重對男人依賴的處境。「我常常帶著孩子躲在房間，總覺得外頭
是不安全的，加上沒有交通工具，要買孩子的用品，都要先生去，或是陪著我出去買…我不能像以
前在部落的時候，可以到處跑來跑去…。」 
 
    Briceno(2002)強調：災變中女性罹患壓力與情緒相關的疾病，明顯高於男性，災後心理復健中

女性的角色、需求、社會資源相異於男性；因此，聯合國婦女發展基金會(UNIFEM,2008)呼籲，重

視性別敏感度對災後心理復健的重要性。災後心理重建計畫應本著性別敏感度，明瞭女性的特有需

求，重視女性的感受與經驗，提供適切的婦女心理衛生課程，協助女性減壓，並預防災後因災變衝

擊所帶來的心理創傷。今年初春參加聯合國第 54 屆婦女處境委員會(CSW)之便，參訪曾經參與 911
攻擊的紐約紅十字會，他們特別提到就災中有許多「英雄」接受表揚。而這強調剛陽氣質的救災有

功人員，因此受困於英雄表徵而成為替代性創傷的高危險群，陷入藥物濫用、人際關係不佳、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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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飲食失調、睡眠障礙的窘境。因此謝臥龍(2009a)認為我們應建構以災民為本的心理復健思

維，重視不同族群與性別多元意涵、社會結構，以及其需求的殊異性，發揮社區相互支持的系統，

落實社區心理衛生的目標 
 
 災難中遽增的家暴、兒虐與性侵  
 
    台灣是亞洲第一個有家庭暴力防治法的國家，許多家暴案例隨著家暴法的實施，以驚人的速度

浮現出來；根據內政部統計資料顯示，高達 80%的家暴受害者多為女性，而施暴者八成為男性，

家暴形成的原因，除了涉及雙方的原生家庭，個人人格特質之外，近年來對家暴議題的探討，不再

只是認為單純的家庭糾紛事件，而視為父權社會結構下的產物。謝臥龍，洪秀珍，劉惠嬰與黃志中

(2003)認為，性別權力不對等的關係讓受暴者在缺乏社會資源與支持系統之下，處於受暴的不利情

境；而當握有優勢社會資源的男性受暴者，遭受災變，失業或者是生活不順利之時，家中若是成員

常淪為出氣筒，或為毆打施暴的對象。 
 
    在「任重而道遠的心理復健之路」一文中，謝臥龍(2009a)特別提醒「關注災後伴隨而來的家

暴，兒童與性侵、並提出防治處遇之道」，在災後安置與重建工作中，維護婦女與兒童人身安全，

將是相當重要的議題。Fleury(2000), Brinceno(2002)指出，父權社會文化中，性別權力關係不對等

的情況之下，災後失親，失業，生活不如意的男人，常藉由酒精與藥物來麻醉失意的情緒，女人則

挑起生活與家庭重建，還要接受家暴性侵的對待。服務於安置營區的社工，談及家暴的問題，深深

地表達她的憂心，「歷經逃難與安置的可怕過程，加上對未來的不確定性，酒一喝，孩子啦，女人
啊！！就倒楣了，這在營區蠻常見的。」一位受訪的媽媽不太願意討論她受暴的經驗，她一直認為

是災難造就她受暴的處境，當然她也體諒失業男人心裡的苦悶，「都是莫拉克颱風啦，其實他一直
都對我很好，心情不好嘛，喝了酒…。」王增勇(2001)指出部落階級制度形構性別不平等的關係，

縱容並助長原民暴力行為的發生。身處經濟、社會與文化弱勢邊緣的原住民，對結構體制感到無力，

內化了壓迫者的特質，背負著性別與階級的自我期待，將憤怒的情緒已虐待的方式抒發，成為家暴

或性侵的加害人，以酒精與暴力麻醉傷害自己與家人(謝臥龍，張乃千，黃志中，阿部娪，2006)，
這些暴力與騷擾的行為有時也發生在安置營區的社工身上，「也許原住民對性騷擾的認知與我們大
不相同，我與同事常多次被言語和肢體上的騷擾…」，原住民有其文化和歷史的特殊性，討論原住

民災後家暴、兒童與性侵問題，不能只以個人化歸因的模式來理解這些問題，應從原住民殖民歷史

脈絡知識主體以及受災經驗中去研議性騷擾，性侵與兒童防治系統與防治教育，提昇社會公共監護

系統，確保婦女兒童的人身安全，應是我們未來努力的重要方向。 
 
性別敏感視野之下的災後重建  
 
1. 性別敏感的災難研究 
    災難研究中，性別常為研究的變項，但對女性的經驗，感受與認知卻沒有深入的分析與詮釋

(Pearl & Dankelman, 2010)。畢恆達(2002)指出，性別成為研究變項，只提供性別差異的計量分析，

將會隱藏著性別作為社會不平均的一種形式。UNISDR(2009)強力地主張，災難相關的研究必須將

女性的認知，貢獻，經驗與感受放在社會、文化與歷史脈絡，進行性別分析，才能消弭男流知識建

構的盲點，讓災難中女性隱藏的角色被看見，女性低微的聲音被聽到。 
 
2. 性別敏感的風險與需求評估 
    UNISDR(2008)強調風險與需求評估如由單一的角度來進行，將會遺漏許多隱性而潛在的因

素，因而必須在多元文化視野與性別敏感的考量之下進行。Enarson(2001)認為災難中女性比男性更

容易面臨災難易受傷性，因此建議必須由四個因素進行風險評估：物質層面，社會文化層面、經濟

層面、環境層面，除此之外，在進行風險與需求評估之時，也須重視女性扮演社會角色所造成的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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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性，女性比較低教育程度的事實，女性缺乏資訊的危機，女性面臨營養不足與健康較差的困境；

如此一來，才能適切的建構風險評估層級，預估風險，風險管理社會經濟的成本分析，建立風險管

理優先次序。 
 
3. 性別敏感的資訊提供與管理 

災難中女性普遍處於不利的情境與環境，其中一項主要的因素是資訊的不均與不足。

UNISDR(2009)指出，許多案例顯示災難預警的訊息，大多只有男人接受的到，缺乏災難、逃生、

資源、甚至重建相關資訊的女性常因此而不知所措的面對災難，延誤逃難機會。不知何處可獲取生

活與重建的資源。當然教育程度與社經地位較低的女性，在資訊取得上更為困難，其中包括災難資

訊，預警消息以及資源共享。因此在資訊提供與管理上，一定要具有性別敏感，了解女性社會隔離

的處境，以更多元的管道來提供資訊，確保女性能充分的掌握與運用資訊。 
 
4. 性別敏感的政策制定與實施 

從九二一集集大地震到八八水災，中央政府重建推動委員會都是男性，標榜著男性專業與權

威，否定了女性的智慧和經驗，因此在婦女團體力爭之下，八八水災重建委員會才擠入一位女性委

員聊表一格。第二屆世界減災會議(WCDR)特別聲明，所有救災與重建的政策制定與實施必須融入

性別視野，讓女孩與婦女的需求與期待被聽見，讓女孩與婦女的角色與貢獻被看見，讓所有全國性、

地方性與社區性的防災、救災和重建政策具有性別主流化的性別敏感度，並在實施落實的階段能兼

顧男／女以及少數與弱勢族群的福祉。 
 
5. 性別敏感的社區營造與女性培力計畫 
    女性常為氣候變遷之下災難的受害者，如何透過社區共學與增能培力的教育課程，讓女性能自

給自足而有效地社會動員，以應對災害，並加入備災與減災行列，發揮女性的角色，提升女性的社

會參與和貢獻，成為值得深思的議題。聯合國第五十四屆婦女處境委員會(CSW)年會現場有大幅海

報，除了呼籲重視災後少女受教權常被忽略之外，還特別提醒教育下一代是解決環境變遷之下日趨

嚴重災難全球化的根本方法。 
 
八八水災之後，南台灣滿目瘡痍，經由以社區為基礎的社區營造與社區共學，凝聚社區資源，

整合社區資源，建立社區網路，進而協助婦女成立社區組織聯盟以及支持團體，茲以經驗交流，相

互成長，培力增能，養成女性風險管理，社區共學，社區營造的知能，並在行動方案執行中，提升

女性社會角色地位，掌握社會資源，消彌形成對女性不力與不公的社會文化阻力。 
 

性別敏感的災後重建行動計畫 
 
    聯合國婦女發展基金會(UNIFEM, 2008)對於氣候變遷與日益增加的災變，提出增加性別敏感的

行動計畫，茲以落實災後個人心理重建、生活重建以及社區復原之預期目標： 
1. 重視女性的需求與權益； 
2. 分享女性災變的知識、經驗，以及貢獻； 
3. 增加女性的聲音； 
4. 提升女性的角色地位； 
5. 檢視政府救災、防災與重建相關政策的性別敏感度； 
6. 建構性別平等的需求評估； 
7. 規劃性別平等的支援系統與社會福利制度。 
 
    地震與颱風是台灣天然災害不斷的主因，如何與天災共存，如何在災變中累積知識與經驗，如

何將文化與性別敏感度融入備災、救災與重建相關工作，再再考驗著我們的智慧。以性別平等的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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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傾聽女性的聲音，了解女性的需求，整合社會支援，協助女性建構在地社會社區經營平台，在

培力增能之下，面對未來。  
 
註：1.感謝國科會人文處(NSC98-2420-H-004-182)以及行政院婦權基金會經費補助，得以讓此研究

順利完成； 
2.本文初稿曾在聯合國第 54 屆婦女地位委員會 (CSW)的「Climate Change and Gender 

Responsiveness」論壇中參與研討究； 
    3.本文初稿也發表於 2010 年 7 月 12~17 日，在匈牙利 Pecs 大學所舉辦世界課程與學(WCCI)

世界大會的「The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Disaster Education」Panel Presentations
中，並以「From Pender and Culture Sensitivity to Develop and Implement the Disaster Curriculum 
on the Social Workers」為題發表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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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Disasters  

Disasters are sudden events that cannot be predicted. They threaten individuals, families and the 
society by breaking the preexisting social structure and order, leading to casualties, financial loss, 
shattered homes, unemployment, and damages to the economic activity, traffic system, and 
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 Disasters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natural and manmade. Natural disasters 
include typhoons, tsunamis, floods, droughts, earthquakes, mudslides, etc; manmade disasters refer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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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es, explosions, air disasters, marine accidents, and traffic accidents on land, toxic chemical accidents, 
gas leaks and oil spills, plagues, etc. When observed from the outside, a disaster, which is a process of 
major social change, can be redefined as “a sudden event with known inherent threats that can severely 
disrupt the routine daily life of a collective society.” In addition, from a broader definition, any disaster 
has its own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in a modernized world of better technology, the outbreak of disasters 
can only be more frequent and unpredictable. Thus, the understanding of disasters has its own social and 
cultural facets; the range and definition of disaster are incessantly expanding and evolving. Even though 
contemporary technology and civilization are constantly being improved, the occurrence of disasters and 
accidents always re-expose the fragile side of human beings. As many disasters are unforeseeable or 
controllable, which then pose as threats to our lives and material possessions,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post-disaster relief effort becomes an ever more important issue. From the standpoint of crisis 
management, proactive effort must be invested in reconstruction work in addition to passive disaster relief, 
and the experience from which we can derive shall serve the important purpose of preventing future 
disasters.  

 
 

Shieh, V. (2010). From Gender and Cultural Sensitivity to the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Disaster Curriculum for Social Worker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Disaster Education in Taiwan」Panel Presentition, 14th World Council for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World Conference, Pecs Hungary, 11-17, July, 2010 

Taiwan is found in the seismic belt between the Eurasian Plate and Philippine Mobile Plate, as well 
as a monsoon belt. Therefore, natural disasters such as floods and earthquakes of various magnitudes 
bring unpredictable disasters to people in Taiwan every year. In Vincent Shieh’s “On the significance of 
perseverance and cooperation to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 disasters are not just a natural or artificial 
accident that destructs the natural order of ecological life. They also remold the cultural structure of the 
individual and society. The disturbance and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become indelible 
collective memories for the indigenous people of Taiwan by severely impacting social cultures.  

 
Post-disaster situations elicit issues regarding uneven resource allocation,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power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the remodeling of functional 
roles, the dilemma between continuing and breaking cultural inheritanc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ocial situ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implementation for minority groups (orphaned children, senior citizens 
living alone, indigenous people, single parents, the disabled, etc), the mental first aid and rehabilitation of 
disaster survivors, managing vicarious trauma of disaster relief workers, etc. A series of disasters opened 
a new chapter in “disasterology,” as well as the trilogy of disaster relief, resettlement, and reconstruction. 
The experience derived from practical work and knowledge from academic research allow for the future 
passing down of experience and effective application of knowledge. In the summer of 2009, Typhoon 
Morakot swept across Southern Taiwan with a record-breaking precipitation that triggered mudslides and 
tore up forests, which resulted in countless tragedies and deaths. There is also the disruption of a soci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the culture of Pingpu tribe in Xiaolin Village) and changes in tribal relations (80% 
of the disaster victims were indigenous and their areas of residence are located either at the sea or in the 
mountains, which are quite unique from urban-dwelling). And in this 88 Flood that the entire nation will 
never forget, inheriting past disaster-relief experiences and reflecting on preexistent laws and regulations, 
as well as performing fast and effective rescues, resettlement, and reconstruction, can only better prepare 
us for future disasters that can potentially change the fate of the nation.    

Disasters and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 

 Disasters are inevitable life events that an individual or a group of people in society must confront; 
their damage to “human beings” are not limited to financial loss or bodily injuries as they may often times 
harm “emotions”: the emotional ties between people and nature can be severed and prevalent feelings of 
uncertainty and anxiety can arise; the emotional tie between men and society can also break, leading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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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lation and suspicion; for that reason, harmony may no longer exist between man and man, or man and 
the self.  

After the stages of disaster relief and resettlement,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 shall be an important 
issue,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main categories:  

1. Mental Health Reconstruction 

Disasters involve members such as victims (injured or dead) and their family, witnesses (neighbors 
or passersby), and disaster relief workers (professional and non-professional). Their behavioral responses 
vary as they are in different person-in-crisis situations. Several months have passed after the 
Typhoon-Morakot-induced 88 Flood. It has undeniably left a cut deep in everyone’s heart. Even though 
infrastructure reconstruction and material aid are happening constantly and that the life of disaster 
survivors are beginning to be back on track, problems related to psychological trauma are just starting to 
surface, pulling disaster survivors back into an emotional whirlpool of dismay. A long road still lies ahead 
of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 work but what is more significant is helping disaster survivors get back on 
their feet by rebuilding their confidence. When drastic life changes occur as a result of disasters, 
discomfort and fear or sadness are all possible emotional reactions. Nevertheless, whether in the disaster 
zone or not, an outlet must exist in time for injured feelings. Post-disaster mental health reconstruction is 
an essential part of post-disaster life reconstruction. There must be a complete plan as this process is not 
only long and arduous and requires the help of governmental units, but the support of the general public is 
also needed. In Vincent Shieh’s (2009a) “On the significance of perseverance and cooperation to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 mental health rehabilitation is a long and arduous road and cooperation is 
needed on all levels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resources so as to provide adequate psychological 
rehabilitation, to relieve any overwhelming internal stress or conflict, to help them adapt to a new life, 
other than home-rebuilding, for disaster victims. It is only then can they start to face reality, pick up 
confidence, and create a new future.  

2. Life reconstruction 

Simply put, the so-called “life reconstruction” refers to attending to disaster victims’ needs in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 work, which ranges from building houses on the hardware level to 
establishing community life support system on the software level and even industrial recovery. More 
importantly, the residents must take part in the process. A new community mechanism can be then be 
formed to become a reconstruction platform by uniting different teams and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Yet, 
since professionalism in reconstruction work must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the work cannot depend 
solely on community members. The preexistent community can transform better through interaction and 
collaboration among the community,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3. Social Reconstruction 

 To the Taiwanese society, our understanding of and habitual response towards disasters has often led 
us to leave disaster-related issues to government sectors. We fail to see that the normalization of disaster 
has deeply influenced our life and brought us a new topic. From the viewpoint of sociology of risk, the 
line differentiating between natural and manmade disasters grows thinner by the day to the point where 
new terms such as “manmade natural disasters” appear. Regarding the numerous disasters that occur in 
recent years, we have witnessed manmade mudslides, manmade avalanches, manmade landslides, 
manmade floods, etc. On the one hand, this shows that no construction and repairing can undo the 
environmental damages by mankind. On the other hand, mankind proves to be its biggest enemy. Natural 
disasters may be a part of nature but as mankind attempts to change nature, there will be more “negative 
inhibitions” by nature. Yet, no matter what steps are taken for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 the lifestyle of 
the disaster victims must be taken into account. Throughout the reconstruction process, the theme must 
revolve around “rebuilding the community” while respecting the subjectivity the disaster victims. When 
88 Flood severely hit aboriginal villiages, the indigenous that were already minorities financially, 
culturally and socially were made even weaker. Governmental agencies should reconsider the strategies 



 

 269

and structure concerning crisis management, allow indigenous disaster victims to partake i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and devise disaster-prevention and reconstruction strategies together.  

The Role and Duty of Social Workers in Disasters 

 According to the definition of a social worker in sociology (Barker 1995:359), the duty, role, and 
function of a social worker vary in different stages, such as before and after a disaster or at different 
stages of disaster management. The direct service or microscopic facet of a social worker, which includes 
treatment, consulting, personal assistance, and family and resource connection for victims and their 
family, the intervention of social support network(formal and non-formal), and providing equipment and 
temporary housing, information, and personal mental and physical help. During the process of disaster 
assistance, on top of establishing and coordinating resources, integrating teams, promoting volunteer 
service, social welfare, and promoting relevant organizations and policy changes, participation in various 
related organizations can also assist in claiming and protecting the rights of the case subject. This can 
empower victims and prevent them from being stigmatized. The reconstruction effectiveness of 
organizations and disaster preparation can even be improved so as to protect the microscopic, 
medium-scopic, and macroscopic intervening roles in individual, family, and community welfare. The 
three major functions of a social worker— prevention, treatment, and development (Barker, 1995), and 
the target of social service—the individual , family, group and community; the group and community also 
include relevant disaster-rescue organizations and public and private agencies. The primary functions of 
disaster social work can be summarized as the following: (1)furnishing support for victimized individuals 
and family; (2)supporting the linking of resources to individuals and to increase the accessibility of 
multiple resources; (3)preventing further detriment to the psychological and physical health of victims 
and their family; (4) preventing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individual, family, group, organization, and 
community; and (5)changing micro-, medium- and macro-systems to enhance the wellbeing of victims.  
 
 Ever since 88 Flood, many social workers and professionals have devoted to emergency rescue and 
second-line disaster support. The complexity and difficulty involved in the preparation work for midterm 
resettlement and long-term reconstruction are extremely high; as Taiwan still lacks personnel with 
relevant professional training and curriculum in addition to limited experience and few literary resources, 
these social service personnel often lack precise and realistic judgment in times of firsthand involvement 
and when emergency mechanisms are being imitated. Therefore, devising a local and integrative social 
work model and resource platform that suit Taiwan is of utmost urgency.  
 

The storms induced by Typhoon Morakot brought severe windstorms and floods to Kaohsiung 
County, Taitung, Pingtung County and other areas. After such disasters, many social resources were 
funneled into the disaster zones, including human, material, and financial resources, service cases and 
information. Both civil units and governmental agencies faced the issue of organization and integration, 
especially influencing factors, resistant and propelling forces. Due to human training factors and 
peculiarities of organizations, differences in professionalism, sources of funding, differences in 
institutionalization, personnel experience and service goals, the establishment of resource-integrating 
platforms and integration results are all prone to be affected.  

 
 The content of disaster resource integra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human resources, 
financial resources, service cases,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and individual cases. In the first part, human 
resources, the following is included: mutual support among different organizations’ human resources such 
asocial workers and volunteers, as well as the training and recruitment of personnel. (2) Financial 
resources refer to effective budget and expenditure management, event co-hosting, resource-sharing, 
purchasing, and how to cut costs through resource-sharing. (3) Service cases refer to the coordination, 
cooperation, sharing, execution, and even though the combination of different cases so as to avoid 
resource wasting and redundancy. (4)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refers to the collection and compilation of 
all relevant information from each agency by way of an alliance or cooperative platform. 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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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cting, compiling, and sharing, information from various agencies can be collected and put together 
by one central agency that has more credibility. The information is then provided for the coordination and 
management of various service units. (5) The integration of individual cases is done through an effective 
regulatory system. A single agency is responsible for managing and compiling individual cases. Not only 
can individual cases from all agencies be handled at the same time, but more correct case information can 
be furnished for cooperating agencies (must be within the ethical range of social service). Continuous and 
cooperative service can then be conveniently provided in order to better serve the case subject.  
 

The professionalism and professional training results of social workers must have their impact on the 
integration process. Under the interplay of different factors, different interactive strategies can be 
produced for the integration of resources, thereby affecting integration results. Thus,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assessment index through professional training, the accumulation of empirical experience and a 
professional training platform, as well as establishing human resources, financial resources, service cases,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and integration with individual cases through effective resource integration, shall 
construct a local, practical resource integration concept as a response mechanism for future disasters.   

Research Methodology and Procedure 

 With the assistance of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the research team shall provide an explanation for 
the research methodology and procedur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disaster worker effectiveness index, 
resource integration platform, and work model. Having taken immediate action by participating in 
disaster relief and resettlement work for 88 Flood, this team devotes collectively to an integrative research 
project with common visions and mutual understanding; more concrete and comprehensive explanation 
shall be provided to illustrate the vision of this sub-project.  

Research Subject 

Through a cumulative resource network from the days of 88 Flood disaster relief, resettlement, and 
reconstruction, the following research subjects are invited by the research team for data collection in the 
form of individual and focus groups:  
1.Directors, deputy directors, and operation section chiefs of Bureaus of Social Affairs in Southern 
Taiwan, social worker supervisors, and social workers  
2.Directors, social worker supervisors, and social workers of civil social welfare agencies that took part in 
disaster relief, resettlement, and reconstruction 
 

Research Objective 

1. To establish the service and research resource network needed for the research of this sub-project; 
2. To partake in efforts related to post-disaster life and community reconstruction and to finish this study 

during service and research; 
3. To construct an effectiveness index for social worker professionalism 
4. To construct a resource integration platform for disaster social workers 
5. To construct a work model for disaster social workers   

Research Findings 

1. Gender and Culture Sensitivity in Disasters 
According to UNESCO, the storm and mudslides brought by Typhoon Morakot in August led to the 

loss of homes for thousands of people and nearly 700 deaths; In manmade or natural disasters, 75% of the 
victims are women and children, which can be explained by the important factor of the limiting social and 
cultural roles played by women. Thus, this study points out that in the three stages of disaster relief, 
resettlement, and reconstruction, the male-centered thought process involved in disaster relief often put 
women at a greater disadvantage in times of disasters.  
2. Male-centered Decision-Making in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 
 Women and children, who are in most need for social welfare, are often ignored b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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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e-centered system of social aid; the financial aid received by the males in a family are not always 
spent on the family, which is evident in the alcohol that is sold out outside the relocation center being. In 
a social welfare culture designed and dominated by patriarchal thoughts, married daughters are in no 
place to inquire into the financial aid; such male-centered welfare systems definitely violate the spirit of 
“eradicating all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and the administrative principle of “gender 
mainstreaming.” Therefore, the significance of attending to the social needs of women and of planning a 
humanistic social welfare mechanism must be considered in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 
3. Women Care and Mental Health 

Similar reports found in Taiwan and abroad indicate that men are more traumatized than women in 
times of disaster; women play the role of caretaker and support and as the stabilizing force in the chaotic 
stage of disaster relief. Women’s stabilizing role extends into middle- and long-term relocation centers as 
they care for children and the elderly; nevertheless, women still face tremendous pressure during their 
work as caretakers; therefore, the social culture and family situation of women must be taken into account 
by emergency medical care and social work by better planning mental and life reconstruction for women. 

 
4. The Impoverishment of Women in Disasters 

Women comprise approximately 70% of the world’s impoverished population, placing them at social, 
cultural, economical, and political disadvantage. When disasters arise, impoverished women with 
inadequate resources and information face an even more severe challenge. Yet, the global climate and 
environment change constantly and disasters continue to occur. Women, especially those in minority 
groups, will experience more hardship. This is definitely an issue to be tackled collectively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a country and its social culture. Impoverishment is a prevalent dilemma faced by many 
women nowadays. The income of men and women, property possession, job status, social network, 
resource distribution and family limitation should be factored in when considering the social inequality 
faced by women. Women should receive aid in facing the burdensome work of caretaking, social 
economics, culture and family, as well as in reconstructing a support network that can empower women to 
be a part of decision-making and execution of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 
5. Disaster-Induced Domestic Violence, Child Abuse, and Sexual Assaults  

In my text “On the significance of perseverance and cooperation to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 the 
ninth of the ten advices that I provided points out that “prevention methods should be proposed to counter 
problems regarding domestic violence, child abuse, sexual assault, alcohol and drug abuse.” These are all 
really critical matters in post-disaster resettlement and reconstruction work. A year after the major 
earthquake, domestic violence cases multiplied nine times, child abuse cases by six time; in this 
patriarchal society where gender inequality pervades, men unemployed after the disaster resort to alcohol 
and drugs to numb their misery while women still treated with violence as they take on the duties of life 
and family reconstruction. In the disaster relief system, planning a prevention mechanism and education 
for sexual harassment, sexual assault, and child abuse, as well as enhancing community public 
surveillance system for women and children safety, are goals we should consider. In the meeting for 
Domestic Violence and Sexual Assault Prevention Committee of Kaohsiung City, I proposed an 
intervention plan for post-disaster domestic violence, child abuse, and sexual assault.  
6. Rebuilding homes by empowered women 

After a disaster, women usually serve as caretakers and support. In a disaster relief planning that 
lacks gender concepts, women cannot receive assistance from government units, social institutions, and 
civil agencies, which further drags women into further poverty and a downward spiral. Consequently, 
how to assist women in home-reconstruction and in receiving appropriate occupational training and 
poverty-reduction planning to sustain a living through women empowerment will be a major lesson for 
post-disaster life.  

 
 

7. Disaster and Gender Issues under Gender Mainstreaming 
 Many countries and international aid groups conduct gender analysis for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 
organizations and policies. They also reflect on and point out the need for government to encourag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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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ist women in participating in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 policy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Moreover, the concept of gender mainstreaming should be introduced to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 
organizations in order to emphasize on the significance of gender issues through gender statistics, gender 
analysis, and gender images.  
8. “Gender” care should be instilled in disaster-related research.  

In review of national reports and studies on disasters, “gender” is a variable in the surveys with a not 
so in-depth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gender difference.” This does not accentuate the situation women 
are in, the female experience, and especially an analysis of social culture with women’s perspective. After 
8/8 Flood, the disaster zone was full of service and research work. Service, accumulation of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remodeling can serve as references for future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should mandatory 
work for practical and research workers. As a result, disaster-related studies should treat gender not only 
as a variable to discuss male/female differences; gender should be injected into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mechanism for a deeper analysis of gender’s connotation in disasters so as to find out more about the 
impact of disasters on gender. In turn, disaster-prevention regulations can be better planned and tailored to 
suit disaster victims of various genders, ethnic groups, and age groups.  
9. The Culturally-Sensitive Post-Disaster Mental Rehabilitation 

Typhoon Morakot impacted Southern Taiwan with a force so great that issues regarding uneven 
resource allocation,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e social condition of minority groups and the 
differences in reconstruction needs are impacted. The fact that most of the typhoon victims are aboriginals 
highlight the differences within the Han ethnic group. Moreover, the areas of residence of the aboriginals 
are located either at the sea or in the mountains, which are quite unique from urban-dwelling. Therefore, 
mental rehabilitation must be based on a multicultural standpoint and culturally sensitive, only then can 
disaster victims be empowered through reducing risks when disasters strike again, turning crisis into 
opportunities, and reigniting new hope for the individual, family, and community.  

 
According to the aforementioned research findings, culture sensitivity and a multicultural 

perspective shall deeply influence the work effectiveness of the three stages of disaster relief, resettlement, 
and reconstruction. Gender sensitivity and multicultural viewpoints should, therefore, be injected into the 
professional training of disaster workers.  

 
Through a cumulative resource network from the days of 88 Flood disaster relief, resettlement, and 

reconstruction, the following research subjects are invited by the research team for data collection in the 
form of individual and focus groups for the purpose of exploring the knowledge, skills, and role of 
professional social workers in the three stages of disaster relief, resettlement, and reconstruction:  

 
Directors, deputy directors, and operation section chiefs of Bureaus of Social Affairs in the six 

disaster-struck counties in Southern Taiwan, social worker supervisors, and social workers.  
 
Directors, social worker supervisors, and social workers of civil social welfare agencies that took 

part in disaster relief, resettlement, and reconstruction. 
1. Communication and Negotiation Skills 
   “Working with different people requires different work attitudes…most people probably did not go through an 
adjustment period before working with her…everyone has a different personality and traits and it is up to me to get 
used to them and then we can find our way of working together. Communication and negotiation skills are 
important in the disaster-relief stage…” 
2. Culture Sensitivity 
   “…the 88 Flood impacted mostly indigenous areas and I think that culture sensi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issue…today, we must face a group of people we don’t understand and these aboriginal friends, we do not 
understand their life, the problems they must solve, and their logic…culture sensitivity is extremely important 
here…”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ir ethnic characteristics, their entire attitude towards life and their values on 
life are different from what we ima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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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he Ability to Communicate with Disaster Victims 
 “…Disaster victims always hoped that our policies are clear and that we can offer them guarantees, including 
permanent housing and subsidy. The details regarding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are to be clear…but I cannot give 
them a clear response. Then they will be full of complaints and this is why the ability to communicate becomes 
critical…”   
4. Action to connect with local organizations 
   “…in disaster relief stage, not only can connecting with local organizations be beneficial by gaining their 
support and vast resources, but also the human resource network can be better utilized…”  
 “…in reconstruction work, connecting with local resources and organizations, such as soci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s, schools, and churches, enables the maximization of reconstruction work action…” 
5. Ability for emotional self-adjustment and management 
   “…the work of a disaster worker is burdensome and emotional self-management is a must-have in disaster 
relief; without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the chaos that is often involved in disaster relief work may easily be 
endangering…” 
 “…disaster relief is extremely high-pressure work…knowing how to relieve and treat the stress…” 
6. Judgment  
   “…rational and irrational demands always pop up at the scene of disaster relief. A professional disaster 
worker must be able to judge which demands to attend to first…disaster workers are at the frontline and decisive 
handling of matters...flexibility and being able to think outside the box are required of you…”  
7. Flexibility 
 “…the work always changes. You may receive a call and after one hour of assessment, another shelter will be 
opened; a team must be immediately dispatched into the newly-opened shelter, where many things may overwhelm 
you. Without flexibility and quick responsiveness, people may die…” 
8. Stress Resistance  

“…stress resistance is crucial. Without stress resistance, frontline work can be torturing for the self and may 
stall the progress of disaster relief; so when it comes to selecting social workers for frontline duties, stress 
resistance is a prerequisite. I do not want to see my social worker come back to me to cry and complain…” 

The purposes of the study are :  

1. To construct an effectiveness index for social worker professionalism; 
2. The professionalism index can serve as reference for deploying disaster workers; 
3. The professionalism index can serve as reference for work effectiveness assessment; 
4. The professionalism index can serve as reference for planning and implementing in-service and 

pre-service training curriculum; 
5. To construct a work model for disaster social workers.   
 
 
附錄 

國科會八八水災災後社會心理復健工作模式之建構 

災難專業社工工作模式 

個別訪談大綱Ⅰ 

 

2009.12.27 修正 

2009.11.16 修正 

2009.10.17 編訂 

訪談對象:參與八八水災救災、安置與重建的受災縣政府社會處處長、副處長、科長與督導 

         預估訪談人數為 20 人 

訪談時間: 90 分鐘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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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背景與基本資料: 
讓我們先談談你在專業社工領域的背景與年資，目前就職單位職稱與從事的工作。 

 
(二)、身為專業社工參與救災所扮演的角色與職責： 

請描述在參與八八水災救災、安置與重建三個階段中，你/妳所扮演的功能角色與職責(服務內

容)為何。 
你/妳認為當時肩負的職責為何? 
【如僅參與救災、安置與重建的其中一階段工作，例如.你只參加救災階段，那就針對救災階

段討論即可】 
 
(三)、參與救災經驗： 

請描述本身參與八八水災救災、安置與重建相關工作時，經驗與心得。 
 
(四)、未來災難中專業社工工作模式： 
    救災階段：你/妳認為救災階段有哪些事情是最急迫與最需要去完成的? 
               你/妳認為救災階段的任務為何 
               你/妳認為救災階段,決策時考量依據為何?誰應做決策?如何做決策? 
               你/妳認為救災階段，專業社工的角色與職責為何? 
               你/妳認為救災階段中，專業社工的核心價值為何? 
               你/妳認為救災階段的社工應擁有什麼救災必備的知能? 
               專業社工應加強哪些專業知能的訓練?以為投入救災階段之所需? 
               你/妳認為在救災階段，社工應如何建立資源整合平台? 
               你/妳認為在救災階段，社工應如何建立心理復建的工作模式? 
 

安置階段：你/妳認為安置階段有哪些事情是最急迫與最需要去完成的? 
               你/妳認為安置階段的任務為何 
               你/妳認為安置階段，決策時考量依據為何?誰應做決策?如何做決策? 
               你/妳認為安置階段，專業社工的角色與職責為何? 
               你/妳認為安置階段中，專業社工的核心價值為何? 
               你/妳認為安置階段的社工應擁有什麼安置必備的知能? 
               專業社工應加強哪些專業知能的訓練?以為投入安置階段之所需? 
               你/妳認為在安置階段，社工應如何建立資源整合平台? 
               你/妳認為在安置階段，社工應如何建立心理復建的工作模式? 
 

重建階段：你/妳認為重建階段有哪些事情是最急迫與最需要去完成的? 
               你/妳認為重建階段的任務為何 
               你/妳認為重建階段，決策時考量依據為何?誰應做決策?如何做決策? 
               你/妳認為重建階段，專業社工的角色與職責為何? 
               你/妳認為重建階段，專業社工的核心價值為何? 
               你/妳認為重建階段，社工應擁有什麼重建必備的知能? 
               專業社工應加強哪些專業知能的訓練?以為投入重建階段之所需? 
               你/妳認為在重建階段，社工應如何建立資源整合平台? 
               你/妳認為在重建階段，社工應如何建立心理復建的工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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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志工與社工之間的合作整合平台： 

此次八八水災有許多志工投入救災，你/妳認為當時志工參與的狀況如何？表現如何？ 
此次八八水災救災階段，志工與社工合作關係如何? 
你/妳建議未來參與救災的志工，應有何行前的組織與訓練？ 
你/妳建議未來救災中，志工與社工如何建立合作關係? 
你/妳建議未來救災中，志工與社工如何建立資源整合平台? 

 
（六）妳/你對災後重建的遠景為何？ 
 
(七)對訪談內容是否有任何建議修改之處？是否推薦人選接受本研究訪談？ 

      
          
 
 
 
 
 
 
 

國科會八八水災災後社會心理復健工作模式之建構 

災難專業社工工作模式 

個別訪談大綱Ⅱ 

 

2009.12.27 修正 

2009.11.16 修正 

2009.10.17 編訂 

訪談對象:參與八八水災救災、安置與重建的受災縣政府機關(GO)第一線與第二線之專業社工 

         預估訪談人數為 20 人 

訪談時間: 90 分鐘為原則 

 

(一)、個人背景與基本資料: 
讓我們先談談你在專業社工領域的背景與年資，目前就職單位職稱與從事的工作。 

 
(二)、身為專業社工參與救災所扮演的角色與職責： 

請描述在參與八八水災救災、安置與重建三個階段中，你/妳所扮演的功能角色與職責(服務內

容)為何。 
你/妳認為當時肩負的職責為何? 
【如僅參與救災、安置與重建的其中一階段工作，例如.你只參加救災階段，那就針對救災階

段討論即可】 
 
(三)、參與救災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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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描述本身參與八八水災救災、安置與重建相關工作時，經驗與心得。 
 
(四)、未來災難中專業社工工作模式： 
    救災階段：你/妳認為救災階段有哪些事情是最急迫與最需要去完成的? 
               你/妳認為救災階段的任務為何 
               你/妳認為救災階段,決策時考量依據為何?誰應做決策?如何做決策? 
               你/妳認為救災階段，專業社工的角色與職責為何? 
               你/妳認為救災階段中，專業社工的核心價值為何? 
               你/妳認為救災階段的社工應擁有什麼救災必備的知能? 
               專業社工應加強哪些專業知能的訓練?以為投入救災階段之所需? 
               你/妳認為在救災階段，社工應如何建立資源整合平台? 
               你/妳認為在救災階段，社工應如何建立心理復建的工作模式? 
 

安置階段：你/妳認為安置階段有哪些事情是最急迫與最需要去完成的? 
               你/妳認為安置階段的任務為何 
               你/妳認為安置階段，決策時考量依據為何?誰應做決策?如何做決策? 
               你/妳認為安置階段，專業社工的角色與職責為何? 
               你/妳認為安置階段中，專業社工的核心價值為何? 
               你/妳認為安置階段的社工應擁有什麼安置必備的知能? 
               專業社工應加強哪些專業知能的訓練?以為投入安置階段之所需? 
               你/妳認為在安置階段，社工應如何建立資源整合平台? 
               你/妳認為在安置階段，社工應如何建立心理復建的工作模式? 
 

重建階段：你/妳認為重建階段有哪些事情是最急迫與最需要去完成的? 
               你/妳認為重建階段的任務為何 
               你/妳認為重建階段，決策時考量依據為何?誰應做決策?如何做決策? 
               你/妳認為重建階段，專業社工的角色與職責為何? 
               你/妳認為重建階段，專業社工的核心價值為何? 
               你/妳認為重建階段，社工應擁有什麼重建必備的知能? 
               專業社工應加強哪些專業知能的訓練?以為投入重建階段之所需? 
               你/妳認為在重建階段，社工應如何建立資源整合平台? 
               你/妳認為在重建階段，社工應如何建立心理復建的工作模式? 
 
(五)志工與社工之間的合作整合平台： 

此次八八水災有許多志工投入救災，你/妳認為當時志工參與的狀況如何？表現如何？ 
此次八八水災救災階段，志工與社工合作關係如何? 
你/妳建議未來參與救災的志工，應有何行前的組織與訓練？ 
你/妳建議未來救災中，志工與社工如何建立合作關係? 
你/妳建議未來救災中，志工與社工如何建立資源整合平台? 

 
（六）妳/你對災後重建的遠景為何？ 
 
(七)對訪談內容是否有任何建議修改之處？是否推薦人選接受本研究訪談？ 

      



 

 277

 

國科會八八水災災後社會心理復健工作模式之建構 

災難專業社工工作模式 

個別訪談大綱Ⅲ 

 

2009.12.27 修正 

2009.11.16 修正 

2009.10.17 編訂 

訪談對象:參與八八水災救災、安置與重建的非政府組織(NGO)社福機構第一線與第二線專業社工 

         預估訪談人數為 20 人 

訪談時間: 90 分鐘為原則 

 

(一)、個人背景與基本資料: 
讓我們先談談你在專業社工領域的背景與年資，目前就職單位職稱與從事的工作。 

 
(二)、身為專業社工參與救災所扮演的角色與職責： 

請描述在參與八八水災救災、安置與重建三個階段中，你/妳所扮演的功能角色與職責(服務內

容)為何。 
你/妳認為當時肩負的職責為何? 
【如僅參與救災、安置與重建的其中一階段工作，例如.你只參加救災階段，那就針對救災階

段討論即可】 
 
(三)、參與救災經驗： 

請描述本身參與八八水災救災、安置與重建相關工作時，經驗與心得。 
 
(四)、未來災難中專業社工工作模式： 
    救災階段：你/妳認為救災階段有哪些事情是最急迫與最需要去完成的? 
               你/妳認為救災階段的任務為何 
               你/妳認為救災階段,決策時考量依據為何?誰應做決策?如何做決策? 
               你/妳認為救災階段，專業社工的角色與職責為何? 
               你/妳認為救災階段中，專業社工的核心價值為何? 
               你/妳認為救災階段的社工應擁有什麼救災必備的知能? 
               專業社工應加強哪些專業知能的訓練?以為投入救災階段之所需? 
               你/妳認為在救災階段，社工應如何建立資源整合平台? 
               你/妳認為在救災階段，社工應如何建立心理復建的工作模式? 
 

安置階段：你/妳認為安置階段有哪些事情是最急迫與最需要去完成的? 
               你/妳認為安置階段的任務為何 
               你/妳認為安置階段，決策時考量依據為何?誰應做決策?如何做決策? 
               你/妳認為安置階段，專業社工的角色與職責為何? 
               你/妳認為安置階段中，專業社工的核心價值為何? 
               你/妳認為安置階段的社工應擁有什麼安置必備的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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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社工應加強哪些專業知能的訓練?以為投入安置階段之所需? 
               你/妳認為在安置階段，社工應如何建立資源整合平台? 
               你/妳認為在安置階段，社工應如何建立心理復建的工作模式? 
 

重建階段：你/妳認為重建階段有哪些事情是最急迫與最需要去完成的? 
               你/妳認為重建階段的任務為何 
               你/妳認為重建階段，決策時考量依據為何?誰應做決策?如何做決策? 
               你/妳認為重建階段，專業社工的角色與職責為何? 
               你/妳認為重建階段，專業社工的核心價值為何? 
               你/妳認為重建階段，社工應擁有什麼重建必備的知能? 
               專業社工應加強哪些專業知能的訓練?以為投入重建階段之所需? 
               你/妳認為在重建階段，社工應如何建立資源整合平台? 
               你/妳認為在重建階段，社工應如何建立心理復建的工作模式? 
 
(五)志工與社工之間的合作整合平台： 

此次八八水災有許多志工投入救災，你/妳認為當時志工參與的狀況如何？表現如何？ 
此次八八水災救災階段，志工與社工合作關係如何? 
你/妳建議未來參與救災的志工，應有何行前的組織與訓練？ 
你/妳建議未來救災中，志工與社工如何建立合作關係? 
你/妳建議未來救災中，志工與社工如何建立資源整合平台? 

 
（六）妳/你對災後重建的遠景為何？ 
 
(七)對訪談內容是否有任何建議修改之處？是否推薦人選接受本研究訪談？ 

 
 

分  組  討  論  大  綱 

災後生活重建與資源整合平台建立之策略： 

1. 社區災後重建行動工作中，具體工作策略為何？是否會影響成效？ 

2. 88 風災前和災後以你目前在災區服務工作來談，您覺得災後重建生活發生了什麼變化 ?您認為

什麼影響最大? 又目前整個災區(人、事、物) 存在那些問題？ 

 

政府組織在災後生活與社區重建中扮演的角色與職能： 

1. 災後重建中社會取向的「社會團體工作」和非社會工作取向的「團體輔導工作」兩者之間有何

差異？ 

2. 如何與非政府組織成員一同協助災後生活及社區重建？ 

3. 如何促進在地人力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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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理重建在災後生活社區重建之重要性： 

1. 災後重建工作對社會工作者而言，那些工作內容是很重要的，且將有利於社區團體工作？ 

2. 可否請你談一談災區居民最近的生活現象? 當有個案人是存在精神或 PTSD 方面的問題? 那你

將如何處理 ? 就目前重建階段你發現那些社會心理問題是最為普遍 ? 到目前為业，那些狀況

是否有改變? 那些問題是加深的 ? 對整個重建工作會有那些影響? 

 

災後重建思維中性別與文化的敏感度： 

1. 進入災區前應做好哪些心理準備及需知？ 

2. 就你目前的工作對災區部落生計產業、文化的了解，到底發生了那些問題?對他們生活造成什麼

樣的影響?以你的工作可以如何進行協助? 
 
 

分  組  討  論  大  綱 

防災與救災： 
1. 請說明防災的重要性？ 
2. 如何以社區為基礎，建立防災與救災的體制？  
 
 
 
災後社區營造志工與專業社工的夥伴關係： 
1. 災後社區營造社工的角色與功能？ 
2. 災後社區營造志工的角色與功能？ 
3. 如何經營災後社區營造社工與志工的合作關係？ 
 
 
 
社工如何輔導災民後續就業： 
1. 輔導災民就業的內容應涵括什麼？ 
2. 如何協助原鄉部落發展與在地文化結合的創意文化產業？ 
 
 
 
災後重建之社工專業職能： 
1. 參與災後重建的社工應具備哪些專業知能？請詳細說明您的想法？ 
2. 社工在災後重建的角色功能？請詳細說明您的想法？ 
 
 

分  組  討  論  大  綱 

防災與救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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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說明防災的重要性？ 
4. 如何以社區為基礎，建立防災與救災的體制？  
 
 
 
災後社區營造志工與專業社工的夥伴關係： 
4. 災後社區營造社工的角色與功能？ 
5. 災後社區營造志工的角色與功能？ 
6. 如何經營災後社區營造社工與志工的合作關係？ 
 
 
 
社工如何輔導災民後續就業： 
3. 輔導災民就業的內容應涵括什麼？ 
4. 如何協助原鄉部落發展與在地文化結合的創意文化產業？ 
 
 
 
災後重建之社工專業職能： 
3. 參與災後重建的社工應具備哪些專業知能？請詳細說明您的想法？ 
4. 社工在災後重建的角色功能？請詳細說明您的想法？ 
 
 

生活防災教育分組討論 

討論題綱  

 
ㄧ、推展生活防災教育的困境？ 
 
 
二、生活防災教育的內涵？ 
 
 
三、推廣生活防災教育的策略？ 
 
 
四、生活防災教學的資源與情境？ 
 
 
五、生活防災教育方案設計綱要與巧思？ 
 
 
六、如何以學生為主體(個體發展)而達到防災教學的目的？ 
 
七、如何將防災教育學習擴大社會參與？ 
 
※ 分組討論將依大會安排到各小組，進行分組討論。 
※ 每一組請推派一名與會者擔任記錄，整理分組論的成果，並在綜合座談中分享討論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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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子計畫五：災後心理重建訓練與服務模式 - 以培力與情緒管理為基

礎 

摘要 
    近年來天災頻傳，災難對個體的生理、心理、居住環境產生極大的衝擊，導致嚴重的身心創傷

與強烈情緒反應，個體本身適應的能力(eg.情緒能力)，影響日後的憂鬱、PTSD 症狀，進而影響日

常生活表現。為幫助受災個體回復到基本的生活狀態，在災後迅速進入災區，建立心理重建工作模

式，協助復原以及預防的工作日漸重要。 
    本研究分別針對高雄縣那瑪夏鄉民生國小與屏東縣各原住民部落災區進行服務，服務內容包

含：提供災民與救災人員心理服務、提供心理重建訓練、建立災難心理重建模式。以問卷調查作為

資料收集之方法，瞭解受災個體災後的創傷程度與情緒能力。提供災民與救災人員心理服務：於心

理重建第一階段課程後填寫滿意度量表與相關心理症狀與適應量表。提供心理重建訓練：於心理重

建第二階段課程，心理專業人員接受訓練與督導後填寫：自我效能評估表、督導滿意度。建立災難

心理重建模式：與屏東縣來義鄉生活重建中心合作，並與災民共同討論災後重建議題。 
    針對災民在災後知覺、風災影響對其憂鬱、PTSD、生活滿意度的影響做迴歸分析，發現災民

關切災難的程度能夠預測其 PTSD 的狀況；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比較災區與非災區組風災影響程

度，在影響變差中有顯著差異，災區組地分數高於非災區組，而影響變差與個體的憂鬱、PTSD 為

正相關，顯示出風災的影響變差部分相對可以看到災民有較高的憂鬱、PTSD 傾向。而風災影響預

測憂鬱、PTSD、生活滿意度，其解釋量分別為 37.4%、36.8%、36.8%，其中自我影響、健康、日

常生活影響變差分數較高可顯著預測高憂鬱傾向；而不論生活環境影響變差或變好均能顯著預測

PTSD；控制人口學變項後，在自我影響變差可顯著預測低生活滿意度之傾向，可知影響的層面不

同，個體會表現出不同傾向。 
    災民情緒能力部分，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比較非災區與災區組的情緒能力，可知非災區組的情

緒能力平均數較災區組高。進一步分析情緒調節策略與憂鬱、PTSD、生活滿意度之間的預測關係，

得到災民自責程度最能預測憂鬱、PTSD，顯示災難之後個體原本的架構受到挑戰，易陷入芻思停

留在負面想法上。以幽默為調節策略能預測憂鬱、PTSD，為負相關，預測生活滿意度，為正相關，

顯示出災民如何去解釋災難，和後續的心理狀態有關；而宗教能預測 PTSD，此不同於研究假設，

推論是原住民本有穩定的宗教信仰，使得宗教較不具預測效力，僅反應災區特性。心理健康服務方

面，舉辦活動對參與者的幫助程度平均數為 4.13 分，對災區老師幫助程度在平均數之上。心理重

建訓練方面，以培力為概念進行課程，第二階段課程的回饋較第一階段課程為高，顯示出接受課程

的學員們在第二階段的應用技巧訓練的部分，接受與吸收程度較大。提供同儕督導課程服務心理專

業人員，結果顯示督導對於心理專業人員的滿意度和幫助程度皆高，有利於面對實際上的困難，心

理師之間也能相互溝通給予協助。而災後心理重建模式的部分，本研究以培力的方式進行，提供課

程給予災區民眾參與，使之認識災後重建的重要性，並重視情緒管理，提高參與培力意願，帶動災

後社區之心理重建。 
    透過結果發現，不同的情緒調節策略和憂鬱、PTSD、生活滿意度是有關的，且個體的災後反

應與調解策略能延伸應用於重大壓力因應與情緒調適模式，經由此模式的架構有利於後續的工作模

式建立與課程的規劃。而研究過程中，因接受服務的災民以原住民居多，文化的衝擊以及語言隔閡，

使得雙方的關係不易建立，若藉由現有體制下的單位進行服務，災民的接受度較高。討論會中發現

災民首要關心身邊的民生資源，對心理需求不易查覺，心理重建工作模式仍需有現實的考量，除重

視心理相關問題外，應多重了解民生問題的需求，提供不同的服務管道，與其他單位達成共識，勿

有人力資源的浪費。 
     

關鍵字: 災難心理重建工作模式、重大壓力因應與情緒調適模式、培力、情緒能力、PT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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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導言 
八八水災重創許多人的家園與日常生活環境，導致民眾身心或財產上的損失。這重大衝擊會導

致身心上嚴重的創傷反應與強烈情緒，此時急需各方積極通力合作，共同推動心理復健之各項工

作，期能即時將不利於災區居民心理健康之因素減至最低，進而預防後續身心疾患或家庭人際困難

之發生。故本研究有鑑於此，希望不僅可以提供直接心理健康服務、心理重建訓練，甚至可針對未

來災難心理重建工作模式的建立與執行，提供研究之資料與服務成果，作為學術與心理臨床專業在

面對災難時的參考。 

 

二、文獻回顧 

災難與心理重建 
災難對心理有著重大的衝擊，導致人們嚴重的身心創傷反應與強烈情緒，包括創傷經驗重複出

現、與過敏驚恐或焦躁反應，以及否認、麻木、與迴避壓抑反應等等。921 地震一年後，許多災民

仍有心理創傷症狀，第二年則約有 2/3 比例的人持續有心理創傷症 

(見表 8-1，吳英璋等人)。可見災後心理急救與重建是極其重要。 

 
表 8-1 震後第 1、2 年 PTSD 症狀盛行率比較 

症狀盛行率 地震後 1年 地震後 2年 比較(p) 

過度敏感 50.9% 32.6% *** 

不安、害怕 28.2% 18.3% *** 

悲哀、傷心 25.4% 16.4% *** 

否認 22.0% 15.1% *** 

重覆出現 22.8% 14.2% *** 

生氣、憤怒 19.4% 14.8% *** 

失眠、睡眠困難 16.7% 13.6% ** 

罪惡感 13.4% 7.4% *** 

停止社交 8.3% 5.7% ** 

*p<.05 **p<.01 ***p<.001 
 

距離 921 震災十年的今天，台灣發生嚴重的八八水災，本研究希望能借助 921 震災相關心理專

業團體介入，且從中獲取相關珍貴的研究實務經驗，應用於受到八八水災衝擊民眾的心理復建工

作，幫助其日後心理適應的品質。李明濱與楊聰財(2004)首先針對 921 集集大地震災後精神疾病相

關研究論文進行回顧性分析研究，經篩選符合條件的四十篇文章中發現：研究主題以創傷後壓力症

(PTSD,50.0%)、創傷後反應(PTR,17.5%)、憂鬱症(27.5%)為最多，且發現在(1).災後的一個月之內創

傷後反應(PTR)的盛行率約為 60%，(2).災後 6 週、6-9 週的創傷後壓力症候群(PTSD)盛行率約近

20%，(3)災後 6 個月到 12 個月的創傷後壓力症(PTSD)的盛行率在 13.7 到 16%之間，憂鬱情緒方面

從災後的 6 週到 13 個月所估算的盛行率則很相近，約在 16.2%-16.9%；影響精神健康的危險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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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包括女性、老年人、失落(如；房屋毀損、財物損失、親友傷亡或自己受傷)、災難前重大生活事

件、病前人格特徵(Neurotic，神經質的)；此外，作者也整理國外相關的研究資料，與本研究的數

據進行比較後發現在憂鬱症方面的結果相近。以上研究結果顯示出，災難發生後，除了創傷後反應

與創傷後壓力症候群為關注的焦點外，憂鬱情緒的持續維持，也是我們必須更加以注意以及急需介

入的地方。 

921 大地震使國人對於心理衛生的處置更加重視，目前關於創傷相關的心理因子研究已逐漸累

積，但心理介入相關療效研究報告呈現並不多，根據羅廷瑛、張景媛(2001)對於災區寄讀學童參與

心理復健團體的活動引導，首先提供災童心理支持，讓災童能在生理與情緒上「經驗」失落的歷程，

以釋放失落中的負向情緒，促使認知轉變，使失落與個體生命觀和先前意義連結時，可使失落逐漸

減緩及產生「迎向」的行為亦即平靜的面對失落事件，作者認為這反映是契機也是對周圍環境的一

種覺察。賴念華(2003)也針對九二一地震中部災區婦女十二名，透過「表達性藝術治療」團體工作

坊，重新正視因地震衍生的家產紛爭、失業、夫妻問題，體驗地震後親人死亡的悲痛，並與之告別；

承認面對死亡的恐懼，並瞭解生命的限制，重新經歷地震前過往關係的未竟事務，並修通之；再次

體驗因地震產生的生命失控焦慮，而重獲合理控制感再次表達對災後重建工作疏漏的憤怒，並化為

具體拯救行動計畫。許維素(2002)邀請災區某大學十二名學生參與焦點解決團體諮商，透過地震經

驗的回憶、想像與面對，進而正向生命意義重建﹝對生命的新詮釋、面對死亡、對人生的回溯與新

的期許、自我的覺察與改變、與家人關係的連結與強化等﹞。黃龍杰(2008)在「搶救心靈創傷─從

危機現場到心靈重建」一書中，提出針對受傷後進行的安心團體的程序如下：一、開宗明義─自我

介紹，建立結構；二、還原現場─回顧意外，開啟敘說；三、壓力反應─吐露身心衝擊，宣洩情緒；

四、機會教育─教導身心反應，學習平常心接納；五、行動計劃─交流舒壓之道，預設短期計劃；

六、重新出發─逆向思考，找出正面意義。 

整理以上心理處遇的介入主要要點如下：一、情緒宣洩、紓解、二、重新經驗創傷事件並再解

釋，三、經由對於事件的再解釋，重新發展出合理的控制感，四、行動計劃的擬定，五、災後心理

成長與意義重建。從以上的經驗中，我們希望從中獲取相關經驗，進一步的運用於八八水災的心理

衛生介入，期待能在災難初期越早有效的介入，為之後進行的心理處遇鋪陳，使後續更容易進行。 

 
培力與災後心理重建 

災難造成個體生理、心理的創傷，其中心理創傷包括自我效能感、對環境控制感、對於外界

環境參與及注意的降低等效能被剝奪(disempowerment)之歷程及後果(Dass-Brailsford, 2007; Herman, 

1997)。 

培力(empowerment)概念範圍由狹至廣可劃分三：個人性(individual)、組織性(organizational)、

及社會性(community)(Perkins & Zimmerman, 1995; Zimmerman & Warschausky, 1998)。培力之概念

源於對於個案醫療及介入服務的權力轉移：由過去傳統觀念中將個案視為有缺陷、需要依賴他人的

觀點轉變為強調個案能力及獨立性之觀點，強調去除環境中對於個案生理、心理、及社會性障礙

(DeJong, 1979; Zimmerman & Warschausky, 1998)。 

培力之概念具有三種重要成分：培力價值(empowerment values)、培力歷程(empowerment 

processes)、與培力結果(empowerment outcomes)(Zimmerman & Warschausky, 1998)。培力價值意指

專業與個案共同工作之信念系統，此信念包括對於健康、適應、能力與協助系統本質的注意，培力

取向強調健康而非疾病、強調能力而非缺陷，故專業協助者幫助個案盡可能成為能夠獨立生活之個

體、發展因應生活中困境之技能、學習與其環境中他人共同工作以因應困境之能力；培力歷程為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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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組織、社會精熟與其有關議題、發展對於環境覺察、參與影響其生活決策之機制，此機制提供

個體、組織、與社會發展與執行對於環境覺察與控制之機會；培力結果為培力歷程所造成之後果與

影響，培力結果造成之影響在不同系統層次所造成之影響不同，表二簡短呈現於個人、組織、社會

層次培力歷程及結果之不同，其中參與與提供執行之機會、控制與覺察分別為各層次歷程及結果共

通之重點：個人層次歷程強調接受與施與協助的機會，結果強調控制感的獲得、了解社會環境、與

主動控制環境；組織層次歷程強調鼓勵參與問題決策、共享責任與技能發展之機制，結果強調與其

他組織間之連結、有效的影響政策或服務提供、運用資源；社會層次歷程強調取得資源(如教育、

經濟…等)的平等途徑、允許多元意見，結果強調生活品質的提升、有效運作集體行為。 

如前述，緊急救災時，目標是提供災民心理急救，減緩危機，之後則是幫助災民恢復與增進

因應困難的能力和效能感為主。這時除了提供傳統心理治療外，如情緒管理等，災民面對災後重建

家園與生涯的挑戰，心理專業人員著重培力幫助其發展實際有建設的行動方案，例如給與災民訓練

成為心理重建志工等，更能有益其救災與重建身心健康與生活的能力。 

個人層次之培力又稱心理性培力(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Zimmerman, 1990)，包括影響改

變、控制社會環境所需之動機、知識與行為技能，特定之控制感、技能、與行為則依各情境及族群

不同，心理性培力可進一步區分為個體內培力成分(intrapersonal component)、個體間培力成分

(interpersonal component)、與行為成分(behavior component)。個體內成分包括個體如何看待自己、

特定領域之控制感、與效能感；個體間成分包括個體如何看待環境並與之連結，此培力成分使個體

能成功有效精熟社會系統與學習行為技能；行為成分為個體透過參與社會組織行為活動影響社會環

境，如參與協助其他受災者之社會活動，也包括管理壓力與適應改變之具體行動。 

綜合而論，培力透過協助個案參與與覺察自身需求及環境間之連結，造成個案控制感、自我

效能、覺察能力之提升；因此於災後對於個案進行培力可協助其降低因災難造成之控制感低落、心

理痛苦、逃避因應行為；並積極提升其參與社會活動、提升覺察環境之動機及能力、使其成為能夠

獨立適應、發展之社會角色。 

 
表 8-2 不同系統層次之培力歷程及結果 

系統層次 歷程 結果 
個人 接受他人協助以獲得控制感 

協助他人獲得控制感 
相互協助 

覺察能力 
控制感 
參與行為 

組織 提供成員發展及執行技能之機會 
建立決策參與之機制 
責任及領導共享 

有效資源管理 
與其他組織連結 
影響政策決策或建立其

他服務 
社會 提供獲得資源的公平管道 

允許分歧意見的表達 
建立社會性組織參與決策之機制 

不同組織共同工作以控

制政策決策 
集體努力維持或提升生

活品質 
成員參與技能 

 
情緒能力與心理重建 

創傷事件後對個體立即的影響是各式各樣的，但可以以下列來合併描述：感覺極度脆弱、無助

感、絕望、緊張、恐慌激發和負向情緒，一種被驚嚇、麻木、耗竭感，有替代性意識或現實感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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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消失的現象(Robert, 1999)。心理重建工作中，就情緒的層面，心理急救立即的目標是讓受災

人們理解，那些災後心理反應是自然反應，可以安心無須掛慮。  

受災人們經驗到種種痛苦情緒，有些人逐漸從這些立即反應恢復，有些人則保持了不適應的症

狀與負向情緒，因而逐漸發展成創傷後壓力疾患(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簡稱 PTSD)、焦慮

症、憂慮症、或其它心理疾患。發展成慢性心理疾患的受災者，往往須面對比一般人更多的負向情

緒，例如：PTSD 患者其焦慮程度也比一般民眾高情緒(Grillon et al., 2009)。而負向情緒更會造成不

同心理疾患的共病現象，例如：憂鬱情緒是 PTSD 患者常見的負向情緒，有研究顯示將近一半的

PTSD 患者與重鬱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共病(Golier, Yehuda, Schmeidler, & Siever, 2001)。 

面對這些負向情緒，個體須有足夠的情緒能力來處理。受災的個體可能使用不適應的情緒能力

而發展成慢性心理疾患者。研究證實情緒的麻木可預測受災人們發展成慢性 PTSD 和較差的心理社

會影響(Litz et al., 1997)。Michael, Halligan, Clark, & Ehlers (2007)在 PTSD 患者中的研究發現，患者

對於創傷往往會使用芻思(rumination)的方式來處理能若使用不適應的情緒能力，而相同研究也顯

示個體持續使用不適應的情緒能力(芻思)會使各體產生負向感受，使個體發展成慢性的心理疾患，

造成惡性循環。 

McDermott, Tull, Gratz, Daughters, & Lejuez(2009)對於古柯鹼依賴群體中研究顯示個體焦慮敏

感度(Anxiety Sensitivity, AS)方面情緒處理困難者可預測 PTSD。因此心理重建工作增進個體的情緒

調適能力，不只是針對災後人們所產生的情緒問題做處理，也可藉此篩選有情緒處理困難或易發展

出心理疾患特質的個體，預防其未來發展出不適應的心理疾患。 

因此本研究以情緒調適能力做為指標，藉由教導情緒因應技巧，增進其情緒處理的能力，如鼓

勵病患不壓抑、適當表達情緒、做有助正向情緒的活動，採用主動因應，如看見新思考角度、反思

整理自己經驗、或是問題解決的方式，促進其心理重建與復原。而此情緒處理能力的提升，有助於

長期心理重建，包括轉化創傷經驗，發展新的人生目標與意義。 

心理重建的目標，是提升受災人們的因應能力，而心理重建的長期目標是發展新的生命目標，

這是在處理消化情緒訊息之後，才得以創造出新意義，可見情緒教育與管理在災後心理重建中佔有

重要的角色。 

 

災難與心理疾患的三級預防 
災難事件發生後，除了立即的進行心理重建，進行心 理疾患

的預防亦是相當重要。在預防心理學中，強調的是保護與 危險因

子的分析，危險因子在具有加乘效應，且會干擾個體的正 常發

展，保護因子促進，則可以減少失功能反應(Coie et al., 1993)。 

在 Pransky (1991)所提出的三級預防，包含預防

(prevention)、處遇(intervention)、和治療(treatment)三部分， 如圖 8-1

所示： 

 初級-預防(prevention)：此部分的對象在於所有人，其 目

的在於預防疾病、促進健康，並且再問題發生之前便 採

取行動，在此一階段並不進行疾患的篩選，而是一個 普

及性的進行健康促進活動、提供支持與覺察、並且建 立

個人因應事件的技巧，就社區而言，亦可 
圖 8-1 三級預防階層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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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環境的改變。 

 次級-處遇(intervention)：在次級預防中的對象為具有危機的個體，進行早期發現、早期治療，

在問題發生前的已有的徵兆進行介入，改變其困擾的行為，建立高危險的個體技能去評估並且

改變個體的困擾事件。 

 三級-治療(treatment)：在三級預防中的對象將聚焦在已經發生疾患的個體，提供其所需的心理

服務，例如：認知行為治療，其以聚焦於已出現的症狀之改善。 

本研究亦將此三級預防的精神套入整體重建計劃中：在初級預防的部分，普及性的在受災民

眾的住所對就所有的個體進行安心衛教課程與活動；次級-處遇中，藉由心理衛生人員的進入災區

探勘，及早發現高危險的個體，並對其進行介入；最後在三級-治療中，將已篩選出的高憂鬱、創

傷後壓力症候群之個體進行心理治療。 

 

社會連結與心理重建 
一個災難的發生，衝擊著身處家庭、學校、與社區中的許多人們。這時受災的人們更是需要

各種社會支持網絡來援助其心理重建，藉由既有的社會網絡，結合其自我概念、效能感之提升，可

以快速與有效地將資源送達個人手中，以利災後心理重建的工作。換言之，災難後心理重建工作是

需要建立在連結重要的社會支持網絡系統之上。重要的社會支持網絡系統，包括學校、醫療機構、

宗教團體、社區民間團體、和政府部門等(見圖 8-2，許文耀等人)。本子計畫搭配其它子計畫進行

服務，以學校系統和醫療系統為主、或其他可連結之社區團體。 

 
  社會支持網路系統

(一) 

醫療機構 

心理衛生機構 

張老師、生命線 

. 

. 

. 

. 

. 

. 

 

社會支持網路系統

(二) 

政府部門 

社區系統 

宗教團體 

志工團體 

. 

. 

. 

. 

. 

學校系統 

 

 

 

老師 學生

家長 

行政系統

 
圖 8-2 災難中建構校園社會支持網絡系統 

 

防救災難與訓練 
吳英璋等人提出一個災後全面性心理防災與復健工作架構(見表 8-3)，其中幫助災民心理重

建，包括不同的階段：(一) 0-3 個月進行心理急救與危機介入，立即處理對災民的危險狀態，有助

災民達到安全與安適，(二) 1-6 個月進行危機介入與心理處置，協助災民暸解與接受自己的反應與

發生的事件，有助恢復災民的因應能力與人際互動，(三) 6 個月-一年以上，進行心理處置與心理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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療，促進災民建立災變後新的生命目標，進而有助災民的心靈成長。 

 
表 8-3 災後心理防災與復健全面性工作內涵簡示 

 
 

依照吳英璋等人(見表 8-3)的架構，受災難衝擊的人們，範圍事實很廣，除了災區民眾還有未

直接接觸災區但受新聞驚嚇的人，而心理重建的對象年齡從幼兒至老年人，受災個人也屬於不同的

團體，如家庭、學校、和社區等。 

除此之外，還有許多防救災人員，在災後心理重建工作中會扮演著關鍵的角色，是不容忽視。

現階段本研究著重兩個族群：災民與救災人員。依這兩族群的需求，協助受災的人們達到有效整體

的心理重建，由兩方面來進行：一是服務，在心理健康上服務災民，二是訓練，著重救災人員的技

能訓練；在心理重建過程中，其目標依時程不同而異(見圖 8-3)。 

如前述，災難後的心理重建，在時間或階段上，可分為目前緊急期、短/中期、與長期。(一)

目前救災上，在服務災民部分，目標是提供心理急救，避免問題惡化。(二)災後短/中期心理重建上，

在服務災民部分，目標是恢復與增進災民因應能力和效能感，以及預防或減緩心理症狀，這時更可

以著重培力(empowerment)，包括例如給與災民訓練成為心理重建志工，建立其救災與重建身心健

康與生活的能力。(三)災後長期心理重建上，則是幫助災民進一步發展新的生命目標與成長意義，

可以成為(未來)我們社會面對災難的智慧或心靈療癒資產。 

訓練救災人員部分，心理專業人員課程依據前述心理重建歷程，加入後面會說明之培力與情緒

能力元素規劃；短期目標是使其有能力提供災民及時有效的服務，而中長期則是儲備持續防救(未

來)災難的防災人力。另外，救災人員也受到災難衝擊，加上救災的身心壓力，亦需要心理急救與

服務，以助其恢復身心平衡與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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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3 服務災民與訓練救災人員之災後心理重建目標 

 
災後心理重建專業訓練與培力服務防災工作模式 

過去美國已發展出一套災難心理衛生計畫的要項，其包含(1)任命救災主持人、(2)掌握服務人

員名單、(3)教育訓練、(4)救災演習、(5)掌握目標族群、(6)有效運用媒體、(7)發動並協調心理衛生

應變措施、(8)建立心理服務處所、(9)危機諮商、(10)救災人員的支持性服務、(11)大型團體回顧(large 

group debriefing)、(12)追蹤評估、(13)檢討救災計畫，(梅爾斯, 2001)。由美國經驗可得知，救災制

度是一個全面性的，包含預防、救災、追蹤、檢討以及救災人員的訓練，但在台灣地區，心理衛生

資源仍然不足，期盼藉由此一次災難，可訓練心理衛生專業人員面對災難反應的技能，並且建立一

套完整且在地化的工作模式。 

心理衛生工作的介入，亦要發揮到三個層次：人群、環境、個人。前二層次是對系統的介入，

而第三層次則是個體(梅爾斯, 2001)。首先需介入的兩類人群為：倖存者與救災工作人員(志工與專

業人員)，對倖存者進行心理狀態的了解、評估和篩選，而對於救災工作人員則需注意其因一味投

入救災工作中面對受難人員重大失落對自身情緒和身體的影響，因此在倖存者與救災人員兩者的介

入並重；第二部分為對環境的介入：其包含空間的分配，例如：良好的庇護所、安靜的空間，資訊

的提供，如：中止謠言、協助倖存者了解家屬下落、以及活動的實行，包含休閒、大肌肉的活動等

舒壓技巧；最後一部分則為對個人的介入，專業人員主動發現個案，可藉由非正式的觀察和評估，

例如：訪談、閒聊、傾聽…等，辨識出需要協助的個案。 

因此，整合前述，本研究提出一個著重情緒調適與培力的「災後心理重建專業訓練與培力服務

防災工作模式」。工作內容包括：(一)提供受災民眾心理健康服務：心理急救/危機處理、心理諮商/

心理治療、與培力團體/定期討論，包括救災人員的心理健康服務，目標為急救災難對民眾的傷害，

提升受災民眾的情緒調適能力有助於心理健康復原，和在培力精神與做法中，幫助災民恢復因應與

問題解決能力，增加自我效能感，進而採取建設性行動幫助同部落或社區中的人，協助整體心理與

生活重建。(二)訓練與儲備災後心理專業人員，包括前述的心理急救、心理治療、與培力團體，和

了解原民文化與需要等專業和相關課程，以及定期討論與督導，組成與凝聚持續的工作團隊，促進

專業效能，有效服務現前的受災民眾，以及儲備未來救災與防災的專業人力。 

「災後心理重建專業訓練與培力服務防災工作模式」的架構見圖四。其工作項目分列如下： 

1. 對於受災民眾服務的工作項目 

（1） 心理急救與危機處理：用來協助經歷災難事件的兒童、青年、成人與家庭，希望能解除

  

‧ 訓練 

‧  服務  

受災民眾 培 力 

/ 防災 

救災人員
 

心理急救 
( 治療 ) 

/ 復原 
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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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創傷事件引發初期不適感。 

（2） 心理諮商與心理治療：後續對於受災民眾提供包含個別與團體心理治療的服務： 

1. 個別服務：因應個別民眾的心理需求，提供個人化的心理治療。 

2. 團體服務：因應民眾的受創反應，幫助調適情緒，提供支持。 

A. 心理重建情緒團體：協助受災民眾在團體治療中調適受創情緒。 

B. 心理重建培力團體：參加完心理重建情緒團體的受災民眾，有意願參加心理

重建培力方案之災民組成心理健康志工團體，給予心理重建培力方案訓練。 

2. 對於心理專業人員訓練的工作項目 

（1） 訓練課程：包含基礎與培力兩階段課程。 

1. 基礎課程：心理急救實務、心理重建模式、兒童心理急救、PTSD 篩檢、情緒焦

點治療理論與實務。 

2. 培力課程：認識原鄉文化、災後培力方案之建立。 

（2） 定期討論與督導：提供心理專業人員督導並定期討論，確保心理專業素質，有助於未來

防災、救災心理衛生專業人才的儲備。 

 

 
圖 8-4「災後心理重建專業訓練與培力服務工作模式」 

 

三、研究目標 

 

本研究目的，有二：一是建立有效的以情緒調適為基礎之災難後心理重建服務與訓練模式，著

重針對災民與救災人員，以復原、培力、以及防災為服務與訓練之目標。二是檢驗災後心理重建中，

情緒教育與情緒管理對心理重建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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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方法 

 
研究對象 

本研究依循三項研究主軸，分別針對高雄縣那瑪夏鄉(民生國小)與屏東縣各原住民部落之災區

進行服務。 

(一)針對災民與救災人員提供心理健康服務 

    針對災民與救災人員提供心理健康服務，對象主要為 88 水災災區之民眾與救災人員，其中包

含有高雄縣風災區地區(那瑪夏鄉-民生國小之學童與老師)、屏東縣原住民部落災區的居民、牧師與

部落內協助救災之工作者，以及前往災區服務的心理師、志工與社工。 

 
(二)提供心理重建訓練 

    提供心理重建訓練其服務對象主要為心理專業人員，其中以臨床心理師為主，也包括社工、志

工人員。 

 
(三)建立災難心理重建工作模式。 

    災難心理重建工作模式其參與對象主要為災區服務的專業人員，臨床心理師為主，也包括社

工、志工人員。 

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問卷方式了解受災民眾在災後的心理狀況，並針對問卷資料分析結果，提供與修正

介入與培力訓練的課程。提供心理健康與心靈重建訓練課程，針對參與課程之居民以及救災人員填

寫回饋問卷，以了解對於課程的滿意度、了解程度與應用所學之效能感。 

書面填寫資料分為災區民眾、救災人員參與課程後填寫：滿意度量表與相關心理症狀與適應

量表。而心理專業人員接受訓練與督導後填寫：自我效能評估表、督導滿意度。個案接受專業心理

人員療程後填寫：療程單次回饋問卷、個案狀態評估，專業心理人員填寫：個案狀態評估、療效問

卷。 

 

(一) 滿意度量表 

量表皆以五點量表評估，分數越高表示評估結果越佳，請參與課程的災區民眾或救災、心理專

業人員，針對以下項目評估：1.  內容與講師的帶領方式的滿意度、2.  舉辦方式滿意度、3.  時間、

地點、及服務人員等安排滿意度、4.自我照護助益度、5.  對於災區服務助益度、6.分享和整理風災

的經驗助益度。此量表用以了解成員對於課程的參與度、對課程的吸收程度以及滿意度，作為帶領

者能針對意見調整介入方向。 

(二) 相關心理症狀與適應量表 

1. 簡式創傷後壓力疾患量表：由陳錦宏、陳快樂、沈武典與盧孟良(2008)根據中文版戴氏創

傷量表(Chinese Version of Davidson Trauma Scale, DTS‐C)所翻譯修訂的簡式中文版本，以 182

位 1999年 921大地震之受災民眾及救難人員參與，個別完成填寫量表與精神科醫師會談，

其中有 73 位符合 DSM‐IV創傷後壓力症候群的診斷，結果顯示 Cronbach’s α 為 0.77，其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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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與中文版戴氏創傷量表相關係數為 0.93，中文版簡式創傷後壓力疾患量表的最佳分割點

為 5分，可以得到最佳之診斷正確率 78%，敏感度為 78%，特意度為 77%。本研究顯示中

文版簡式創傷後壓力疾患量表具有良好之信效度，適合運用於大規模篩檢，以便於有效的

尋找出可能之個案。 

2. 八八風災影響量表：為自編量表，88風災對個體各方面的影響變好、變、兩者皆有、或

沒改變，研究者列出 19個向度(1)健康(2)心理狀態(3)生活作息(4)工作(5)休閒時間與娛樂

活動(6)居住水準(7)經濟(8)身家安全(9)目標、意義(10)親密關係(11)家人關係(12)朋友/親戚

關係(13)族人/社群關係(14)公眾服務與幫助(15)自己的信心(16)上天的信心(17)人們的信任

(18)未來的期盼(19)人生希望，共 19題，以了解個案在個向度因八八風災所受的影響和改

變。 

3. 問題處理方式量表：由情緒調節策略量表（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Scale）所改編。

其內容主要將情緒調節策略分為 19個因子  (1)逃避想到問題  (2)逃避問題情境(3)想愉快

的事(4)做愉快的事(5)想放鬆的事(6)做放鬆的事(7)想會佔據注意力的事(8)做與問題無關

的日常活動(9)重新評估（情緒導向）  (10)  發洩情緒  (11)尋求幫助或是他人的安慰  (12)  想

如何解決問題(13)問題解決（14）情緒控制（15）反覆思索（16）情緒反思（17）用藥（18）

獨自一人（19）其他，共 32題。 

4. 生活滿意度量表：由世界衛生組織健康相關生活品質問卷台灣簡明版本(WHOQOL‐BREF)

所改編，共 8題，以了解個體其生活品質之狀況。 

5. 簡式健康量表(BSRS-5)。共 6題，由臺大李明濱教授等人所發展，主要在做為精神疾患之

篩檢表，目的在於能迅速瞭解個人之心理照護需求，進而提供所需心理衛生服務。有良好

的內在一致性信度(Cronbach＇s α= 0.77-0.90)，再測信度為 0.82。 

(三) 療程回饋與狀態相關問卷 

    經過篩檢後之居民進行諮商與治療，每次晤談後提供回饋與評估問卷，以瞭解個案心理

治療療效，問卷包含：療程單次回饋問卷、個案狀態評估問卷(治療師版)、個案狀態評估問

卷(個案版)、個案狀態評估問卷(前、後測版)、心理師療效問卷。此類相關問卷視治療師評估

目的不同而使用，非固定或必要性施測工具。 

 
(四) 督導課程回饋問卷 

1. 滿意度量表：量表內容分成三大部分，由接受督導後的心理師填寫，包括三大部分：1.內容助

益度：了解接受督導內容對於心理師的訓練與學習，以及未來療程上是否有幫助。2.活動助益

度：了解督導中所安排的活動對於心理師的訓練與學習，以及未來療程上是否有幫助。3.其他

滿意度：針對於督導的時間、舉行方式、人員…等的滿意度。為五點量表，依照對於此督導課

程的滿意度，由非常不滿意、不滿意、普通、滿意、非常滿意進行 1-5 分評寫。 

2. 幫助度量表：量表題目以督導課程的流程與內容進行評分，依照個別參與者對個案報告內容與

架構、臨床運用之探討、每人經驗分享與討論、督導方式與督導需求的探討、即興個案討論的

感受，填寫五點量表。 

 
研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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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5 心理重建培力計畫流程 

 
1.八八風災居民心理狀態問卷調查 

本研究調查範圍界定是根據行政院莫拉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第九次審核會議(民 98 年)
所制定莫拉克風災受災區與非受災區，以及經過原住民部落安全性評估而劃分，其本研究抽樣區域

如下： 

表 8-4 莫拉克風災受災區與非受災區界定範圍 

評估結果 地區 

安全/非災區 
屏東縣來義鄉古樓村(古樓社區)、古樓村(中興社區)、瑪家鄉三和村、

牡丹鄉(除中間路 1 鄰以外)、屏東市、屏東縣潮州鎮、內埔鄉 

不安全/災區 
屏東縣牡丹鄉中間路(1 鄰)、屏東縣瑪家鄉(達來村、德文村、大社村)、
泰武鄉、霧台鄉、義林村、來義鄉（東部落）、來義鄉（西部落）、

來義鄉丹林村(5-6 鄰)、大後村、高雄縣桃源鄉、建山村 

 

本計劃之抽樣與災區課程規劃、部落居民連繫，透過來義生活重建中心(中華心理溝通協會)合

作與協助，而增進計劃執行的成效，其中深入災區部落進行大規模之問卷調查前，初階段來自於中

華心理溝通協會的成亮理事長與邱慧輝秘書引薦認識各部落之教會牧師與健康營造工作人員，且在

清楚向工作人員說明抽樣目的與遵循倫理保密原則下，進ㄧ步進入災區部落訪談與施測居民問卷，

其抽樣方式包括：逐戶居家訪視、部落教會聚集、活動課程時間進行施測，且訓練在地志工或社工

員精熟問卷與施測程序後，協助收集問卷。 

施測過程經過標準化的訓練與規劃，請參與者填寫問卷與各類量表前，工作人員會向參與者說

明填寫問卷工具之目的，說明個人資料與填答結果之保密性與拒絕參與受測的權利，參與者同意

後，再進行書面同意書與問卷的填寫，過程中，務求讓參與者在了解個人基本資料將會被保密的情

災後心理重建/培力訓練模式

居民心理健康調查(研究
收案)

助人者培力訓練 

確定收案條件/範圍 心理專業人員培訓 

使用量表/問卷種類 民生國小認輔/災區部落
心理服務

施測標準程序 臨床心理師督導 

災區部落種子教師培訓 

規劃部落服務方案 

牧師直接服務成果 

篩選高危險群 
轉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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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下安心且誠實填答，工作人員亦會在旁協助解答參與者填寫問卷時的疑惑。進行資料分析後，其

分析結果，篩選出高危險群，由生活重建中心之工作人員進行後續追蹤與安排心理專業人員介入輔

導或轉介醫療系統。 

 
2.災後心理重建訓練與服務活動執行 

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推動整年性心理重建與專業培訓活動，其活動建構依據三項目標進行規

劃：第一、針對災民與救災人員提供心理健康服務。第二、提供心理重建訓練。第三、建立災難心

理重建工作模式。 

針對災民與救災人員提供心理健康服務的部分，藉由三級預防的概念區分提供服務的層次與內

容。第一級預防主要是藉由舉辦安心講座的方式，預防及不篩選個案，對所有的人全面提供訊息，

在問題發生前採取行動，預防問題發生。第二級預防則聚焦於高危險群(災區居民)，於問題發生後

做緊急的處理，早期發現早期治療，以座談會或講座的方式進行。第三級預防進行正式篩選，針對

有(初期)症狀或問題者進行介入，減輕症狀及後果，提高生活品質。接受服務人員於接受服務前後

填寫滿意度量表以及心理症狀與相關適應量表等，以了解服務的品質和效果。 

心理重建訓練提供心理專業課程與訓練，其中為了瞭解全台各地針對災難舉辦之課程訓練，收

集了相關資料，邀請災難心理相關專業人員舉辦講座。並且規劃災難與創傷心理復原專業培訓，提

供於災區服務的心理師訓練和督導。課程與督導結束後請參與人員填寫課程與督導滿意度…等相關

量表。 

災難心理重建工作模式邀請於災區服務的各專業人員，一起探討並且經驗分享在災區服務的情

形，共同建立一個有系統且適用於台灣的災難心理重建模式。 

 
表 8-5 災後心理重建辦理之活動流程表 
 日期 活動安排 參加對象 
ㄧ 
、 
心

理

健

康

服

務 

2010/12/23 救災經驗分享座談會 
分享成員：蕭仁釗、徐迦瑩、陳莛瑢老師、朱芸君

老師、魏福杰先生、姚玉麗女士 

災區各級教師、教職

員 

2010/1/23 「布袋戲活動」 民生國小學童與教

師 
自 2010 年 8
月 開 始 至

10 月中旬

結束，隔週

上課，共六

次 

災區牧師、助人工作者之心靈重建技能訓練 
第一階段系列課程 
I. 心理疾病與變態心理學簡介 
II. 認識憂鬱與情緒疾患 
III. 精神醫療資源與轉介、人格心理學 
IV. 情緒覺察與認識 
V. 壓力管理與減輕 
VI. 悲傷治療、酒癮預防與治療 

部落牧師、健康營造

工作人員 

二 
、 
心

理

重

自 2010 年

10 月中旬

開始至 11
月底結束，

每週上課，

災區牧師、助人工作者之助人技巧訓練 
第二階段系列課程 
I. 問題解決：提升因應能力與效能感  
II. 同理心、傾聽 
III. 壓力管理(平靜身心、減壓技巧)促進正向活動

部落牧師、健康營造

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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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訓

練 

共六次 IV. 思考好習慣 
V. 人際技能與重建人際網絡 
VI. 情緒表達與轉化意義 

自 2009 年

12 月開始

至 2010 年

11 月底結

束，每月約

有一場，共

六場。 

心理專業人員培訓課程 
1. 「災後心理重建模式之經驗分享」演講 
2. 「紫色世界咖啡館」－遇見 88 風災 
3. 「好眠團體」 
4. 「基模治療與認知治療中的人際歷程」 
5. 「以內觀為基礎的介入方案協助創傷個案」

6. 「動機式晤談演練課程」 

各級心理相關助人

工作者、臨床心理師

自 2010 年 8
月 開 始 至

11 月底結

束，每個月

約 1-2 場，

共九次 

臨床心理師督導-同儕督導形式 
 個案討論會 
 每個月 1-2 次，共 9 場 

臨床心理師 

三 
、 
建

立

災

難

心

理

重

建

工

作

模

式 

每月至少一

次 
 牧者心理重建與助人技巧課程討論 
 心理重建模式規劃討論會 
 

謝碧玲老師 
成亮理事長 
邱慧輝秘書長 
黃淑珍老師 
邱麗娃老師 

每月一次 心理重建課程牧者討論會 
-討論在部落針對居民進行情緒與心理培力課程的

發展 

部落牧師 
健康營造工作人員 
謝碧玲老師 
成亮理事長 
邱慧輝秘書長 

2010/11/21
與 11/27 各

辦一場 

災區心理重建展望規劃 
1. 心靈重建共識營 I 
2. 心靈重建共識營 II 
 
 

三地門鄉、牡丹鄉部

落牧師與居民 
健康營造工作人員 
謝碧玲老師 
成亮理事長 
邱慧輝秘書長 

 
1.心理健康服務 
 
1.1 民生國小認輔與心理健康服務 

一級預防著重於提供大量且全面的訊息給需要的人，因此本研究在佛光山安置中心等安置處舉

辦安心講座，以及因應災區學校教師心理需求，進行十七個學校，為期二天之巡迴安心講座課程，

提供安置處的災民災區教師心理衛教宣導，幫助災民調適災後反應，預防問題的發生。 

針對二級預防，本研究舉辦兩場活動為三民國中受災老師經絡舒壓活動與陸軍官校災民安置所

布袋戲義演，主要為舒緩災民情緒與建立關係、進行災後心理衛教宣導，其活動參加人數約 60 人。 

三級預防部分則會正式篩選，且針對有(初期)症狀或問題者進行介入。本研究安排五位臨床心

理師於八八風災那瑪夏鄉受災學校「民生國小」執行服務，首先進行初步評估，估計需要輔導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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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共 22 人，而實際執行輔導之學生為 17 人，學生年級分布由一年級至六年級，總服務約 102 人次，

於「民生國小」的臨床服務現仍持續中。此外醫師轉介 25 名茂林個案，評估發現災後反應狀態須

接受專業心理人員進行介入，目前由專業心理人員接洽訪視，將持續提供服務。 

針對民生國小的服務，本研究舉辦了民生國小教師心情分享座談會，收集相關的資料，藉此了

解災區老師的狀況以及他們對於服務的滿意度和幫助程度。研究對象為災區老師 9 人與救災人員

（包括心理師）10 至 13 人。 

 
2.心理重建訓練 

 
2.1 心理專業人員培訓課程 

在心理專業人員災後的心理重建訓練課程中，為了瞭解全台各地針對災難舉辦之課程訓練，收

集了相關資料，分類後得到九項概括的課程分類；包括危機介入、壓力管理、創傷與復原、認知行

為取向治療、校園危機管理、兒童創傷、家族治療、藝術治療、敘事治療等，將針對研究對象之課

程問卷回饋，進而決定以心理重建相關訓練為目的，規劃舉辦六場「災難與創傷心理復原培訓系列

課程」，短期目標在於集訓貢獻心力服務於各災區之心理專業人員，能夠具有心理重建之能力。「災

難與創傷心理復原培訓系列課程」安排如下： 

第一場「災後心理重建模式之經驗分享」演講，邀請拿大 James R. Allen 講師，他曾參與美國

意外事件及恐怖攻擊創傷之治療與災後重建，邀請講授其經驗與分享專業知識，幫助心理專業人員

了解國外相關經驗，從中獲得災後心理重建的知識。 

第二場「紫色世界咖啡館」－遇見 88 風災，活動目的主要探討服務災區心理專業人員對課程

需求，並凝聚服務災區之共識。除上述內容外，針對災後重建心理師培訓方案提出架構與執行的細

節，涵蓋課程訓練、療程研發/推展、服務、督導、時數證明(繼續教育積分)等內容。 

第三場「好眠團體」，針對災後民眾常見的睡眠問題等，讓服務災區之心理師分享自身的治療

經驗與所遇困難，藉由彼此討論，進而提出可行的建議與協助，參與人數約 25 人。 

第四場「基模治療與認知治療中的人際歷程」課程，邀請輔仁大學劉同雪老師敎導運用認知行

為治療技巧，處理治療師與災區個案在治療關係或人際歷程中的困境，更進ㄧ步跳脫困境，建立穩

定的治療效能。 

    第五場「以內觀為基礎的介入方案協助創傷個案」課程，主要活動目的為協助創傷的個案度過

不斷重複的創傷經驗、害怕情緒和身心症狀，教導創傷個案學習使用專注地覺察、描述、感受和接

受的放下歷程，降低造成身心症狀之壓力情緒。 

    第六場「動機式晤談演練課程」，對於情緒低落、低動機、自主思考能力下降的個案， 

專業心理人員在治療過程常見的阻礙療效因素，提供處理與增進災區居民治療動機的方法，藉由課

程演練與經驗分享，歸納出可行的方法。 

2.2 臨床心理師督導 

    針對在災區服務的臨床心理師，藉由經驗分享與督導形式，探討個案問題與提供有效的治療建

議，其同儕相互分享與支持、督導模式，讓臨床心理師從中學習不同與多元的治療技巧與策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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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督導型式為主，團體約 5-10 人，每月兩次為主，至少一次，一次 2-3 小時，每次 2 位心理師

接受督導。 

2.3 災區牧師、助人工作者之心靈重建技能訓練與助人技巧訓練(兩階段系列課程) 

    此系列課程以培訓災區部落種子教師-牧師為主力，提供專業助人技巧之訓練與心理知能授

課，將部落中具有助人熱誠與感化居民的角色，成為種子教師的ㄧ員，期望藉由訓練助人技巧與情

緒培力的能力，將心靈重建之信念與能力真正落實於部落，規模性的傳遞與服務於所需要協助的民

眾。 

    其課程分為兩大類，首先第一階段以理論、知識性的衛教為主，內容包括：心理疾病患知識、

醫療轉介資訊、人格/認知/社會/變態心理學介紹、酒癮預防；第二階段主以應用性的助人技巧訓練，

讓牧者與健康營造助人工作者學會如何協調與面對居民的困擾，藉由輔導知能習得，而能夠提升居

民的正向思考與情緒，其課程內涵包括：問題解決技巧、傾聽與同理技巧、思考與情緒轉換、減壓

方式…等，兩階段系列課程各分配六次課程，共有 12 次，第一階段每兩週一次，第二階段每週一

場，參加學員均為原住民部落之牧師或健康營造人員，課程形式為團體進行，約 20-30 人。邀請臨

床心理師、諮商心理師與長期協助災難困境的助人工作者擔任講師，使學員在學習過程中，亦能獲

得心理健康諮詢與輔導的服務，而達到一級與二級預防效果。 

 

五、 研究結果 

 

(一)、災民基本資料與心理相關資料分析： 
本研究抽樣針對屏東縣與高雄縣原住民災區部落進行抽樣，共隨機取樣兩縣六鄉鎮與屏東市的

居民，共 442 人(男性 155 人，女性 276 人，遺漏值 11 位)，被列為災區居民共 236 人，非災區居

民 206 人，大部份為排灣族(338 人，佔 76.5%)，其次為魯凱族和布農族(15.9%)，居民居住地區分

布比例如表 8-6 顯示。 

 
表 8-6、抽樣人數之居住地比例表 

 地區 人數 百分比 

災 
區 
 

來義鄉來義村(東、西部落) 92 39.0% 

來義鄉義林村 46 19.5% 

來義鄉丹林村(5-6 鄰災區) 42 17.8% 

瑪家鄉達來村 7 3.0% 

來義鄉義林村-大後社區 16 6.8% 

霧台鄉 8 3.4% 
牡丹鄉(中間路) 17 7.2% 
高縣桃源鄉 3 1.3% 

其他屏東災區(ex.林邊) 5 2.1% 

非 
災 
區 

屏東市 83 40.5% 

來義鄉古樓村(1-4 鄰) 26 17.2% 

三地門鄉 6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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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家鄉三和村 38 18.5% 
牡丹鄉石門村 37 18.0% 
其他高屏非災區(ex.內埔、高雄市) 15 7.3% 

 總計 
遺漏值 

441 
1 

100% 

 
    由表 8-7 結果顯示，災區無 PTSD 現象的居民百分比低於非災區，其輕度 PTSD 症狀以上的居

民數與比例均較高於非災區民眾，並以 t-test 統計分析(表 8-8)比較災區與非災區居民於莫拉克風災

後的心理健康狀況，其分析結果達到顯著差異，顯示災區居民比非災區居民顯現較多的創傷後的壓

力症狀，如：想到風災會感到情緒難受、激發生理反應(例如：冒汗、心跳加速…等)，而憂鬱症狀

部分，災區與非災區居民並無顯著差異情形(p<.05)。 

 
表8-7災區與非災區之壓力症候者數量統計 

 

非災區 災區 
總和 

人數 百分比 人數 百分比

 無PTSD現象 102 91.07% 206 73.31% 308 78.37% 
  輕度PTSD 3 2.68% 27 9.61% 30 7.64% 
  中度PTSD 7 6.25% 45 16.01% 52 13.23% 
  重度PTSD 0 0% 3 1.07% 3 0.76% 
總和 112 100% 281 100% 393 100% 
遺漏值  49  

 

表8-8 t-test比較災區與非災區居民之創傷壓力症狀與憂鬱症狀 

變項 

災區 非災區 

t 值 p 值 信賴區間 
M/SD M/SD 

創傷症狀分數 11.18/8.85 5.13/7.48 -6.38 .00** -7.91 ~ -4.18 

憂鬱症狀分數 8.41/5.88 7.77/5.01 -1.04 .30 -1.84 ~ 0.56 

p<.05* 
p<.01** 
 

另外針對來義地區災民的服務，本研究邀請災區居民填答問卷，收集相關的資料，災民在創傷

後症狀、憂鬱症狀和生活滿意度上之前後測比較，由表九結果顯示，以t-test統計分析比較居民前後

測於莫拉克風災後的心理健康狀況，其分析結果顯示，在創傷後症狀上，兩個樣本的平均數為10.83

與7.75，兩個樣本的相關為-0.382。此一成對樣本的檢定的t值為0.968，顯著性為0.354，考驗結果

未達顯著，表示這12位居民的創傷後症狀兩次的前、後測未有顯著不同，從樣本平均數大小可以看

出，居民的後測(7.75)較前測(10.83)低，顯示居民在創傷後症狀上有降低的趨勢。 

    由表九結果顯示，以 t-test 統計分析比較居民前後測於莫拉克風災後的心理健康狀況，其分析

結果顯示，在憂鬱症狀上，兩個樣本的平均數為 10.90 與 8.00，兩個樣本的相關為-0.116。此一成

對樣本的檢定的 t 值為 1.14，顯著性為 0.284，考驗結果未達顯著，表示這 12 位居民的憂鬱症狀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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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的前、後測未有顯著不同，從樣本平均數大小可以看出，居民的後測(8.00)較前測(10.90)低，顯

示居民在憂鬱症狀上有降低的趨勢。 

    由表 8-9 結果顯示，以 t-test 統計分析比較居民前後測於莫拉克風災後的心理健康狀況，其分

析結果顯示，在生活滿意度上，兩個樣本的平均數為 26.92 與 30.25，兩個樣本的相關為 0.244。此

一成對樣本的檢定的 t 值為-2.59，顯著性為 0.03，考驗結果達顯著，表示這 12 位居民在生活滿意

度上的兩次前、後測有顯著不同，從樣本平均數大小可以看出，居民的後測(30.25)較前測(26.92)

高，顯示居民在生活滿意度上有上升的趨勢。 

 
表8-9 t-test比較居民的前測與後測之創傷壓力症狀、憂鬱症狀與生活滿意度 

變項 

前測 後測 

t 值 p 值 相關值 
M/SD M/SD 

創傷症狀分數 10.83/7.40 7.75/5.83 0.968 0.354 -0.382 

憂鬱症狀分數 10.90/6.19 8.00/4.47 1.14 0.284 -0.116 

生活滿意度 26.92/3.55 30.25/3.70 -2.59 0.03* 0.244 

p<.05* 
p<.01** 
 

以下將針對災區與非災區居民各種心理學變項做分析： 

災後知覺 

   為了解個體對於災後知覺與憂鬱、PTSD、生活滿意度之關係，進行相關分析。災後知覺共有五

題各分為五大向度，由此表可看出憂鬱分數與 PTSD 和災後知覺多呈現負相關，而與生活滿意度為

正相關；故推論若災民的災後知覺程度較低，其憂鬱的狀況較嚴重，以災後知覺第四、五題來說，

若災民對於風災發生的控制感不夠，則易有憂鬱的情況。而災民 PTSD 的狀況與災後知覺程度尚未

達到顯著的相關，只有在第一題有看到較顯著的相關。生活滿意度方面，在第一、二、四、五題均

達到顯著的相關，可以推論若災民的災後知覺程度較高的話，其生活滿意度也較高。 

 

表8-10 災後知覺與憂鬱症狀、創傷壓力症狀和生活滿意度相關 

災後知覺 與憂鬱症狀相關係數 與 PTSD 總分相關係數 生活滿意度 

1. 你有多關切莫拉克風災

造成的損傷？ 
.001 .282** .136** 

2. 如果下次汛期來時，您

覺得目前的避難、防災措對

你的幫助有多少？ 

-.073 -.044 .138** 

3. 從莫拉克風災以來，重

建措施對你的幫助有多

大？ 

-.024 -.044 .035 

4. 你感覺自己能做一些事

情來減少莫拉克風災對你
-.121* -.012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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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的損傷的把握程度有

多大？ 
5. 你感覺自己能做一些事

情來減少下次汛期對你造

成的損失的把握程度有多

大？ 

-.129** -.033 .164** 

 
    以災後知覺量表與憂鬱、PTSD、生活滿意度做迴歸，整體的解釋量分別為憂鬱=5.4%；

PTSD=17.5%；生活滿意度=12%，解釋量並不高。以憂鬱程度來看，受試者的災後知覺程度較無法

預測憂鬱程度，均未達顯著性。而是否為災區以及有多關切災害造成的損傷較能預測受試者的PTSD

狀況，有達到顯著性；且在生活滿意度方面，有多關切災害造成的損傷可預測受試者的生活滿意度，

但相關程度較低。所以在災後知覺的五個向度，只有第一個向度較能預測受試者的PTSD與生活滿

意度，其他向度的預測程度均為達統計的顯著性，而在預測憂鬱程度，災後知覺均未能有效預測。 

 
表 8-11 災後知覺與憂鬱、PTSD、生活滿意度知迴歸分析 

 憂鬱症狀 
(N=387) 

PTSD 
(N=368) 

生活滿意度 
(N=379) 

 β  β β  
Step1  .030**  0.61***  .051*** 
性別 .155**  .172**  -.132*  

年齡 .057  .098  .042  

教育程度 -.017  -.080  .127*  

Step2  .000  .075***  .001 

性別 .154**  .149**  -.129*  

年齡 .057  .118*  .040  

教育程度 -.014  -.015  .119*  

是否為災區 .010  .284***  -.032  

Step3  .023  .040**  .068*** 

性別 .159**  .104  -.156  

年齡 .067  .095  .019**  

教育程度 .014  -.039  .072  

是否為災區 .027  .237***  -.075  
1. 你有多關切莫拉克

風災造成的損傷？ 
.-027  .208***  .117*  

2. 如果下次汛期來

時，您覺得目前的避

難、防災措對你的幫助

有多少？ 

-.073  -.068  .109  

3. 從莫拉克風災以

來，重建措施對你的幫

助有多大？ 

.062  -.042  -.102  

4. 你感覺自己能做一

些事情來減少莫拉克

風災對你造成的損傷

的把握程度有多大？ 

-.029  .036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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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你感覺自己能做一

些事情來減少下次汛

期對你造成的損失的

把握程度有多大？ 

-.104  -.039  .049  

*p<.05；**p<.01:***p<.001 
 
風災影響 

為比較災區和非災區民眾認為風災影響在各方面上是否有差異，將災區和非災區組做單因子變

異數分析(表 8-12)，結果發現個體影響變差總分有顯著差異，而在影響變差的各個向度(健康、日常生活、

生活環境、人際關係、自我)除了人際關係之外，其餘有皆有達顯著差異，且災區組民眾其平均分數皆高於

非災區組民眾。而在影響變好的部分，總分與各個向度皆未達顯著差異。 

表 8-12 風災影響變異數分析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災區 個數 平均數

變好總分 組間 158.333 1 158.333 .645 否 61 19.7705
組內 56724.903 231 245.562  是 172 17.8953
總和 56883.236 232   總和 233 18.3863

變差總分 組間 893.564 1 893.564 18.321*** 否 88 3.0114
 組內 13363.925 274 48.773  是 188 6.8723
 總和 14257.489 275   總和 276 5.6413
健康-變好 組間 1.997 1 1.997 2.394 否 75 .8867 

組內 236.874 284 .834  是 211 .6967 
總和 238.872 285   總和 286 .7465 

日常生活-
變好 

組間 1.441 1 1.441 1.729 否 69 .9362 
組內 233.367 280 .833  是 213 .7700 
總和 234.808 281   總和 282 .8106 

生活環境-
變好 

組間 .178 1 .178 .245 否 68 .6814 
組內 201.908 278 .726  是 212 .6226 
總和 202.085 279   總和 280 .6369 

人際關係-
變好 

組間 .010 1 .010 .010 否 69 1.1130
組內 277.366 296 .937  是 229 1.1266
總和 277.376 297   總和 298 1.1235

自我-變好 組間 1.634 1 1.634 1.873 否 74 1.3649
組內 261.740 300 .872  是 228 1.1939
總和 263.374 301   總和 302 1.2358

日常生活-
變差 

組間 6.748 1 6.748 20.336*** 否 99 .1576 
組內 113.484 342 .332  是 245 .4669 
總和 120.232 343   總和 344 .3779 

健康-變差 組間 12.499 1 12.499 28.067*** 否 107 .2804 
組內 167.898 377 .445  是 272 .6838 
總和 180.397 378   總和 379 .5699 

人際關係-
變差 

組間 .075 1 .075 1.260 否 103 .0718 
組內 19.244 323 .060  是 222 .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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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和 19.319 324   總和 325 .0942 
生活環境-
變差 

組間 18.961 1 18.961 32.709*** 否 110 .2576 
組內 209.849 362 .580  是 254 .7546 
總和 228.811 363   總和 364 .6044 

自我-變差 組間 1.797 1 1.797 13.570*** 否 91 .1187 
組內 42.502 321 .132  是 232 .2845 
總和 44.299 322   總和 323 .2378 

風災影響量尺與創傷後症狀、憂鬱症狀和生活滿意度上相關分析結果發現(表 8-13)，災民認

為整體影響變差之總分、各向面向影響變差(健康、日常生活、生活環境、人際關係、自我)與憂鬱

症狀、創傷後症狀總分皆有顯著正相關，反之影響變好之總分、各面向影響變差與憂鬱症狀、創傷

後症狀總分大部分有顯著負相關，其中生活環境和人際關係兩向度與 PTSD 總分相關未顯著。而影

響變好之總分、各面向影響變差與滿意度皆有顯著正相關，而影響變差與滿意度皆有顯著負相關。 

 

表8-13 風災影響與憂鬱症狀、創傷壓力症狀和生活滿意度相關 

影響分向度與反思 與憂鬱症狀相關係數 與 PTSD總分相關係數 生活滿意度 

變好總分 -.329** -.133* .451** 

變差總分 .470** .594** -.248** 

    

健康-變好    -.227**    -.193**    .325** 

健康-變差    .447**    .469**    -.197** 

日常生活-變好 -.244** -.200** .282** 

日常生活-變差 .435** .469** -.234** 

生活環境-變好 -.239** -.102 .359** 

生活環境-變差 .304** .455** -.232** 

人際關係-變好 -.284** -.077 .457** 

人際關係-變差 .201** .262** -.194** 

自我-變好 -.394** -.216** .580** 

自我-變差 .447** .468** -.384** 

*p<.05；**p<.01:***p<.001 
     

針對風災影響量表進一步做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如表 8-14。使用風災影響預測憂鬱症狀，由

表可知其整體模式可解釋 37.4%的變異量，影響變差的各向度占有較高的解釋量(27.9%)，其中自

我影響變好分數愈低可顯著預測較低分的憂鬱症狀，自我影響變差則可顯著預測較高分的憂鬱症

狀；而對健康、日常生活影響變差分數愈高可顯著預測較高分的憂鬱症狀。在使用風災影響預測

PTSD 症狀由表可知其整體模式可解釋 36.8%的變異量，影響變差的各向度也是占有較高的解釋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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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其中對生活環境影響不論是變好或變差都會顯著預測較高分的 PTSD 症狀分數。以風災影響

預測生活滿意度，結果發現整體模式可解釋 36.8%的變異量，影響變差的各向度與影響變好的各向

度個別都有 15.7%的解釋量，其中年齡與教育程度愈高可預測較佳的滿意度，因此在控制性別、年

齡、教育程度之下與是否為災區之災民的狀況下，自我影響變好分數愈高可顯著預測較高的生活滿

意度，自我影響變差則可顯著預測較低的生活滿意度。 

 

表8-14 風災影響與憂鬱症狀、創傷壓力症狀和生活滿意度相關 

 憂鬱症狀 
(N=191) 

PTSD 
(N=182) 

生活滿意度 
(N=190) 

 β  β β  
Step1  .034  .122***  .053* 
性別 .102  .112  -.019  

年齡 -.062  .142  .198*  

教育程度 -.180  -.216  .294**  

Step2  .000  .013  .000 

性別 .102  .120  -.020  

年齡 -.062  .152  .197*  

教育程度 -.180  -.168  .287**  

是否為災區 .000  .124  -.018  

Step3  .279***  .198***  .157*** 

性別 .072  .140*  .019  

年齡 -.131  .098  .250**  

教育程度 -.099  -.080  .245**  

是否為災區 -.051  .091  .003  

日常生活-變差 .205*  .227*  .025  

健康-變差 .260  .094  -.186  

人際關係-變差 -.099  -.003  .009  

生活環境-變差 -.138  .106  .116  

自我-變差 .308***  .155*  -.355***  

Step4  .060** .034 .157*** 

性別 .078  .157*  .019  

年齡 -.129  .080  .252**  

教育程度 -.031  -.066  .164  

是否為災區 -.025  .070  -.017  

日常生活-變差 .195*  .188  .020  

健康-變差 .255**  .111  -.163  

人際關係-變差 -.110  -.002  .015  

生活環境-變差 -.138  .165*  .132  

自我-變差 .243**  .147  -.263**  

健康-變好 .073  -.092  .187  

日常生活-變好 -.039  -.010  -.245  

生活環境-變好 .021  .264*  -.021  

人際關係-變好 -.022  .064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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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變好 -.278**  -.129  .370**  

*p<.05；**p<.01:***p<.001 
 
情緒調節能力 

利用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比較非災區與災區的情緒能力分數，可得知分心、放棄、責怪他人、

正向活動、宗教、幽默、自責、接受、社會支持式問題解決。而具有顯著差異之情緒能力，進而了

解所有填答之平均數，發現非災區組所填寫之平均分數均較災區組高。 

 

表 8-15 情緒調節能力變異數分析 

  
平方和 

自由

度 
平均平方

和 F 

是否為災

區 個數 平均數

問題解決_
分心 

組間 31.498 1 31.498 13.016*** 否 119 5.5882
組內 1006.703 416 2.420  是 299 4.9799
總和 1038.201 417   總和 418 5.1531

問題解決_
問解 

組間 .932 1 .932 .475 否 119 5.8655
組內 820.580 418 1.963  是 301 5.9701
總和 821.512 419   總和 420 5.9405

問題解決_
藥物 

組間 1.317 1 1.317 .699 否 121 2.6694
組內 796.721 423 1.884  是 304 2.7928
總和 798.038 424   總和 425 2.7576

問題解決_
社支 

組間 4.469 1 4.469 2.225 否 116 5.4655
組內 825.589 411 2.009  是 297 5.6970
總和 830.058 412   總和 413 5.6320

問題解決_
放棄 

組間 13.531 1 13.531 8.175** 否 119 3.9412
組內 693.529 419 1.655  是 302 3.5430
總和 707.059 420   總和 421 3.6556

問題解決_
情表 

組間 3.651 1 3.651 1.641 否 120 4.8667
組內 934.264 420 2.224  是 302 5.0728
總和 937.915 421   總和 422 5.0142

問題解決_
責怪他人 

組間 13.995 1 13.995 9.299** 否 120 3.6250
組內 627.556 417 1.505  是 299 3.2207
總和 641.551 418   總和 419 3.3365

問題解決_
正向活動 

組間 27.686 1 27.686 13.857*** 否 120 6.4583
組內 835.162 418 1.998  是 300 5.8900
總和 862.848 419   總和 420 6.0524

問題解決_
宗教 

組間 74.373 1 74.373 25.422*** 否 121 7.0165
組內 1234.561 422 2.926  是 303 6.0891
總和 1308.934 423   總和 424 6.3538

問題解決_
幽默 

組間 30.976 1 30.976 13.719*** 否 121 5.9504
組內 939.285 416 2.258  是 297 5.3502
總和 970.261 417   總和 418 5.5239

問題解決_ 組間 11.808 1 11.808 4.665* 否 119 4.2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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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責 組內 1058.040 418 2.531  是 301 3.9136
總和 1069.848 419   總和 420 4.0190

問題解決_
善解 

組間 6.186 1 6.186 3.040 否 118 5.7203
組內 850.526 418 2.035  是 302 5.4503
總和 856.712 419   總和 420 5.5262

問題解決_
接受 

組間 10.026 1 10.026 5.355* 否 121 6.1405
組內 782.571 418 1.872  是 299 5.7993
總和 792.598 419   總和 420 5.8976

問題解決_
問解認 

組間 .244 1 .244 .125 否 120 5.8333
組內 818.147 418 1.957  是 300 5.7800
總和 818.390 419   總和 420 5.7952

問題解決_
問解和社

支 

組間 15.778 1 15.778 8.445 否 120 6.1250
組內 771.667 413 1.868  是 295 5.6949
總和 787.446 414   總和 415 5.8193

問題解決_
否認 

組間 1.777 1 1.777 .794 否 120 4.4250
組內 933.726 417 2.239  是 299 4.2809
總和 935.504 418   總和 419 4.3222

 

 災區組的情緒能力相關分析，如下表所示，在憂鬱與創傷後壓力之精神症狀方面，藥物使用、

放棄、情緒表達、幽默、自責與知有顯著相關；此外，憂鬱另外與責怪他人有顯著正相關、與正向

活動有顯著負相關，而創傷後壓力則另與宗教有顯著正相關。 

 而於生活滿意度方面，可了解問題解決、社會支持、正向活動、幽默、善解、接受、認知式問

題解決、社會支持式問題解決有顯著正相關；與藥物使用、責怪他人以及自責有顯著負相關。 

表 8-16 情緒調節能力相關分析 

 Depression PTSD 生活滿意度 

分心 .098 .023 -.060 

問題解決 -.071 .003 .213** 

藥物 .238** .134* -.286** 

社會支持 .052 .064 .139** 

放棄 .245** .142* -.337** 

情緒表達 .129* .158** .089 

責怪他人 .224** .098 -.216** 

正向活動 -.177** -.036 .318** 

宗教 .060 .182** .085 

幽默 -.198** -.120* .246** 

自責 .354** .288** -.199** 

善解 -.083 -.062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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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 -.004 .017 .157** 

問解 認 -.076 -.012 .194** 

問解和社支 .066 .082 .151* 

否認 .103 .030 -.052 

*p<.05; **p<.01; ***p<.001 
 

    從災區民眾之迴歸分析，用以了解情緒調節策略的使用，是否可預測其憂鬱症狀、創傷症狀與

生活滿意度，結果顯示如下表： 

表 8-17 情緒調節能力回歸分析 

 Depression 

(n=253) 

PTSD 

(n=241) 

生活滿意度

(n=247) 

 β 
 

β 
 

β 
 

Step1  .022  .065***  .033* 

性別 .067  .097  -.133  

年齡 .117  .225***  .071  

教育程度 -.021  -.010  .032  

Step2  .259***  .156***  .230*** 

性別 .069  .098  -.026  

年齡 .097  .220***  -.083  

教育程度 -.075  -.025  .075  

問題解決_分心 -.001  -.084  -.074  

問題解決_問解 -.052  -.083  .102  

問題解決_藥物 .057  .041  -.132  

問題解決_社支 .138  -.010  -.054  

問題解決_放棄 .065  .067  -.177*  

問題解決_情表 -.059  .088  .111  

問題解決_責怪他人 .069  -.038  -.111  

問題解決_正向活動 -.140  .056  .191*  

問題解決_宗教 .027  .133*  -.023  

問題解決_幽默 -.205***  -.156*  .104  

問題解決_自責 .385***  .299***  -.137  

問題解決_善解 -.024  -.098  .080  

問題解決_接受 .055  .026  -.039  

問題解決_問解認 .021  .075  -.144  

問題解決_問解和

社支 
.009  -.011  .037  

問題解決_否認 -.008  -.013  .048  

*p<.05；**p<.01:***p<.001 
 

    由迴歸分析可了解，調節策略可顯著預測憂鬱、創傷後壓力與生活滿意度分數，然而其整體解

釋量皆不高（憂鬱= 28.1%；創傷= 22.1%；生活滿意度= 26.3%）。在控制住人口學變項（年齡、性

別、教育程度）後，自責與幽默感可顯著預測憂鬱與創傷後壓力分數：自責與情緒症狀呈現低度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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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幽默與情緒症狀呈現低度負相關。而宗教參與為低度正相關。另外，在滿意度方面，正向活

動可顯著預測生活滿意度，但為低度相關；而放棄則可顯著預測生活滿意度，為低度負相關。 

 

由初步災區居民問卷所收集結果顯示，災區居民比非災區居民顯現較高比例的創傷後的壓力症

狀，出現創傷後壓力症狀的災區居民，又以中度症狀為多(占出現 PTSD 症狀災民的 60%，全部災

民的 16.01%)。同時，受災居民在「健康」、「日常生活」、「生活環境」、「人際關係」與「自我」的

向度感受比起非災區居民差，特別在災民對於「自我」、「健康」與「日常生活」的感受，可預測憂

鬱症狀；對於「生活環境」的感受會顯著預測較高分的創傷後壓力症狀分數；「自我感受」預測生

活滿意度；大體而言，對於各向度「變壞」的感受較能預測創傷後壓力症狀與憂鬱情緒。而災民的

對於風災知覺越高、風災影響感受變好越高、且風災影響感受變差越低，則大致上而言，其憂鬱情

緒程度、創傷症狀程度下降，且生活滿意度提升，此外災民對於風災的關切度能預測其創傷後壓力

與生活滿意度的分數。在情緒調節策略部分，自責、幽默可顯著預測創傷後壓力症狀、憂鬱；宗教

活動，可預測創傷症狀；正向活動、放棄顯著預測生活滿意度。 

 

 (二)、災後心理重建與專業培訓成果 

以下根據本研究所包含三大部份的內容呈現成果：一、針對災民與救災人員提供心理健康服

務。第二、提供心理重建訓練。第三、建立災難心理重建工作模式。 

 
1.心理健康服務 

針對民生國小的服務，本研究舉辦了民生國小教師心情分享座談會，收集相關的資料，藉此

了解災區老師的狀況以及他們對於服務的滿意度和幫助程度。研究對象為災區老師 9 人與救災人員

（包括心理師）10 至 13 人。 統計結果顯示，民生國小教師對於此心情分享座談會活動，活動形

式滿意度平均為 4.2 分，而此活動對於參與者的幫助程度平均為 4.13 分。結果顯示災區老師對於活

動的滿意度在平均分數以上，幫助程度也在平均分數以上。 

 
而針對災區老師災後的心理狀況以及相關適應狀態，由簡式情緒量表發現情緒狀態良好者 5

位，輕度情緒困擾 2 位，中度情緒困擾 3 位；皆無自殺意念(圖 8-6)。而 PTSD 指標發現，災後反

應為輕度 5 人，中度 3 人，重度 1 人。生活滿意度量表發現有 1 位分數較低(M=2.25)(圖 8-7)，5 位

有中度生活滿意度(M=3.48)，4 位生活滿意度高(M=4.25) (圖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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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心理重建訓練 

訓練課程「紫色世界咖啡館」－遇見 88 風災，參與人數約為 20 人活動形式滿意度平均分數

為 3.93。「好眠團體」課程，參與人數約 25 人。本次活動在演講滿意度之平均分數為 4.11。演講

的內容對參加者面對災後重建的幫助程度之平均分數為 3.80。參與本次活動的人員中有 13 人認為

需要更進階的「好眠團體」課程，約佔全部參與人員的百分之五十二。 
 
另外在本次的「好眠團體」的演講活動中，另詢問接下來參與本活動課程之人員有關接下來活

動規劃安排之問題，並根據這些問題了解其目前需求，以幫助其因應身心狀態。 
在「您覺得最迫切需要上的課程？」的問題中，以回答創傷與復原的課程為11人最多，依序

為危機介入(6人)、壓力管理(4人)、兒童創傷(4人)、藝術治療(4人)、敘事治療(4人)、家族治療(2人)、
校園危機管理(2人)、認知行為取向治療(1人)。 
 

在「您目前在災後心理服務當中是否需要相關的課程或訓練?」的問題中，在課程需要程度之

平均分數為 4.00。而最需要的課程或訓練分別是(1)networking 
(2)如何與當地人溝通與建立關係、(3)聽取其他參與者的經驗分享、(4)訪視能力。 

在「您目前在災後心理服務當中是否需要督導?」的問題中，督導的需求程度之平均分數為

4.00。 
 

見在「您目前在災後心理服務當中是否需要協助?」的問題中，回答「是」的人為 10 人，回

答「否」的人為 3 人，顯示目前大部分災後心理服務人員仍需要協助。而在需要協助的方面，其中

以「時間限制」的方面之人數為最多，計有 9 人。 

保險交通不便時間限制文化差異個案聯絡不
易

管轄單位權
責不明

服務機構限
制

經費短缺

需要協助方面

10

8

6

4

2

0

人
數

1

2

9

3

2

111

 
 

在「到目前為止在實際服務災民方面，您覺得最需解決的問題、遇到的困難是什麼?」的問題

中，分別回答是：(1)時間、空間的限制，語言溝通困難、(2)如何讓他們可以較不防備地與心理師

交談互動、(3)服務時間有限、(4)問題種類多樣，擔心應付不來、(5)個案聯繫。而在「到目前為止

在實際服務災民方面，您的情緒或身心狀況是否有受到影響?」中，有 4 人回答「有」，原因分別為：

圖 8-9 

圖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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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還好，但開車車程較遠，會感到身體疲累、(2)疲倦感、挫折感、無力感、(3)成長許多、(4)成就

感、無力感、疲倦皆有；而有 6 人回答「無」。 
在「在災後心理服務中，您認為您所提供的服務中成效顯著的為?」的問題中，分別回答是：

(1) 傾訴、陪伴、(2) 情緒抒發管道，跟親友說難免有負擔或顧慮，跟心理師說較放心、(3) 被信任、

(4) 追蹤個案生活適應情形，傾聽個案訴說，統整經驗，了解自己有的能力。 
在「您在救災服務當中是否有與其他專業人員合作?」的問題中，有 8 人回答「是」，有 3 人

回答「否」。而合作的專業人員分別為：(1)社工、(2)家扶(社福團體)、(3)護士、(4)主責機構。在「您

覺得合作情形需不需要改善?」的問題中，有 3 人回答「是」，有 4 人回答「否」。而理由以及改善

的方式為：(1) 避免重複資源。 
最後針對目前沒有在災區服務的「好眠團體」課程參與者詢問的問題及回答如下述。在「請

問您有沒有針對遭遇創傷事件(意外)民眾提供服務?」的問題中，有 6 人回答「是」，有 3 人回答「否」。

在「請問您對相關的課程或訓練是否有需要?」的問題中，其中未在災區服務人員的課程訓練需要

程度之平均分數為 4.22；而最需要的課程或訓練分別為：(1)創傷處遇工作坊、(2)實務示範、

(3)psychological first aid 課程、(4)壓力、(5)創傷、(6)藝術治療。對於未在災區服務人員的督導需求

程度之平均分數為 4.11。 
 

除此之外本研究規劃心理專業人員心理重建之訓練，附錄一為心理復原專業培訓方案，邀請心

理師參與專業培訓以及協助研究資料收集，訓練心理師在災難後心理重建的專業臨床心理能力，幫

助心理師持續投入災後心理重建之服務。 
本年度後半年的專業培訓課程安排在九、十、十一月份各一場課程，分別為『基模治療與認知

治療中的人際歷程』、『以內觀為基礎的介入方案協助創傷個案』、『動機式晤談演練』課程，心理專

業人員災後的心理重建訓練課程，主要是建立有效的以情緒調適為基礎之災難後心理重建服務與訓

練模式，而心理復原專業培訓專案，是針對先前於各種訓練課程中所收集的回饋和意見所設計，依

照災民、救災人員與專業心理人員各方所提供之意見，針對實際的需求設計，期望達到災民與救災

人員，以復原、培力、以及防災為服務與訓練之目標，其課程的滿意度均良好(4.33、4.33、4.34，
平均分數介於滿意與非常滿意間)，成員對於課程內容的理解度以及課程規劃對心理專業者在災區

工作的幫助度亦達平均分數 4 分以上，此系列課程獲得良好回饋，亦能夠給予助人工作者有效的專

業協助。 
 
第一階段：災區牧師、助人工作者之心靈重建技能訓練 
    課程回饋表分析結果發現個堂課學員學習的滿意度、理解度與課程內容對其協助災民的幫助度

上，大部分高於項目平均(3.97、3.91、4.03)，但其中以第一門課和第二門課的滿意度、理解度與幫

助度略低於項目平均，而學員對於精神醫療資源、情緒覺察與壓力管理課程的滿意度較高(平均達

4 分以上)，顯示學員目前對於課程需求以能紓解情緒、壓力之課題為首要。 
 
表 8-18 第一階段課程滿意度、理解度與幫助程度表 

 課程(總平均=3.97) 
滿意度

平均 

理解度

平均 

幫助度 

平均 

1 心理疾病與變態心理學簡介 3.89 3.69 3.80 

2 認識憂鬱與情緒疾患 3.74 3.59 3.89 

3 
精神醫療資源與轉介 

人格心理學 
4.24 4.10 4.19 

4 情緒覺察與認識 4.07 4.10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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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壓力管理與減輕 4.01 4.07 4.06 

6 
悲傷治療 

酒癮預防與治療 
3.88 3.93 4.03 

項目平均 3.97 3.91 4.03 

 
第二階段：災區牧師、助人工作者之助人技巧訓練 
    第二階段課程強調助人技巧訓練，以培養在災區的在地居民能運用各式策略調節災後的情緒痛

苦與生活壓力，而在培訓課程中增加實際運作的活動，多以團體討論、演練形式，活用助人技巧，

由回饋量表中顯示總平均達 4.09 高於第一階段的總分平均，且第二階段在各項滿意度、理解度、

幫助度的平均高於第一階段的數值，顯示參加學員對於第二階段的應用技巧訓練迴響較為熱烈，接

受與吸收程度較佳。 
 
表 8-19 第二階段課程滿意度、理解度與幫助程度表 

 課程(平均=4.09) 
滿意度

平均 

理解度

平均 

幫助度 

平均 

1 
問題解決：提升因應能力與

效能感 
3.99 3.55 3.83 

2 同理心、傾聽 4.29 4.25 4.30 

3 
壓力管理(平靜身心、減壓技

巧)促進正向活動 
4.11 3.85 4.17 

4 思考好習慣 4.11 4.06 4.14 

5 人際技能與重建人際網絡 4.15 4.15 4.11 

6 情緒表達與轉化意義 4.28 4.00 4.30 

項目平均 4.16 3.98 4.14 

 
心理專業人員之督導課程訓練 

    根據督導課程回饋表的分析結果發現，心理專業人員對於督導課程的滿意度、幫助度和有助於

應用到個案度等三方面的平均分數分別為 4.15、4.09、3.76，其中滿意度和幫助度的平均分數皆高(平

均達 4 分以上)，顯示督導的課程對於心理專業人員有很大的幫助，且滿意督導的課程內容，對於

督導課程之內容有助於應用到個案之平均分數也接近 4 分，顯示督導課程內容應用於個案是有其幫

助的。 

表 8-20 督導課程滿意度、幫助度與有助程度表 

滿意度平均 幫助度平均 有助於應用到個案度平均 

4.15 4.09 3.76 

 

另外，根據督導課程回饋表進行分析，包含：(1)參與團體督導，您認為多久最好；(2)團體督

導活動，您認為需要包括；(3)作正式個案報告，您認為提供那些資料會有幫助；(4)參加團體督導，

您的重要目標包括；(5)評量督導是否有幫助，您認為可以使用；等五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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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參與團體督導的部分，大多數(83.33%)的心理專業人員認為需要定期參與督導課程(見表

8-21);在團體督導活動的部分，大部分的心理專業人員主要認為正式個案報告與討論是需要的，可

以好好利用督導課程的時間，對於個案的狀況做完整和清楚的報告，之後心理專業人員便可針對此

個案的各方面做深入的探討和討論，而在實際演練、即時_即興個案討論、自我探索活動被認為需

要的人數也較多，而對特定個案追蹤討論則被心理專業人員認為較不需要的(見表8-22)；正式個案

報告與討論被心理專業人員認為是需要的，當中的資料主要可以幫助心理專業人員做每次療程內容

_或摘要、重要討論議題或分享主題、個案概念化和自我反思與感想(見表8-23)；在參與督導課程

重要目標的部分，大部分心理專業人員主要認為可以處理現有的困難個案、工作團隊的鼓勵與腦力

激盪等(見表8-24)；在評量督導是否有幫助的部分，大部分的心理專業人員認為可以使用心理師自

我效能評估、心理師對治療效果或個案狀態的評估、個案對治療或自己狀態的評估等方式，而在同

儕對心理師治療技能的評估也有較多的心理專業人員認為有幫助，利用上述之評量方法以瞭解督導

課程對於心理師或個案是否有幫助(見表8-25)。 

 

表8-21 參與團體督導，您認為多久最好： 

 
 

表8-22 團體督導活動，您認為需要包括：            

 

 

 

 

 

 

 

 

 

表 8-23 作正式個案

報告，您認為提供那

些資料會有幫助： 

 人數 百分比 

每次療程內容_或摘要 是 8 61.54% 

否 5 38.46% 

治療錄音檔_或逐字稿_或 是 4 30.77% 

 人數 百分比 

正式個案報告與討論 是 12 92.31% 

否 1 7.69% 

即時_即興個案討論 是 7 53.85% 

否 6 46.15% 

對特定個案追蹤討論 是 3 23.08% 

否 10 76.92% 

實際演練 是 8 61.54% 

否 5 38.46% 

文獻導讀 是 5 38.46% 

否 8 61.54% 

自我探索活動 是 7 53.85% 

否 6 4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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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療對話紀錄 否 9 69.23% 

衡鑑資料 是 5 38.46% 

否 8 61.54% 

重要討論議題或分享主題 是 10 76.92% 

否 3 23.08% 

個案概念化 是 11 84.62% 

否 2 15.38% 

自我反思與感想 
是 8 61.54% 

否 5 38.46% 

 

表8-24 參加團體督導，您的重要目標包括： 

 人數 百分比 

處理現有的困難個案 是 9 69.23% 

否 4 30.77% 

學習特定技巧 是 3 23.08% 

否 10 76.92% 

學習特定學派或療法 是 3 23.08% 

否 10 76.92% 

針對特定心理疾患的治療 是 7 53.85% 

否 6 46.15% 

工作團隊的鼓勵與腦力激盪 是 12 92.31% 

否 1 7.69% 

自我照護_避免耗竭 是 6 46.15% 

否 7 53.85% 

自我整理與探索 是 6 46.15% 

否 7 53.85% 

 

表 8-25 評量督導是否有幫助，您認為可以使用： 

 人數 百分比 

心理師自我效能評估 是 8 66.67% 

否 4 33.33% 

心理師對治療效果或個案

狀態的評估 

是 12 100% 

否 0 0% 

個案對治療或自己狀態的

評估 

是 11 91.67% 

否 1 8.33% 

心理師治療技能自我評估 是 4 36.36% 

否 7 63.63% 

同儕對心理師治療技能的

評估 

是 6 54.54% 

否 5 4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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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災難心理重建工作模式 
最早試圖的合作單位從紅十字會，轉變為現在的屏東縣來義鄉生活重建中心。和社團法人中華

溝通分析協會的成亮理事長與邱慧輝執行秘書至今達十一次的會談，每次會談重點，包括工作經驗

交流、所遇工作困境、救災經費的來源、專業人員的訓練、實際工作內容討論、工作模式的建立、

合作舉辦工作坊活動、未來合作執行方式等。每次會談人數大約 4-6 人，將持續討論合作之工作模

式，並規劃未來實際可行之工作流程。 

活動舉辦一場為「撫平莫拉克肆虐後之傷痛：災後心理重建工作分享、反思與展望」座談，

參與人數約為41人，內容主要為災後心理重建模式之經驗分享、結合不同領域進行焦點談論與意見

交流。 

活動中討論災難心理重建工作模式之相關議題，包含進入災區建立工作模式所面臨之問題，

如：社工並不排斥心理師進入，但初始會對心理師救災角色抱持疑問、心理人員人力不足、心理人

員的經費編列問題、災區問卷之整合、同時進駐災區的工作模式、適當培養未來專業救災人力；備

災中心的長期配置；志工的專業能力程度；災難宣導文宣的普及度等，提供心理專業人員對此部分

做更深入的了解與探討。同時也討論九項重建工作，包括諮詢中心、個案服務、弱勢服務方案、教

育、生計、強化地方組織、文化、居民需要而產生之方案。也針對社工或義工人員初步教育，了解

個案的困難、哪些個案一定要轉介、需要了解的服務流程、即時處理與安撫居民。綜合以上討論與

分析，由於社工人員具衝勁，而心理師特質較為沉穩，較適宜退居二線進行服務。 

心理重建工作模式之建立，目的為建立一個系統的、符合台灣制度、未來可使用的災難心理重

建的工作模式，邀請服務災區的個專業人員，例如：社工師、心理師、護理人員…等，整合提供災

民心理服務與心理重建訓練兩方面之經驗，建立起災難後心理重建工作模式。 

本研究依照培力目的前進，已相繼散播種子，在兩階段牧者種子教師訓練後，欲帶領至災區部

落的牧者達到自助與助人的層面，最終目的為求部落居民能逐漸增加自我心靈重建的力量，因此，

於今年 11 月底招開兩場共識營，顧名思義，由來義鄉與三地門鄉為核心，聚集附近鄉鎮之牧師與

居民，商討未來重建之路的發展，以達到各部落的共識，而合力推動進行。 

期中分享與共識會議討論具三大重點：1.災區居民長期留住居處，遷村與否。2.文化保留與傳

承。3.災後居民心靈重建與心理素質提升。 

根據第一點，各部落首領與居民具有回歸祖靈地居住的共識，希望能夠藉由山水森林的守護與

水土保持，獲得永續的生存環境，並欲協商增加村民在地服務、重建與開創土地農耕、觀光等的工

作機會，暨可降低災民經濟壓力困境，亦可凝聚村民共同重建家園的團結。第二，村民的文化與土

地關係緊緊相扣，離開居住山林即將面臨與漢人融合的可能，其傳統文化與母語傳承出現危機，為

免原住民文化逐漸流失，需建立文物保管建築與文書記載人員，以年長者擔崗母語以及民俗儀式傳

授責任，培訓青壯年者，傳承下一代子孫。 

第三點，居民在天災的防禦知識與災後心理重建訓練較缺乏，經過兩階段心靈導師種子培訓課

程後，村民開始學習重視心理保健，也在部落中落實第一級與第二級預防概念，教會長老或牧師建

議提供經費給予有意願與心力者接受專業知識培訓，或定期專業人員講座課程，對於災後心靈重建



 

 313

的認識與情緒管理的重視較以往高，居民有意願加入培力訓練的人士亦逐漸攀升，開始帶動散播種

子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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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討論與結論 
 

本研究以一、二、三級預防為主軸，對於莫拉克風災災民災後的情緒狀態、創傷後壓力症狀以

及災民心理需求進行調查了解，且以此為基礎建立一套長期穩定、有效培養心理重建力量與情緒調

控的災後服務模式，以下及針對各項研究目標及研究結果進行討論。 

 
情緒狀態、創傷後壓力症狀與情緒能力   

由研究結果可以發現，風災後災區居民確實出現創傷後壓力症狀，且以中度居多，同時對於其

後續的憂鬱情緒與生活滿意度造成影響。以創傷後壓力症狀看來，災民對於「生活環境影響」、風

災影響的「關切度」與「自責」的情緒調適策略變項最能預測其創傷後壓力症狀，可能與環境制約

有關，像是容易出現迴避、再經驗等的焦慮症狀。而在憂鬱情緒方面，其可由較多向度預測，如「自

我影響」、「日常生活影響」、「自責」與「幽默」的情緒調節策略等，顯示出憂鬱情緒受到個人感受，

像是個體如何知覺其經驗、內歸因與較不具彈性的思考模式影響較大。個體對於「變差」的影響也

較能預測其創傷後症狀與憂鬱情緒。生活滿意度的方面，受到「自我影響」、「風災知覺」、與相關

調節策略如「正向活動」、「放棄」的影響，推測個體若能在生活上有較多、較佳的情緒調適策略，

則可增進其日後生活的適應與品質，以上討論皆與研究預期相符。 

而本研究中顯示出「自責」的調節策略可預測或影響個體的創傷後壓力症狀、憂鬱情緒與生活

滿意度，顯示個體在經歷創傷或生活重大事件之後，原本對世界及他人的認知架構會受到挑戰，經

驗到自動化且侵入性的想法，此為一認知式、聚焦於原焦點調節策略，屬情緒理論所述的「芻思」

（Rumination）分類，而「芻思」會讓個體一再體驗悲痛以及停留在負向觀點上，更延長憂鬱狀態

（Nolen- Hoeksema, Parker, ＆ Larson, 1994）；研究指出芻思式的內在專注，會使個體認為自己的

問題是很嚴重、無法解決的，因而降低執行問題解決的可能性，且芻思想法還會合併負向情緒、自

我批評/責怪、降低自信等（Lyubomirsky, Tucker, Caldwell, and Berg, 1999）。另一方面「幽默」的調

節策略也可以預測對於個體的創傷後壓力症狀、憂鬱情緒，同樣此為一認知式，但卻是善解、重新

定義的聚焦於新焦點調節策略。故由此可見，災民如何知覺、解釋其經驗為後續災民心裡狀態的一

重要因子。因此，若能引導受災居民思考和談論情緒，將可以協助習慣化其情緒，舒緩強度與敏感

度，也增加內省情緒感受（Weis,2003），除了回想事件之外，透過社會支持、適當的自我揭露和情

緒管理，個體會對創傷事件進一步作評估與分析，協助心理復原與生活之適應。 

研究中顯示出宗教可預測創傷後壓力的症狀，此處與研究假設宗教為保護因子較為不符，推測

可能原因有三：一、災區居民多為原住民族群，絕大多數本身皆有長久、穩定、堅定的信仰，故有

可能此預測變項較不具有效力，即只能單純反應該區災民特性。二、問卷詢問方式主要詢問調節策

略使用的頻率，而絕大多數的災民表示接有固定禱告與上教堂的時間，建議詢問方式可以改善，像

是進一步詢問其效果如何。三、情緒適應較差者也可能較常尋求宗教協助。故在此部分尚待日後進

一步的研究釐清。 

 

因應需求的培力課程與服務方案 

藉由上述的資料顯示，也提供我們接下來設計系統性的情緒培力與管理的服務計畫之參考與擬

定，包括三種層面的介入與培訓，如：心理健康服務、專業助人者培力訓練、心理重建服務模式。

另外在我們已進行的課程中，可以發現到也有初步的成效，目前上過課程的學員中有顯著的生活滿

意度提升，以及有較好的情緒適應，因此可以在此初步的基礎上，繼續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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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經由各式活動與課程安排所收集的資料結果發現，災區部落居民對於專業培訓的需求傾

向較活化、討論式與應用式的技能演練方式，由其結果顯示兩階段課程的滿意度差異，可能因第一

階段的課程主以心理治療與心理學理論概念的衛教，尤以第一和第二門課程，更偏重於心理疾患的

區辨知識傳授，相較於第二階段課程，牧者學員在於課程內容的吸收力較弱，未來針對部落居民的

活動設計上，需考量互動式教學的學習效果高於傳統式講課方式，尤其情緒管理與壓力調適課程受

到災區學員的積極回饋，顯示居民已開始認識與了解災後情緒管理的重要性，有助於日後種子教師

落實災難預防與心理復建的成效。 

心理師專業訓練與同儕督導部分，心理師認為提供實際演練與臨床技能有利於面對實際情境上

的困難，包括：治療師與個案建立同盟關係的阻礙、影響治療動機的因素…等，其課程的幫助性與

滿意度均達到良好的程度，而心理師臨床督導回饋，也建議能夠增加個案概念化的構念技巧、臨床

經驗分享、同儕建議回饋與案例討論，以相互琢磨治療技巧，並連結災區服務的同仁們的熱心與提

供支持。 

本研究目前在心理健康服務上，提供了災區學童、居民的心理服務與轉介外，並在災區學校舉

辦兩場活動、一場座談會，由淺入深的進行心理衛教宣導，到篩選潛在危險性的個案，而從這提供

直接服務的經驗當中也了解到了研究執行中提供災民最需要的協助，有時並非侷限在治療與介入階

段，反而是在初級的預防階段，如陪伴災民並進行衛教宣導，協助民眾瞭解簡單正確的災後心理與

自我處理的知識。 

在心理重建訓練方面除了定期舉辦相關的研討會外，也針對服務災區的心理健康人員提出的相

關意見進行了解，並以此為依據規劃後續心理專業訓練課程，不但可以集各家之長，也兼顧到心理

師的需求。 

    而在心理重建工作模式之建立上，和社團法人中華溝通分析協會的合作，可作為整合提供災民

心理服務與心理重建訓練兩方面之經驗，透過不斷的磨合、溝通，逐漸持續累積、建構出一個具有

實務經驗與反思學習之工作模式。 

總而言之，本次研究中的資料顯示災區民眾較非災區民眾出現較多的創傷後壓力與情緒反應，

因此可見持續對於災民的情緒適應狀態追蹤之必要性。此外由於災民使用不同的情緒調節策略，對

於風災影響感受變好、變差之不同，以及風災知覺的程度不同，也提供我們在設計課程之參考，以

及進行心理重建工作模式時，需注意之要素。因此在接下來的心理重建工作模式的建立過程中，我

們與社區心理重建夥伴(即種子教師)的合作和討論，也可以朝這些方向前進，設計相關的情緒調適

和心理重建課程，讓災民能夠從創傷中復原，甚至進而從中成長。在我們推行這些工作模式當然也

會面臨困境和挑戰，而我們如何去因應，則說明如下。 

 
模式建立困境與因應策略 

在進入災區執行研究過程中，除了預期中的挑戰像是與原住民災民接觸後文化衝擊與語言的隔

閡，使得關係不易建立、心理專業人員介入服務時則需要調整自身的專業知識才能適用於受災原住

民預期的問題外，多半災民表示沒有心理困擾、表明不需要心理協助，因此如何協助「正常化」其

災後反應與促進心理衛教宣導則是未預期面臨的挑戰之一；倫理考量的部分，在面對災民問題的處

理態度上，助人者與被助者可能有分歧的意見，舉例像是飲酒對原住民而言，是文化生活的一部分，

但是對研究人員與心理專業人員而言卻是危害健康的因素；服務個案居住地點的不確定，像是大多

數個案返回家鄉後，在交通與環境、距離則侷限了後續的服務以及研究執行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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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期最大的挑戰多是出現在行政體制溝通的部分，鑒於災區多個管轄負責的政府行政單位，

行政溝通的複雜程度高，再加上民間團體也擔任管理角色下，研究人員與專業人員在執行研究上時

常力不從心。另外，加上臨床心理師多任職於醫療機構，如要請求支援，多易遭到所屬機構的拒絕，

在災害緊急危難的狀態下，自然無法成為第一線服務人員，導致研究中執行心理服務的困難。而目

前最大的挑戰則是災民對於行政體系期待高，因此目前的重建效率和內容，與其需求可能不相符

合，因此災民的情緒和心理也受到相當大的衝擊，並且會影響到與社區中具影響力的人之關係，導

致關係僵化，也更難去有效的去因應需求。此外，族人自己內在衝突，也是常可見的，一方面希望

維持團體和諧，但卻又對於現狀不甚滿意，常常也引起許多的誤會和衝突，也導致心理的需求常常

被忽略。 

此外在部落中的居民在災後重建中會有意見分歧的情況，在彼此不斷尋求共識的過程中，會有

許多摩擦，以及情緒調適上的問題。然而諸多的居民會聚焦於解決問題，而忽略需要處理的壓力反

應，因而會對於心理調適的相關課程或協助認為沒有必要。因此研究者在經過不斷嘗試中，發現直

接進入他們的討論會中，了解他們的需求，以及可能衍伸的相關心理問題。透過對他們實際需求的

了解，而更能夠貼近他們的想法，進一步擬訂相關的心理重建方案。如：遷村或原地重建的重大意

見分歧時，則居民所面臨的心理壓力是相當大的，如果處於情緒高漲的狀態，應很難做有效溝通，

因此如何協助居民排解這些壓力，同理他們的需求，讓他們能夠做出有效溝通則越顯重要。 

工作模式建立之調整與反思 

本研究於每星期與實務執行社區工作大約4-6人之民間團體持續討論合作之工作模式建立，並

規劃未來實際可行之架構。在多次會議中發現心理救災工作與多種專業之工作重疊性高(見圖

8-10)。而工作模式初步架構，其中包含個人與環境二個系統，心理重建工作無法只單一著墨於個

人身上，環境的改變亦會造成心理重建工作的複雜程度，此次風災後，多處災區原屬觀光地點，依

賴外來消費支撐當地經濟，因為環境的改變，謀生不易，受災居民最迫切的是資源的轉介訊息，但

若是外在環境無法穩定下來，衍生而來的情緒問題往往不僅影響個人、家庭，甚至是整個族群。例

如災民對於行政體系的期待高，但在現實條件之下卻無法符合其需求，造成行政機關與災民的衝

突；此外，環境劇烈變遷後，災民之間的意見不符，例如遷村或是原地重建，造成內部衝突；因此

心理重建工作模式，不僅僅是考慮如何協助其會將社福體系納入行政體系，如何協助災民渡過意見

分歧、分裂的階段也是需要關注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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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在協調災民內部部分，除了定期與相關民間團體以及社區災民舉辦的共識會議外，本研究也

加入資料分析的結果進行調整，例如研究資料顯示自責的情緒調節策略可以作為 PTSD 反應程度或

憂鬱情緒程度的篩檢，因此在三級預防的規畫，將此列入作為篩檢的指標；另外為了提升生活滿意

度的部分，在心理重建課程的規劃上，亦強化教導災民參與正向活動的部分，建議後續可藉此討論

的結果，評估居民會參與的可行性和資源的可得性，以及規劃出符合社區部落的心理重建方案，同

時，一個專業、深入且長期耕耘災民社區的民間團體是必要的，以達到真正以社區需求為主的合作

模式。 

而進入到建構工作團隊的合作模式，就必須考慮到彼此成員對於專業的不同認知，所以對等的

工作階層成員方可進入此團隊來進行會談(見圖 8-11)，就可以在專業的階層與執行工作範圍的問題

中，減少二方過多分歧的意見，比較可以取得共識與共事的空間。期望合作雙方可以共享災後資源

和資訊，建立跨專業之網絡。在本研究執行期間，實際發現有些災區之資源較充足，而有些就較為

不足，盡量減少災後資源重覆與浪費，另外，除了彼此的專業合作之外，如同以上所討論的，搭配

上一個深耕災民社區的民間團體，是工作模式必須考慮的重點。 

 
 
 
 
 
 
 
 
 
 

 
 
 
 

 

  

社區 

心理 

社福 
教育、醫藥… 

圖 8-10 心理服務與其他專業工作領域 

圖 8-11 工作合作與災後資訊網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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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以上所言歸納出以下要點： 

初期： 

 提供心理服務有多重、重疊且獨立的管道 。 

 災後不同時期，需要與不同個人或團體機關協調接觸，建立合作關係，如提供實際資源者、

關心心理健康議題者。 

 心理重建服務結合現存體制下執行服務成效較好，若要建立新關係就成效不彰。  

 政府與民間所持有之資源，對居民具有影響，易讓心理重建服務功敗垂成。  

後期： 

 心理需求不會立即顯現，受關係、個人因應方式、外在要求、與時間的影響。 

 災後重建，常引發部落居民的內、外在衝突，因此嘗試藉由災民的需求，進一步促進情緒

調適則越顯重要。 

 心理領域課程的規劃可以從正向活動的安排著手進行和規畫。 

 一個專業、深入且長期耕耘災民社區的民間團體是必要的，以達到真正以社區需求為主的

合作模式 

 協調不同專業領域之間的合作外，還須搭配與社區的合作關係 

 

七、 研究貢獻 

 

1. 課程方案的成效 

     課程方案目前的成效，以初步顯示對於災民的情緒適應有所改善，且能提升生活滿意度。同

時透過課程方案的進行，也協助研究者更能了解和探索部落居民的心理需求，以及未來課程規劃的

方向，而能夠做為將來設計課程方案之參考。 

2. 重大壓力因應與情緒調適雙軌模式了解災民之認知─情緒歷程 

目前的資料分析結果顯示，不同的情緒調節策略之使用和憂鬱情緒程度、創傷後壓力反應程

度是有相關的，同時災民對於風災知覺、以及風災影響的認知上也會對於憂鬱情緒程度、創傷後壓

力反應有所影響。藉由這些資料的結果呈現，指引我們將來進行工作模式的規畫和調整。同時研究

者在與災民的持續接觸和過去文獻的呈現上，而延伸採用 Diefenbach & Leventhal (1996)提到的自

我調節常識模式(common sense model of self-regulation)，其原欲瞭解認知與情緒因素於個體面對疾

病的反應與管理上的角色，但疾病和天然災害皆可視為一顯著的壓力源，故研究者認為當個體在面

對災後時的反應和管理上，也可以採用此模式。這是一個可以延伸應用於災後適應的雙軌架構，亦

即重大壓力因應與情緒調適模式。其主張個體是問題的調節者，為一主動的角色。此模型中假設訊

息發生的處理，包含兩個平行的路徑，一為認知路徑（cognitive pathway），另一為情緒路徑（emotional 

pathway）。此模型為階層式，包括三個主要部分，（1）壓力或情緒困惱的表徵，此表徵會引導（2）

行動的計畫或因應行為與表現，接著（3）對因應效果進行評估或監控，視其成功或失敗，進而修

正表徵與因應行為(Cameron & Jago, 2008; Hale, Treharne, & Kitas, 2007)。 

未來透過採用此重大壓力因應和情緒調適模式，讓我們能夠在原先的心理重建的基礎上，更

有系統性地擬訂心理重建方案，進一步發展出完善的心理重建工作模式。 

3. 工作模式建立 

    心理重建工作模式的建立，則是透過與本研究的子計畫二和社團法人中華溝通分析協會的平行

合作外，也希望藉由提出垂直合作(如與行政單位協調)遇到的困境，提供大家思考與討論，以期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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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建構跨專業合作的團隊來持續前進。 

在提供心理服務方面，本研究與本研究子計畫二合作，接受轉介個案予以適當的災後心理治

療，也與社團法人中華溝通分析協會合作，執行初步心理重建工作討論，也可避免資源的重覆與浪

費；心理重建訓練方面，收集到五十多項已舉辦之課程予以分類後，以服務災區之心理師調查訓練

需求，。 

    未來，我們將持續規劃透過災區共識會的舉辦深入探索和了解災民後續的需求，協助社區部落

的心理重建人員擬定部落的心理社區相關方案，以及相關心理重建課程的內容設定；在方案、課程

執行過程中，會舉行焦點團體，搜集社區心理重建人員在推動方案中或課程進行中的相關資料，並

從中修改方案或課程，以期更能達到符合他們的需求。同時預計對屏東縣來義鄉或其他災區之高關

懷家庭，視其需求提供個別與團體之心理治療活動。同時未來將以所收集到的資料為依據規劃後續

心理專業訓練課程，增加災難創傷復原訓練的專業人員。不但可以集各家之長，也兼顧到心理師的

需求 

4.   初期、後期學到的要領和內容 

初期我們透過三級預防原則，擬訂相關的心理重建方案，但由於災民為原住民，因此在溝通

和了解上會有些文化隔閡，但不斷的訪談和討論，我們藉由三級預防原則擬訂相關的策略，著重以

防災概念持續加強一、二級心理健康預防的工作(如訓練種子人員或社區心理重建夥伴)，強調受災

民眾的復原力(培力)，扶助其因應災難創傷與成長的能力，提供三級醫療服務給心理困擾民眾以利

其心理復健。 

後期藉由對於和災區民眾建立關係和訪視後，瞭解到災民在災後面臨了遷村至永久屋或是原

地安置的重大壓力。若遷至永久屋，這些災民勢必會面臨適應新環境的壓力；如果原地安置，則面

臨未來災難發生時生命、財產損失的可能威脅。另外有一些受災部落社區的居民對於遷至永久屋或

原地安置意見不一致，面臨部落中人際間的衝突。這些都是災區民眾接下來所會面臨可能的重大壓

力，另有一些其它的壓力，如災後物質成癮的相關議題。上述所提到的這些，研究者擬持續提供相

關課程和服務來協助更多的災區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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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心理復原專業培訓方案 

 主題 內容 備註 
一  訓練理

念與目

標 
 

1. 研發與推展「情緒處理-認知治療整合」模式與療程 
2. 儲備災難創傷臨床心理專業人力 
3. 依此模式規劃心理專業培訓與認證方案 

此整合治療模式，可依

照服務對象的需要，規

劃適性治療。 

二  參與條

件 
參加此培訓與研究方案者，具備有下列條件者為佳： 
1. 有意願、或現已在提供災難或創傷的相關心理健康

服務 
2. 願意協助研發與推展療程和相關研究 
3. 有興趣參與相關課程訓練與督導 
4. 願意提供自身或收集個案資料 
 
此培訓與研究方案，心理師參與程度有三級可以選擇： 
1. 研發與推廣療程 (採用療程，做個案報告，提供自我

評估與個案資料) 
2. 報告個案 (做個案報告，提供自我評估與個案資料) 
3. 參與課程與督導 (提供自我評估與個案資料) 
 
心理師提供服務的場所有兩處： 
1. 在災區 
2. 心理師原服務單位 

 

三  課程訓

練 
課程內容： 
1. 分為臨床心理、社區心理、以及整合療程三部分 
2. 依心理健康的三級預防工作規劃  
3. 根據認知行為治療的各種核心能力(見附件一) 
課程方式： 
1. 大型課程 
2. 小組團體 

(經費由研究提供) 
 
小組團體訓練，以療程

研發組、個案報告督導

組優先 

四  療程研

發/推展 
研發與推展「情緒處理-認知治療整合」模式與療程，內

容初步規劃包括： 
1. 情緒紓壓/調適療程 (心理急救) 
2. 情緒焦點認知治療 (心理復原技巧) 
3. 優質/幸福生活培力療程 

採用本研究研發之療

程，投入此療程之研發

與推展者(療程研發

組)： 
1. 優先參加課程訓

練、做個案報告與

接受督導 
2. 提供獎勵金：個案

報告費、個案評估

費、個案資料收集

費(訪視費)。 
3. 共同撰寫治療手冊

與分享研究成果 
五  服務 服務對象： *個案在災區或原單位



 

 321

1. 災區民眾 

2. 有替代性創傷之民眾或助人工作者 

3. 有遭遇創傷事件的民眾 

4. 培訓救災種子心理健康志工 

5. 有需求的社區或機關 

接受服務 
 
本研究接洽的災區個

案服務，提供服務費 
(需要繳交治療記錄/
方案內容、自我效能與

評估，與協助個案填寫

滿意度與狀態量表) 
 
服務次數 
1. 短期：1～4 次 
2. 中期：4～12 次 
3. 長期：12～20 次 

六   服務內容，包括三級預防的災難心理健康工作： 
一級：對於受災或受創民眾提供心理急救(緊急期)，降

低心理問題的產生或加重。 
二級：提供心理復原技巧(短期)，避免高危險群民眾心

理問題的延續。 
三級：提供創傷相關治療(長期)，治療心理困擾，減緩

民眾症狀與痛苦。 

 

七   服務方式： 
社區工作方面 
1. 宣導、演講、小團體活動 
2. 在職教育訓練、志工教育訓練 
醫療工作方面 
1. 篩選高需求民眾，提供個別或團體心理健康服務 
2. 民眾主動求助，給與個別或團體心理健康服務 

 

八  督導 督導形式： 
1. 團體督導為主，每組至多 6-8 人 

2. 每月兩次為主，至少一次 

3. 一次 2-3 小時，每次 2 位心理師接受督導 

 

九   督導者： 
1. 為同儕督導性質，推薦一名帶領組長 

2. 定期有一名外聘督導 (約一次/月) 

(經費由研究提供) 
第一組 
帶領組長：黃宇達理事

長 
外聘督導：蕭仁釗老師

謝碧玲老師 
見習學生：收集資料，

作紀錄 
十   督導進行方式： 

1. 個別或團體個案報告，提出議題討論 
2. 社區方案分享與檢討 
3. 相關書籍閱讀或資料研討 
4. 個案報告時，提供錄音檔(或看逐字稿)，成員給予回

建議形式 
1. 教學錄影/個案報

告 
2. 實際操作/演練 
3. 當場回饋/評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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饋 
5. 公開個案研討會、或成果發表會 

 <學習技巧> 
*經驗學習活動 
*反思問句 
4. 治療前後反思/自

我評估  
<治療計畫以及個案構

念> 
十一  參與督導方式： 

做個案報告，接受督導 
1. 心理師同意參與研究，參與督導(至少一個月一次) 
2. 個案報告至少一次，需要提供相關資料及治療錄音

檔(或逐字稿)，團體討論，提供回饋 
3. 填寫 

(1) 心理師督導滿意度、以及助益度 
(2) 心理師自我效能評估：技巧、關係、衡鑑與個案

構念 
(3) 心理師對報告個案的定期療效評估：症狀、功能

等(至少 6-8 次) 
(4) 定期收集報告個案之治療滿意度與狀態資料：症

狀、功能、情緒處理、自我效能、生活品質等(至
少 6-8 次) 

4. 針對自己的自我以及個案評估資料，與外聘督導做

個別討論，至少一次 
 
參與督導團體 
1. 心理師同意參與研究，參與督導(至少一個月一次)，

提供回饋 
2. 填寫 

(1) 心理師督導滿意度、以及助益度 
(2) 心理師自我效能評估：技巧、關係、衡鑑與個案

構念 

*資料交給計畫研究人

員 
(每次推舉主席，協助

彙整回饋提供給接受

督導的心理師) 
 
有提供獎勵金與訪視

費： 
個案報告費 
個案評估資料費(心理

師針對個案的評估) 
個案資料收集費(個案

填寫量表) 
 

十二 時數證

明(繼續

教育積

分) 

時數證明(同時申請繼續教育積分)： 
1. 課程與訓練時數 
2. 定期督導時數 
3. 執行(認知行為治療)療程資料 (完整自我評估與成

效評估至少 6-8 次) 
4. 個案報告研討 
5. 主持文獻閱讀、專業工作坊 

*學會籌劃方案： 
四部份之要求： 
1. 訓練課程 
2. 執行療程 
3. 定期接受督導 
4. 個案報告、研討會

十三 研究 心理師可以參與和協助配合的工作： 
1. 採用與研發本研究設計之療程 
2. 提供本身滿意度、自我評估、與個案評估資料，心

理師填寫 
3. 協助收集個案研究資料，個案填寫 

 

十四  所需要的個案資料，由心理師邀請與協助個案填寫： 
1. 參與研究同意書 (若以匿名方式填寫，則不需要簽同

*資料交給研究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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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書) 
2. 於每次治療或固定的時間點，個案填寫治療滿意度 
3. 於每次治療或固定的時間點，個案填寫療效量表：

症狀、功能、情緒處理、自我效能、生活品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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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子計畫六：以『人文關懷』為導向的救災志工助人效能指標及工作模

式建立研究 

 

摘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希望藉由行動研究方式給予人道關懷，溫暖了災區居民的心，然而 88 災難的浩

劫卻使許多災民生活狀況也嚴重受創，外在社會環境改變，剝奪了原有心理層面安定的生活，災後

心理反應是惶惶終日，極需社會心理的重建及健康生活的重建。本計劃的任務將以＂災民＂為主體

的理念付出行動，期許學生志工和社區志工服務共學如能適時協助重建，使災區居民有信心浴火重

生，如後的重建，讓危機也能激發社區部落眾志成城，心手相連共渡難關。 

 

 921 大地震救援過程和 88 水災的救援有諸多現象是不同的，值得學術研究探討人類在災難工

作中救援的狀況有何差異、不同：（1）道路中斷、斷電、斷訊的災難社區現場如何自力救濟? （2）

如何讓外在的救難隊得知訊息，援助或是物資的聚集與運送能加快速度？（3）在地化災難救援的

組織網絡為何?志工在緊急救援階段的工作角色與定位如何？本文的重點在於瞭解 88 水災的當時

災區緊急救援志工工作的貢獻或作為。本文的目的是在介紹社區部落志工在外媒體一再報導的背

後，資源動員的過程以及社區部落志工工作救災經驗是如何運用，而更重要的是社區發展志工專業

在緊急救援中應有的角色與定位。希望這樣的行動研究反省能探討救援志工帶動對於社區志工緊急

救援工作能力的重視。 

 

一、前言 

 八八水災災後大量的服務志工從台灣各地湧入高雄縣社區部落展現參與重建行動熱誠，每個機

構都有許多志工，也有許多團體召募新志工。這次水災重創南台灣，志工對災區而言是很重要的人

力，且這是很根本而複雜的助人工作。但人力運用出現了多頭馬車現象。當然，團體要慎重選擇志

工外，志工亦要慎選參與機構。所以就這次事件經驗，我們似乎有很多須重新檢討的，有些地方是

志工過多，形成有些人在閒逛，有些地方是志工比災民還要多，說穿了擠暴安置所或災區似乎一點

也都不為過。因此，資源整合應避免重復運用而浪費資源，將是非常重要對於災後重建或未來再發

生時應注意的地方。 

 此次八八水災的志工和921 的志工在工作層面來說是有差異。換言之，若能整合人力資源，妥

善培育能長久扶持合作的志工訓練，這樣才能有效評估分配人力工作並發揮功能。藉由同時，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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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動員不同機構培育的志工團隊，或培訓災難志工以備不時之需，這樣充能( empowerment) 服

務志工將促使未來效能提昇。但即使已有很多志工的團隊参輿，但不同單位仍可能會面對一群熱心

前來協助的專業志工。本研究將探究描述了這個主題並提出了需求，這些災後重建工作模式建議或

是來自過去課程曾經面臨這樣的挑戰的心理衛生機構管理者。 

 救災志工服務是一種助人的工作，本研究對志願服務的救災志工定義是：多元社群志工主要是

以人文主義的關懷為寶，本著自我主動意願，欲協助災難處域的族群及家庭。而志工其助人工作的

態度為何?傾聽別人的遭遇的關懐服務溝通技巧為何?因此自主助人成長、助人統整問題工作選擇而

整合到團體稱為志願服務工作的志工團體，參與這次救災或服務在組織團體工作者稱為志願服務人

員（簡稱志工）。這名詞定義是志願服務學習意即個人依其自我意願，付出時間、金錢、心力等從

事不計報酬、關心社會、社區或他人福祉的工作。 

 志願服務之工作目的乃在於社會整體福利之改善與自我價值之肯定，本研究主要工作是整合救

災服務志工培訓，及服務志工的行動效能指標和工作模式建立。八八水災後看到台灣人的善心許多

團體非常有效行動。也看到有些人是熱情十足的想參與；但對扮演助人者在急救心理層面的知能或

溝通技巧上仍須要再學習。從八八水災後大量的人力資源湧入，如何有效整合此力量，並有效介入

個案心理重建、陪伴、走出創傷成長的經驗將是本研究的核心目標。目前整合藉由社區部落內外的

人力資源合作，協助服務志工有效運用助人技巧，共同面對重建之路。這將是本研究問題的志工訓

練的重要性。本研究旨在從人文關懷為能力指標、多元文化觀點助人技巧為導向，建立志工訓練課

程初階、中階、進階、督導的規劃發展研究方向。 

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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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年 8 月 8 日，颱風莫拉克侵襲台灣所帶來創紀錄的雨勢，於台灣中南部及東南部的一帶

引發了嚴重水災。為台灣自 1959 年八七水災以來最嚴重的水患，引發臺灣山區走山、土質坍崩與

土石流沖蓋村落及多處水患成湖。另外高雄縣甲仙鄉小林村滅村事件，更導致數百人遭到活埋。據

官方統計，此次水災全台灣受災區共造成 677 人死亡、22 人失蹤（行政院莫拉克颱風災後重建推

動委員會，2009）。而高雄縣的死亡人數佔有 468 人之多，緊急撤出災民 6334 人，安置人數 3763

人。所以高雄縣應是受災人數最多;影響災民可愛的家園也是最多，這次重創了高雄縣眾多災民身

心及生計。 

 八八水災的重創為南台灣五十年來僅見，災難不只是一種自然或人為因素的災變，摧毀了人類

所處的自然生態環境，也重塑個體與社會文化的結構脈絡關係。研究問題主要是探究災區在地志工

在緊急救援和志願服務工作的歷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責任和功能；是否存在了社會資源分配、權

力關係不平等的現象。而這些救災志工緊急救援工作經驗影響，是否將成為未來重建工作凝聚不可

磨滅的集體記憶，在對未來災後社會文化產生劇烈衝擊與影響。 

 與其它自然災害一樣，災後復原與重建不僅需要大量物資資源，非物資的人力資源，更是災後

重建目標達成與否的不可或缺要素。九二一地震後，政府與民間投入大量的醫療、工程、消防、警

察、軍隊等救災人力於災區。其中數量最多、反應最快速當屬志工，事實上大多數的災難受難者皆

是這群人所救活的，他們亦可增加受難者於黃金救援時期中被救活的機會（Aguirre, Wenger, Glass, 

Diaz-Murillo, & Vigo, 1995）。 

 災難雖然會造成人們財物損失、心理與生理的創傷，但透過救災過程中志願服務所引發的志願

主義氛圍，卻可使危機轉變成轉機；增加個人自理能力（self-governance）、社會或社區的凝聚

（cohesion）與同舟共濟（solidarity）的意願，進而以集體行動解決現存和未來社會問題（Steffen & 

Fothergill, 2009；Tatsuki, 1998； Putnam,2002；戴寶村，2001）。 

 

 在1990年代初期，日本阪神大地震和日本海漏油汙染兩大事件憾動了日本社會，在這兩大事件

中，志工和非營利組織所發揮的力量讓日本社會大眾深深感受到發展來自民間能量的重要性（何偉

敏，2002）。我國九二一地震期間，可以看到志願服務的風起雲湧，不分男女老少或職業貧富宗教，

甚至是跨國際的不分國界，出錢出力，九二一後的志願服務風潮並未停歇，依據內政部統計資料顯

示，民國八十八年祥和計畫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成立之社會服務志工人數為45029人，民國九

十八年志工總人數增加至153819人，十年來社會福利志工總人數增加三倍（內政部內政統計年報，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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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1 我國社會福利服務志工增加趨勢（資料來源：內政部內政統計年報） 

 

 災難志工可概略分成二類，一是自發性的（spontaneous）／沒有組織性的（unaffiliated）、一

是訓練有素／有組織性的。在災難初期的緊急生命救援、臨時安置、生活扶助中，自發性志工通常

是最主要的救災人力之一（Allen, 1999），而那些訓練有素、有組織性的志工，在災難緊急救援、

醫療服務、基本生活滿足與心理創傷的安慰中亦扮演十分重要角色。 

 在災難過程中，通常會有資源或人員匯集（convergence）現象產生（Fritz & Mathewson, 1957; 

Kendra &Wachtendorf, 2002; Cone, Weir, & Bogucki, 2003; Der Heide, 2003; Toyokazu,1996）。在此

狀況下，志工往往被過度動員，過多的未整合志工，雖有充沛救災網絡的作用，但亦會造成管理上

負荷及配置上困難，甚至拖延救災團隊的反映速度（Aguirre et al., 1995; Barton, 1969; Kendra 

&Wachtendorf, 2002; Cone et al., 2003: 459; Tierney, 2003；陳武雄，2000）。若與專業人力協調不佳，

除人力浪費外，亦可能造成負面影響。如：九二一賑災中就發現受難者重複接受「關懷」，不斷重

述悲傷過程，而造成二度傷害（呂朝賢，2001；蕭淑貞，2000；陳武雄，2000）。而在八八水災時

志工動員亦有過多的未整合志工，產生匯集後卻無法及時反應災區需求的現象，增添受助單位無謂

的行政成本（夏超凡，政大NPO-EMBA論壇，2009）。 

 志工服務已為近年全球發展趨勢，良好的志工人力資源的規劃與管理可有效提升志工人力的分

配及服務的品質。美國紅十字會（American Red Cross, ARC）的 Rita（2001）表示，志願服務者

的角色必須符合與高效率的管理人員的溝通，同時，他也指出「志願服務社會」的重要作用是，自

願性的負責創造公共健康的生活，解決社會問題，分享共同利益及提升集體的理想，並透過各種服

務工作帶給民眾安全、正義、機會、自由和尊嚴，由「服務人群社會」角度審思，志願服務是一種

出於關懷人性的偉大工作者（陳金貴，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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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採行動研究方式，進行服務志工工作模式及能力指標的建構與評量，主要是期許能與災

後心理復健服務志工的訓練和多元文化助人技巧課程目標互相配合，並能改善服務志工協助災民，

目前災後生心理健康需求評量的問題。因此，本研究的目的為： 

（一）探討可行的「災難服務志工助人能力指標評量」「服務志工災區工作模式」的設計。 

（二） 探究災區民眾在服務志工行動關懷時;生心理健康需求評量設計與實施時的實際歷程。 

（三）建立專業服務志工互動網站系統、災區部落健康生活圖像、生命故事數位典藏、專業服務/

緊急災變工作網和醫療綱/數位典藏與社群服務平台。 

基於上述之研究背景，本計劃之研究問題如下： 

1.探究不同年齡服務志工對「人文關懷行動」的自我認知服務經驗為何?和災民溝通需求為何?如何

才是多元文化助人技巧效能為何? 

2.探究服務志工對於災區進行「人文關懷行動」的理念態度?不同族群文化的溝通技巧有何差異? 

3.探究服務志工對於災區不同族群對「人文關懷行動」的多元文化認知來源為何? 

4.探究機構組織內的志願服務志工，所期望的學習資源為何?如何在災區有效助人，又不同群體工

作模式的差異性和有效溝通技巧的學習資源為何? 

本研究為基礎行動研究，具有下列五項研究目的： 

1.建立災區服務志工人文素養助人工作模式:分不同階段建構有不同工作模式； 

2.建構災區服務志工助人課程訓練、效能指標: 基本分成不同階段應有不同工作模式建構 

3.探究災難志工助人技巧課程和活動演練溝通的效能指標建立； 

4.設計不同族群對象在社區部落的服務助人工作模式； 

5. 災難志工在心理復建進階訓練課程指標建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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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概念與架構 

 本研究依服務志工的工作將其具有探索性、描述性，與解釋性目標，工作內容及指標區分成探

索性案例研討、描述性案例研討，以及解釋性案研究；探索性個案研究與處理是＂什麼類型服務志

工＂的問題有關，描述性案例研討與＂處理對象＂的不同、災難產生問題的因素在何處的地方有

關，至於＂如何＂與＂為什麼＂的問題，等文本教材則多屬於解釋性助人案例研討（蔡青田，民

94）。由於本研究著重於瞭解災難志工的助人經驗認知與態度為何？助人關懷的工作模式為何?效能

指標為何?故本研究定位為以個案為中心的人文基礎工作模式及指標探索的行動研究。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 88 水災以 88 水災高雄縣茂林鄉多納村、茂林村;六龜鄉寶來村;桃源鄉建山村及高中

村三大鄉的村落的居民及中、小學校之學生為研究樣本。參與災區部落的救援志工樣本共 217 位，

高雄縣外的志工 278 位;高雄縣市的志工共分為二類，災區當地志工 87 位其包含非災區的教師及

學生志工共有 128 為主。同時進行不同工作模式的服務志工焦點團體座談、訪談後建立課程訓練。

訓練服務志工 300 人為研究對象，進駐災區與當地災區志工共同合作成長；9月中訓練服務志工，

助人技巧以災區部落民眾為主體的行動，災後民眾進行心理需求評估、陪伴創傷等行動關懷服務。

從不同的認知、態度、行為導引效能指標建構系統化工作模式進行溝通文本的建立能力；以及災民

期望服務志工給予的協助做一初步的探討。並據以整理出結果及具體建議。期望此工作坊活動後研

究結果及建議能夠讓服務志工更了解對自身對執行災區為主體的人文關懷行動服務之能力及態度

取向，並據以檢討。同時亦提供國科會在南台灣資源網對災難志工學習成長需求的了解，工作模式

建構行動網絡將漸近搭起服務志工學習成長溝通之平台。 

服務志工共分為實驗組/災區、對照組/非災區 

實驗組志工 災區/高雄縣居民 專業社群服務 

醫學中心 小林、六龜、甲仙、茂林、

桃源、那瑪夏/ 

1.個別訪視 50 人 

2.焦點團體 125 人 

3.健康管理以 50x3=150

個家庭為主 

高雄師範大學 

地方醫院 中山大學 

社區醫療、衛生所 高雄醫學大學 

 

       服務志工共分為對照組/非災區 

實驗組志工 /非災區/高雄縣 專業社群服務 

醫學中心 鳳山市、鳥松鄉、仁武鄉 高雄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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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醫院 高雄市 

1.個別訪視 50 人 

2.焦點團體 125 人 

3.健康管理以 50x3=150

個家庭為主 

中山大學 

社區醫療、衛生

所 

高雄醫學大學 

 

災區救援志工樣本收集 

災區實驗組志工 緊急救災經驗 志願服務學習工作 

1.六龜鄉寶來村=25 人志

工 

1a.焦點團體 4 人 

1b.個別訪視志工領導 2

人 

1.寶來志工+學生志工人= 

=12 人/次+22 人/次+5 人=39

人行動關懷人數 167 人/162

份 

2.茂林鄉多納村=51 人 2a.焦點團體 3 人 

 

2b.個別訪視志工領導 1

人 

多納志工+學生志工= 10人28

人+20+8 人  

行動關懷人數 157 人/120 份

3.茂林鄉茂林村=43 人 3a.焦點團體 8 人 

3b.個別訪視志工領導 2

人 

行動關懷人數 157 人./63 份

+37 份=100 份+42 份 

4.非災區學生志工=78 人

非災區社會人±及學生志

工 278 人 

4a.焦點團體78人/10ｇ

 

非災區學生志工 78 人 

非災區志工 278 人 

5.大學教師志工= 32 人次

(大學)靨療人員志工= 17

人次  

中小學校教師志工 26 人

次 

3a.三大專業人員焦點

團體 8人 

3b.個別訪視志工領導 2

人 

1.居民生活狀況記錄表 402

份  

2.志工=119+78+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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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流程 

行動研究的實施程序(不斷循環的過程)：階段一：問題陳述與界定→階段二：研擬(規劃)

可能的行動策略→階段三：採取行動→階段四：評鑑與回饋之反思日誌，亦為重要資料之一。 

 

 

 

 

 

 

 

 

 

 

 

 

 

 

 

 

 

 

 

 

 

 

 

 

 

 

 

 

 

 

 

 

 

問題陳述與界定: 

第一步利用焦點團體法針對行動研究進行初步課程討論共

識，了解現況整合訓練學習資源，協助災難服務志工實施行

動關懷服務的問題及困難的解決。 

階段二：研擬(規劃)可能的行動 

第二步是整合災區服務志工經驗文本質化資料在工作坊或深

度訪談;並利用非結構性問卷探究災區服務志工對於實施災

後創傷行動關懷服務之認知及態度及行為。 

階段三：採取行動: 

同時再次利用焦點團體法，探知 88 水災服務志工如何面對不同

對象、不同工作模弍、如何有效將災區志工應有經驗督導教師

對「人文行動關懷服務」的認知來源秉達成共識，以及期望整

合校園、社區、部落心理、社會、醫療資源中心給予的協助。 

階段四：評鑑與回饋 

針對上述服務志工的效能指標、教材內容、工作模式進行整理

得出具體結果，且加以討論，最後並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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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動研究流程 

 

 

 

 

 

 

 

 

 

 

 

 

 

 

 

 

 

 

 

 

 

 

 

 

 

 

 

 

 

 

 

 

 

 

 

人類主體需求

志工參與服務行動研究

評量工作指標服務方

案設討

志工助人指標/工作模式評
量 

志工助人課程/研究
方向 

研究人員省思與經驗詮釋

討論與建議

資

料

蒐

集

與

分

析 

災區工作模式助人技
巧課程目標探討 

志工指標評量相關
理念探討

結合多元文化能力指標的
真實評量設計助人工作模

式探究 

志
工
及
災
民
個
人
互
動
助
人
理

念
與
評
量
觀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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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團
體
互
動
辯
證

深入文獻探討 

回

饋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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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歷程與分析說明 

本研究歷程主要將分為三個階段，以下分為說明： 

（一）第一階段－評量效能指標的建立 

首先問題聚焦服務志工助人指標的評量，找出「評量指標的概念」、「釐清服務志工

助人技巧的重點內容」、「選擇適當的教學評量方式」和「聯結課程和教學的評量」等重要

面向做為行動的主要論題。所以針對服務工作指標這議題蒐集相關的文獻資料，評量作為

背後的理論基礎，並透過焦點相互的對話，釐清重要的差異想法，共同擬定不同工作的服

務志工重要效能指標。 

（二）第二階段－工作模式焦點團體討論 

在第一階段探究相關服務學習理論，發現夥伴對於把想法落實在實際中是有困難

的。既然有這樣的疑慮，那麼，在大家各自實作之前決定共同來討論一個方案。這次的討

論著重將第一階段討論過的各種需要重視的效度面向及社會領域重要目標等，列為思考的

重點。 

這次焦點團體的討論，因為討論的方案是改編的課程和評量活動，很自然的讓評量

方案的討論從課程設計的角度切入。由於課程中的核心概念會牽動到教學及評量的重點，

所以「核心概念」是什麼？是大家一直反覆在澄清的。大家會去討論哪些才是課程內容可

突顯有意甲和強化的學習重點？哪些是「可以放入」但非課程重點的部份？所以在評量

時，考慮「什麼才是我們的重點」是重要的。所以此次經驗突顯了「一個評量要有意義，

課程設計、教學方法的運用也都是重要的關鍵」。 

（三）第三階段－評量活動的實作與健康觀念資料收集 

本階段開始透過團體協同討論、慎思的過程，協助個別成員設計及修正評量方案，

所以不管在設計時或是實施後，所有成員皆可提出自己的作為或問題，徵求其他夥伴的意

見。在這個過程中，個別成員除了希望透過實作試圖改善目前常見的評量問題，也可透過

團體慎思的力量去嘗試原來沒有採用過的評量設計方式。而在團體的立場，也希望在成員

各自的思維中，出一些可行的評量設計模式，供其他人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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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與社區部落志工共學災後重建行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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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與設計 

本研究採行動研究法初階主要研究對象乃以資深志工及曾參與救災經驗的志工為研究訪談對

象;運用資深專業志工焦點團體座談座談、個別深度訪談作為質化文本後，並整合文獻檢閱以

及實務資料之蒐集彙整為敘說文本依據，編製研究工具為「人文關懷行動、助人效能指標、工

作模式評量」進行問卷調查。進行的災難志工培訓為研究對象，進行預測; 建立信效度。另一

對照樣本選取施測;分別立意抽取災區志工為對象, 包含: 服務兒童青少年類、老人類、身心

障礙類、婦幼類以及社會福利類不同族群體、不同學校、單位，由等不同單位志工填答，發放

800 份問卷。 

 

災難心理衛生工作主要流程 

 

 

 

 

 

 

 

 

 

 

 

 

 

 

 

 

 

 

 

Ref：Disaster Mental Health Service-Guide book for clinicians and administrators 

喚起志工

服務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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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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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學習 

緊急期 衝擊初期 

心理精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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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理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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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目標  

     災難志工服務學習是一種經驗教育的模式，透過有計劃安排的社會服務活動與結構化設計的反

思過程，以完成災後重建志工服務學習的需求，並促進社區部落志工服務者和校園志工（教師、學

生）共同的學習與合作發展。本計劃的人文關懷志工行動服務學習帶來的功能主要包含學生、學校

及社會（社區/部落）三方面共學，藉由三方參與服務學習互惠成長策略做為目標： 

（一）藉由災難後建構部落社區志工服務學習，共學促進大學生的人文關懷、社會與公民責任、多

元文化觀點服務技能、專業發展及在真實生活情境的學習能力，反思學習能力與批判思考能

力。 

（二）藉由災區部落和校園志工服務學習帶來教與學互動關係的改變，使學生成為主動的學習夥

伴，而非只是被動的知識接受者，加強教與學之間的參與合作互動，災後重建合作氣氛成為

更開放、積極與成長的學習環境，學習型組織知能充權也促成社區重建得到更多資源與支持。 

（三）志工服務學習型組織提供直接服務帶給社區部落重建實質的幫助與問題解決，也帶給社區部

落（機構）新的思考，同時，因為災區參與 NGO 志工合作工作，双嬴帶給大學生志工會正向

的成長經驗，促使其繼續投入社會服務，相對繼而積極參與重建社區部落及觀光文化產業再

造。 

 災後社會心理重建，亟需各個不同相關領域合作全力以赴重建歷程。因此，須要更多的人參與

災難社會心理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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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持、協助努力「記錄、分析、瞭解」受災居民各項身心重創問題，並設計課程學習服務並執行相

關之處置；再從危機處置的執行過程與效果，回過頭來修飾原有的作法、設計新的作法。從緊急期

到介入期到重建復原期的規劃與執行，均需以背景（Context）評鑑形成計劃性決定，幫助確立目

標；以輸入（Input）評鑑做成結構性決定，協助方案設計的確定；以過程（Process）評鑑達成

實施性決定，來指導實行過程，控制方案運作；以成果（Product）評鑑協助決策性的決定，以判

斷及反應方案的結果（如下表）；集合以上四種評鑑的第一個字母以方便記憶，CIPP（如下圖）就

成為此一評鑑架構的代表名稱。 

 

 本計劃以 CIPP 的模式，分析災區背景，釐清現階段適合的輸入，以過程評鑑達成實施性決定，

執行一年後以成果評鑑協助下一階段決策。如此，後續 CIPP 的評鑑可建構災後重建志工服務學習

的工作模式及效能指標。 

 

CIPP 之決定類型與評鑑類型對照表(Stufflebeam et al., 1971) 

意圖的               實際的 

計劃性決定 

（由背景評鑑支持） 

裁決性決定 

（由成果評鑑支持） 

結構性決定 

（由輸入評鑑支持） 

實施性決定 

（由過程評鑑支持） 

 

 

 

 

 

 

 

 

 

 

 

 

目
的 

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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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PP 評鑑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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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動服務宗旨 

本計劃將成為一個服務志工網以協助高雄縣鄉鎮部落災區的社區不同團體，及中小學校教

育人員，解決有關災後社區重建工作，包括緊急安置居住生活、教學、輔導、緊急資訊和

行政協助、生活及親職教育等疑難問題，符合應變災區資源整合中心的工作模式，或定位

在資料收集志工與關懷功能取向。 

 

工作定位： 

當服務志工在學校、社區是第一個層級，專線在助人機制上隸屬第二個層級，下接災區各

鄉鎮、部落學校、衛生所、機構、教育與輔導人員的教育、輔導功能，上承醫療體系的治

療功能，居於兩者之間的樞紐位置，以矯正、補救功能為導向。 

圖 9-2：助人機制分層架構圖 

 

 

（四）災難學校、社區志工服務範圍： 

通常校園志工可以協助校園重建、教師在教學、輔導、行政等工作上協助，可能遭遇的學

生問題導向領域為安排重心，災後初期以心理諮詢與輔導為主，中期一個半月後配合社

區、學校健康教育的多重面向，逐步多元發展，廣納宣導在心理衛生、特殊教育、精神醫

學、性別議題、法律、教育等不同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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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行動方式 

（五） 服務對象： 

即研究對象則以高雄縣鄉鎮部落社區的居民為主，志工訪視原則上以 200 名為主要對象平

均每個鄉以 30 位訪談為主 

 

資料蒐集方法 

（一）参與觀察法： 

本研究中擬同時包含參與觀察和非參與觀察兩種形式：團體專業助人對話部分採參

與式觀察，親身參與直接感受夥伴對各種設計方式的觀點；夥伴進行評量健康生活促進方

案設計實踐時，則採非參與式觀察，藉由活動視訊錄影，了解實際實施的情形。同時於觀

察時、觀察後，隨時記錄觀察所得，並藉由志工服務行動協助災後社區復健規劃、討論服

務工作模式及志工或助人者在關懷及人文對話運用語詞文本溝通列為重點。 

（二）文本分析法： 

蒐集服務志工夥伴對災民生活需可或他人田野調查評量設計的修改、小組成員自行

編製或協同編製之評量設計及評分指標等評量資料、志工的觀察記錄、工作日誌等。以了

解夥伴對社會領域評量各種重要要素的掌握情形和學生的回饋，以作為修正服務志工作模

弎、評量健康方案或修正設計模式的依據。 

 (一 ) 服務志工部

分： 

含災區的個別訪視、深度面談、電話協談、通服務、其

他服務等方式，以諮詢、轉介、資料收集、協助申辦提

供等方式辦理。 

(二) 志工教育訓練

部分： 

含輔導知能研習、成長團體、工作坊、巡迴講座、專題

講座、個案研究、個案研討、叢書出版等方式。 

(一) 諮詢服務部分： 含個別面談、電話協談、通信服務、其他服務等方式，

以諮詢、轉介、資料提供等健康照護滿方式辦理。 

(二) 教育訓練部分： 含輔導知能研習、成長團體、工作坊、巡迴講座、專題

講座、個案研究、個案研討、叢書出版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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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資料收集： 

本研究另一重要資料來源。由於災後志工及督導成員經驗皆很重要，大部分行動實

踐後的反思，與焦點團體分享同時進行，換言之，即在焦點團體中志工或災區參與者可必

須分享自己的經驗想法，說明在災難事件、行動實施中發現的現象，災區服務志工與災民

合作工作模式互動回饋、給予建議。為使焦點團體文本資料能完整保留，已徵得研究團隊

同意，每次聚會皆以錄音方式記錄，會後轉譯成逐字稿，將過程還原，所以討論逐字稿的

部分內容亦為研究反思。另尚有部分成員進行個人之反思日誌，亦為重要資料之一。 

 

復原工作行動策略 

1. 運用建立災區社區部落志工急救心理、轉換緊急創傷壓力症–成長團體 

2. 服務志工在初階-多元文化助人技巧培訓 ;服務志工在團體輔導培訓。 

3. 災區兒童、青少年、成人生活安置需求評估、健康生活需求評估、心理創傷與復健檔

案。 

4. 災區兒童、青少年、成人及災後影響個人、家庭的健康因素及健康管理檔案建立。 

5. 建立服務志工素養能力指標、服務工作模式、網路視訊服務模式、環境監測服務志工

工作模式等資料庫 

 

88 服務行動平台 

88 網站乃災後復健工作模式之一，主要是以服務災區居民的互動平台方式開放，當然是

希望協助災區居民復原生活，逐漸提昇人的五大基需求，無非藉由資訊溝通的方式帶來多

元服務，核心理念是＂以解決問題為導向。 

此平臺設置對於一個緊急互助工作溝通網及醫療網絡的管理者而言，幫助第三方排除困難

而順利賺到錢的工作是義務，能提供的包括： 

（一) 推廣，以甚麼樣的機制讓好的服務可以在平台上得到自我推廣。這當然也包含一套

能夠被用戶自然淘汰不好的應用的機制。 

（二)實現廣告收入。例如：接入國內站長們使用較多的 Adsense ，並承諾廣告收入全歸

第三方開發者所有，不收取分成。 

（三) 實踐 直接跟用戶收費。遊戲類型的小應用存在收費潛力，但當用戶要付費時必須

要有管道，社交網絡平台必須幫第三方解決用戶付費的問題。 

上述兩點 51.com 已經率先提供。51.com 的 51 幣 API 已經開通給第三方開發商，結合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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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打通巨人點卡銷售管道，如用戶能夠進行充能加值才更加容易提昇，對開發商來說吸引

力不小。除了上述三點外， 

（四) 服務  提供基礎的網路資源，網站平台代管不同社弭個案服務，提供可能促進是必

要的健康管理，讓不同社群志工，可以為災區居民定期追踪服務(血壓、體脂肪、糖尿測

試，飲食、運動或安置所以成本較低的遠距視訊會議情況下開始運營服務 

 

（五) 應用 存在著成長資訊被收集或健康管理投資的可能。其實，一個復原工作管理應

用如果能供應到不同的社群網絡去，參與用戶、人數也會是很重要。然而，當這個應用平

台還在很初期的發展階段時，如能提供一定的輔助、福利辦法給對方申請學習，除了培養

對方應用資訊成長以外，也可給自己未來潛在的能力提昇，並可將豐富的生命敍說、圖像

記實提供給數位典藏的空間。 

 

開放數位平台是災後復原模式新的参與使用者及小團體閒攻防戰，社交網絡經營者一

方面希望壯大自己一方面卻又害怕失去自己。在這個過程中，唯有清楚的認識自己，除了

核心以外的東西徹底開放，做好分門別類的教學及經驗故事分享影音資料、文本資料機制

才是文學創作。甚至，最後必須要把用戶的數據開放出去才能更進一步壯大自己 

 

88 多元社區部落健康復原工作系統 

 以個案套裝軟體的概念，輕便筆記型電腦建置個案生命發展檔案系統，藉以平台凝聚網

路虛擬社群。  

 10 個定點配置使用者端互動工具，強調使用者參與互動，使用者藉由桌面軟體安裝，

可迅速得知關注之文章是否有更新變動。  

 10 個配置點數累積機制，鼓勵會員參與虛擬社群，有效凝聚社群共識。  

 10 個配置部落社區健康廣告輪播機制，隨時發佈訊息，或更新訊息播放內容。  

 10 個配置網路問卷功能，隨時進行網路調查，提供網站管理新資訊。  

 10 個配置情境管理功能，使用者具有多重選擇性。  

 透過 10 個不同社群部落格系統會員機制建立，整合其他子系統，讓使用者藉由單一簽

入模式於其他系統使用，不用重複建置帳號。  

 具有會員統計、文章統計、照片統計等基本功能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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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的行動服務復原工作系統平台管理功能，並建置可安裝性、可遷移性、及程式開放

性之合作服務系統環境，供多元族群、不同組織或團體使用。  

 結合 IRB 系統創用 CC 授權方式倫理準則管理，讓使用者自定授權形式，瞭解網路倫理

準則在服務、人體實驗、研究、著作權等及個人權益之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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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成果與討論 

 

災難時多元文化觀點的助人為何？ 

 當災難發生時，從事救援或助人者工作時，須瞭解什麼是多元文化觀點的助人?主要意涵是在

於尊重多元文化差異，而對於助人專業者可能面臨的是一大挑戰。換言之，也就是災難時所有社會

的支援系統參與救災的人員，必須有多元文化觀點，如缺乏在地種族背景、語言、階級地位、宗教

信仰、文化思維、生活習慣、溝通風格、價值信念等基本的瞭解。或是＂自我專業本位屬性＂太強

或以專業目的企圖違反倫理，而忘了尊重災區民的自主權，忽略人的真誠人文關懷，所有的行動都

是工作為主體。例如:曾有一個專業助人者，至災區告訴災民他們部落有人得 PTSD，他要幫大家做

『心理治療』。其實只是要收集個人研究資料，目的達到後就離開而忽略對當事人的責任與義務。

什麼是；更不用說是用心陪伴與協助當事人走過人生低潮，所有服務均有利於當事人的方式進行。

協調合作等因素。助人者的偏見及進而影響以人為本的互動關係，這將阻礙未來協助災民們重建的

努力與成效。災難促使人類在緊急事件時，有很難跨越的鴻溝。因為，在 88 水災重創的大多數在

原住民部落，長久以來，深山部落或偏遠鄉村地區發生自然災害比例較高，原住民一般也是擁有最

高的失業率、貧窮率，在我們台灣也是如此，並且心理相關專業人員似乎有些集中在北部地區之趨

勢，根據衛生署網站之「醫事人員執業資料查詢」顯示，目前在六個重災區縣市服務的諮商心理師

與臨床心理師人數僅占全台之 14%。 

 其實當一個有人文關懷、有能力幫助別人時，卻必須小心地尊重不同族群文化；並真實反思這

幫助是為了你自己或是為了＂他＂而有利於當事人的肋人是；把被協助的＂人＂為中心；平等互動

給受助者創造一個機會，讓受助者了解他之所以受助是因為自己的勞動付出而應得的，這樣的人本

之心對於志工來說是很重要的。 

換言之，助人理念是以個案為中心，不少的只要出發點是好的，其行為就是善舉。至於受助者的痛

楚、不幸以及他自覺羞愧之處，沒考慮就給曝露光天化日之下，助人者高揚起自認為高尚、無私的

愛心、大張旗鼓說是去解除別人的困難，這其實就是一種殘忍，一種自私，是無視他人尊嚴的殘忍，

是無所顧忌地炫耀自己高高在上地位的自私。 

 其實，有些人在慷慨地表達自己的愛心時，是需要借助更弱小的人來襯托自己的高大形象。但

他們壓根沒意識到，自己的優越感給別人心靈的傷害。對於他人的文化差異，很少被尊重族群心中，

在不平等的社會現實中，種族、階級或不同專業的＂同理心＂ 或“尊重＂成了原住民和漢人之間

的“衝突＂。因此，此次災區的原住民及居民許多人在不同宗教歷程中，無法忘懷被施捨的痛苦。 

助人可以給予別人心靈以溫暖，但如果不顧忌對方的心理感受，只會深深地傷害對方，讓他們內心

永遠卑微! 

 通常，一位具有效能的災難心理衛生相關專業工作者，除了先前累積危機或災難的介入經驗

外，最好對於社區心理學或公共衛生相關概念能有一些初步的瞭解，並且參與不同於自身社經文化

背景的實務工作。另外，在災區服務時，必須以維持社區現狀永續為最高指導原則，以及不要將處

遇的焦點放在臨床的方式(直接進行個人或團體的短期諮商或長期心理治療)，而是主要提供一般的

傾聽、情緒撫慰就足夠了，如遇真正需要做進一步處遇的災民，再立即轉介給當地合適的相關專業

機構或人員接續其服務。社區部落志工和心理衛生專業人員也可以合作扮演「間接」的助人角色，

例如提供資訊、組織諮詢、翻譯或相關人員之教育訓練等，或是從旁協助進行災區相關資源整合工

作。  

 

 社區心理學相關文獻指出，大規模的風災對人的心理衝擊是全面性的，除了個人心理安適

(well-being)，甚至會影響到社區生態與钜觀系統(macrosystem)。 

以美國卡崔娜颶風為例，雖然約有 1/3 的災民或許經驗心理困擾或問題，但隨著時間的遞移，大部

份的人都將復原，有些人甚至變得更堅強茁壯(thriving)，比如找到新的生命價值、開始幫助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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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志工)、組織起社會改變的行動(創立自救會)等。其實，我們也可以從許多 921 地震的災民身上，

看到這些正向的發展。另外，八八風災這場自然災害對我們更重要的契機，多家電視媒體透過 24

小時不停地將一幕幕悲慘的畫面傳送到國人面前，相信能夠喚起政府部門或社會各界重視貧富、城

鄉或南北等差距，以及自然生態、環境永續與氣候變遷等社會脈絡問題。  

 

 針對未來災難社會心理復原之新方向(未雨綢繆之道)，作者願意提出以下幾點具體看法或建

議：  

 

（一）心理衛生相關專業必須改變門户之見單打獨鬥「一對一」或「醫療模式」服務的舊思維，擴

大為對群體的預防或處遇服務，不能每次都只是在做事後的補救工作。  

 

（二）尊重在地文化之主體性，善用民間的廣大資源力量與社區自然支持系統，讓多數災區民眾可

以運用自己的方式與智慧，逐漸地走向心理復原(resilience)之路。  

 

（三）心理衛生專業人員的角色可以是間接協助的方式，例如長期性的提供諮詢或教育訓練。進一

步提昇在地相關單位/機構、學校與社區領袖等之災難應變或處遇能力。  

 

（四）有許多深山部落或偏遠鄉村是無法獲得心理衛生相關服務的，除了牽涉心理專業人員的投入

意願之外，文化、語言與宗教等隔閡也是一大阻礙。因此，可以訓練一些當地居民、老師、宗教人

士成為長期的志工，來扮演鄰里社會心理支持的重要角色。  

 

（五）在災難志工助人的專業教育訓練方面，應在社區部落儲備足夠人力、可以自力救濟、也可讓

學生在肋人工作專業培育過程，能有人文關懷具備一些多元文化的覺察與思維，例如平常多接觸人

群(與自己不同教育、家庭背景或生活環境者)、修習多元文化相關課程，並至服務弱勢族群的社區

機構拜訪或實習，或是擔任重大災難事件的志工。  

 

（六）這次八八風災所造成的傷害，可能在短期之內無法完全復原。相關助人專業者應致力於長期

性的處遇服務及預防工作，甚至是參與相關政策的規劃，以及協助各級政府建立更完善的災難緊急

應變及預防機制。  

 

（七）持續瞭解各易致災或災害高風險的地區之社區保護因數與相關資源狀況，以提供長期且具系

統性的災難心理衛生工作之規劃參考。  

 

（八）隨著全球氣候暖化、災難事件和大地反撲現象不斷加劇，為因應台灣目前與未來環境風險增

高的事實，社會、心理、醫療衛生、教育相關專業人員應有所反思，及早規劃出相關預防及因應對

策，並扮演政策倡導的積極角色，或形成跨領域的社會行動，以增強整體環境永續或災害防救的能

力。 

 
 本計畫依據行動研究模式，與八八水災災區居民進行四波行動研究與回饋。 

 首先進行災區居民心理關懷，了解居民災後的處境，並進行志工培訓，協助災區重建工作。 

 本計畫進行以下二十七次工作坊，為災區民眾培育了一般及學生志工、保健志工、關懷志工、

社區重建志工、健康照護志工、重建培力志工等参與人次共 1246 人/27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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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八八水災志工培訓相關活動日程與參與人數  

場次 日期 活動名稱 

參與對象 

學生

志工 

社區

志工 

教師

志工 
講師 

1 98.10.31 茂林志工培訓 75 43 10 12 

2 98.11.28 黑米祭 27 30 4  

3 98.12.02 衛教宣導-多納 25 9 3  

4 98.12.09 巡迴醫療-茂林 21 5 2 1 

5 98.12.09 巡迴醫療-桃源 18 5 2 1 

6 99.01.28 多納志工訓練 7 42 15 8 

7 99.03.07 PTSD 工作坊 22 5 0 5 

8 99.03.30 寶來好眠團體 0 4 0 3 

9 99.04.08 多納訪視 5 5 3 0 

10 99.04.13 寶來訪視 6 6 2 0 

11 99.05.04 寶來好眠工作坊 0 3 0 4  

12 99.05.13 多納訪視 6 4 2 0  

13 99.05.18 寶來訪視 2 2 0 0 

14 99.05.21 高師大工作坊 7 71 23 10 

15 99.05.28 高師大工作坊 5 88 48 7 

16 99.07.24 多納地質勘查 5 3 5 0 

17 99.07.25 寶來地質勘查 5 2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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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99.08.12  茂林鄉工作坊  2 15 4 4 

19 99.08.13 茂林鄉工作坊 2 16 3 3 

20 99.08.17 那瑪夏鄉工作坊 0 32 3 3  

21 99.08.18 那瑪夏鄉工作坊 0 19 3 3 

22 99.09.07 桃源鄉工作坊 0 11 12 7  

23 99.09.08 桃源鄉工作坊 0 7 11 4 

24 99.10.12 杉林鄉工作坊 12 27 2 4 

25 99.10.13 杉林鄉工作坊 4 31 4 4 

26 99.11.20 
寶來村災難醫學保健

志工工作坊 
89 11 14 14 

27 99.11.21 
寶來村災難醫學保健

志工工作坊 
89 11 14 14 

  共 1246 人次 434 507 194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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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文本分析 

‧ 8 月 8 日中午莫拉克颱風帶來的雨勢造成鄉內橋樑中斷，停水停電，多納村瞬間成為一座

孤島 

‧ 8 月 9 日清晨 4-5 時溫泉區被淹沒，溫泉區村民及遊客約 20 餘人受困，村民自組救援隊將

受困者全數救出 

‧ 8 月 9 日所有聯外道路及通訊中斷…… 

‧ 8 月 9 日傍晚緊急招集部落代表、耆老及各相關人員成立緊急救災指揮中心並完成分組 

‧ 與會人員包含：議員、鄉民代表、部落會議主席、頭目、鄰長、牧者、婦女會、社區發展

協會及社區營造協會等 

 

社區部落緊急救災志工的工作模式： 

1.修建道路+搜救      5.社區關懷 

2.飲用水             6.膳食組 

3.環境清潔           7.機動組 

4.醫護/安置組              

 

 在本計畫進行 15 個月提供 27 次工作坊中，共培訓了 1246 人/次的志工：提供志工助人技巧訓

練及健康照護訓練，培育志工進行人文關懷災後生活需求評估, 家訪、以及老人的關懷。也因為這

個計畫所提供的資源培訓出社區照護志工不間斷的對社區老人及弱勢提供關懷服務，成功幫助了災

區的家庭以及獨居老人。茂林鄉多納村的關懷服務志工，在訪視時發現有兩位獨居老人為了替子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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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輕負擔，自行節省膳食費用而不肯進食，因此而體弱昏倒在家。幸好社區志工及時發現，趕緊轉

送山下醫院進行急救。 

 在災區的社區只剩老人和小孩，男性只有八八臨工的工作可做，因此社區照護的責任落在女性

身上，所以我們培育的對象大多數是女性志工。 

 由於災區在地居民生技的需求非常重要，我們第二波進行災區學習需求評估，反映出重建的路

途中，居民必須經過更多的學習，才能幫助社區再重建。我們體認到健康照顧固然重要，生技的學

習更加重要。藉由此過程因此思考到為災民設計符合生技需求及學習需求的培力就業計畫，目前寶

來村的培力就業計畫已成功通過勞委會修正通過。 

在終身學習活動參與意願部分，受訪者都表示有意願參與未來將在社區舉辦之終身學習活動。

在有興趣學習的類別項目(大項目)上，以健康生活類、生涯技巧類為最多人希望學習之類別，

其次為社會教育類，各項目分析結果如下： 

項目 次數 百分比 

社會教育類 24 82.8% 

健康生活類 25 86.2% 

心理成長類 23 79.3% 

疾病管理類 23 79.3% 

生涯技能類 25 86.2% 

觀光產業文化歷史類 19 65.5% 

志願服務技巧類 21 72.4% 

 

 在各大項類別項目下，相關課程學習需求結果顯示，在社會教育類中，以災難應變與危機處理、

簡易求生技巧為最希望學習的課程，其次為防災基本知識；在健康生活類中，以心理衛生之生活管

理為最希望學習的課程，其次為健康生活知能學習；在心理成長類方面，以壓力調適課程選擇的人

最多，其次為情緒管理與心理諮詢；在疾病管理類方面，慢性疾病管理之認識與照護的學習需要最

高，其次為心理疾病之因應與管理；在生涯技能類方面，最想要學習的課程為陶藝學習，其次為烹

飪學習；而在觀光產業文化歷史類中，最多人選擇的課程為部落文化、歷史追尋；最後在志願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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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類方面，以溝通技巧為最需要的學習項目，其次為多元文化助人技巧，詳細分析如下： 

類別項目 課程內容 次數 百分比 

社會教育類 防災基本知識 16 55.2% 

災難應變與危機處理 17 58.6% 

緊急救護 CPR 10 34.5% 

簡易求生技巧 17 58.6% 

親子教育知識 12 41.4% 

兒童養育知能 5 17.2% 

其他 1 3.4% 

不需要/不想要此類學習 0 0% 

 

健康生活類 健康生活知能學習 15 51.7% 

健康飲食之管理 14 48.3% 

心理衛生之生活管理 17 58.6% 

運動休閒管理 14 48.3% 

其他 0 0% 

不需要/不想要此類學習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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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理成長類 生涯規劃成長團體 11 37.9% 

情緒管理 14 48.3% 

壓力調適 19 65.5% 

心理諮詢 14 48.3% 

其他 0 0% 

不需要/不想要此類學習 0 0% 

 
疾病管理類 慢性疾病之認識與照護 15 51.7% 

心理疾病之因應與管理 14 48.3% 

精神疾病之因應與管理 11 37.9% 

其他 0 0% 

不需要/不想要此類學習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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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技能類 職涯規劃團體 8 27.6% 

觀光產業規劃 8 27.6% 

電腦操作 8 27.6% 

烹飪學習 12 41.4% 

陶藝學習 13 44.8% 

編織學習 8 27.6% 

農耕技術 10 34.5% 

財務經濟管理 8 27.6% 

產業行銷 10 34.5% 

其他 0 0% 

不需要/不想要此類學習 0 0% 

 
觀光產業文化歷史類 部落文化、歷史追尋 14 48.3% 

原住民舞蹈 3 10.3% 

其他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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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需要/不想要此類學習 2 6.9% 

 
志願服務技巧類 多元文化助人技巧 12 41.4% 

溝通技巧 14 48.3% 

志工倫理 11 37.9% 

社會服務法規 7 24.1% 

社區健康營造 9 31% 

其他 0 0% 

不需要/不想要此類學習 1 3.4% 

 
 

 在最方便學習的時間上，多半以下午、傍晚的時間為最有可能參與學習的時間，其中以星期二

下午與星期四晚上為最多，詳細分析結果如下：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六 星期日 

次 % 次 % 次 % 次 % 次 % 次 % 次 % 



 

 355

數 數 數 數 數 數 數 

10:00~12:00 3 10.3 5 17.2 3 10.3 2 6.9 2 6.9 2 6.9 2 6.9 

12:00~14:00 2 6.9 2 6.9 3 10.3 3 10.3 1 3.4 2 6.9 2 6.9 

14:00~16:00 6 20.7 8 27.6 6 20.7 6 20.7 6 20.7 4 13.8 4 13.8

其他 6 20.7 7 24.1 7 24.1 8 27.6 6 20.7 7 24.1 7 24.1

 

 在此過程中也發現到災民的相當程度的困境，解決心理的壓力要從生活層面的培力開始著手，

未來我們仍會繼續輔助災區居民整合災區與企業資源，向政府相關單位提出培力計畫。 

 第三波進行志工照顧訓練及服務學習，組成成長團體，邀請進入團體，對自己的健康進行管理，

參與健走, 舞蹈休閒等成長團體協助寶來，茂林，那瑪夏學校與社區當地設置網路攝影機，不受天

候影響亦能隨時與當地進行互動。並與災區形成合作關係，依據當地對自我的期待，激發思考，與

在地互動合作，訂出未來方向。由此過程也讓災民有紓解壓力的機會，儲備能量，反思自我需求，

再建構未來的方向，此為本計畫的培力方式。 

 

 我們還發現災難後，社區的健康生活營造的節奏有很大的改變。尤其是原來的生活習性面臨的

挑戰，例如健康的態度、知識、行為，在災前很有概念的朝當地自訂的健康目標發展，但在災後的

健康的知識、態度、行為都下降。因此也讓我們了解：當經濟條件不足時，健康的追求能力便會下

降。而也因此導致災民的助人的力量不足：災前有餘力、有心情去幫助人的志工，災後家庭及自我

的壓力仍需時間調適。所以我們必須從他們的需求規畫方案，希望能幫助他們的生活條件提高，滿

足生計。 

 第四波進行後測問卷，並持續關懷在地居民需求。本研究中觀察到的特別現象是原住民部落對

「八八臨工」方案的反應。部落裡的人認為，在災前部落沒有八八臨工方案提供的資源，喝酒的人

反而沒有災後多；但災後，部落裡的八八臨工方案實施，反而使原住民一天只願工作一小時就可以

領八小時的錢，因此有剩餘的時間和金錢買酒喝，反而害了他們。 

部落裡的人認為八八臨工造成意外傷害的人增加，平均每個月有一個人因為酗酒而意外死亡，同時

家暴事件亦增加了！ 

所以部落重建的培力是需要完整的規劃，而非讓部落自治。 

 

 部落的資源本來就很少，當有人拿到資源時，掌權的人很難拿出資源與族人分享。因此反而使

部落的派系爭奪更厲害，弱勢的人反而更不容易取得資源，也讓部落的人誤解了政府實施政策的美

意。所以政府未來應該考慮資源的公平分配方式，以及應符合部落民族性的培力方案。 

 部落健康營造在原住民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部落裡沒有人力做此工作。若此工作是無薪制，

部落健康營造就很難落實，部落健康營造的經費淪為部落裡掌權者任意分配給自己人的酬庸工具。 

 部落的健康營造應由健康照護服務員的訓練開始，我們的計畫中也觀察到未來更需要推動部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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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健康志工，使他們能扮演未來重建的重要角色。 

 

五、建議 
 

 本研究因已深耕部落四年，因此能與災區在地形成良好互動。進行行動研究前，事先告知受測

者，並回報受測結果。以受測者的需求，提出有利於受測者的照顧。並堅守研究倫理，不暴露當事

者的資料，有別於以往研究者對社區研究的研究方式。 

心理關懷的操作方式不能以高姿態進入，如此將對象病理化，標籤化。研究必須以受測者的立場進

行。 

 災難的工作要注意隱私，本研究堅守研究倫理，挑選未被衛生局重視的區域進行研究，以避免

對居民造成二度傷害。 

 建議主管機關的角色要釐清，社區的心理衛生工作要如何進行? 主管機關無權力對居民進行粗

糙的方式操作過程。 

 檢討：原欲進行健康照顧的個案管理及數位學習平台的實際應用，但因子計畫經費不足，總計

畫部份原先應支應的平台經費亦不足，且原先協調的中華電信基金會未支持，未能完整呈現原始規

畫，實為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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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88 災後重建災難/健康教育服務志工實習計劃 
 

別 服務教育志工組 服務志工諮詢專線組 

服務志工資

格要求 

1、基本要求：年滿 18 歲之大專在學青生、社

會人士、教師或社區部落居民。 

2、甄訓要求：通過招募面談與完成本計劃服

務志工心理衛生基本訓練課程。 

3、基礎電腦文書系統操作能力。 

1、基本要求：須符合以下資格之一: 

（1）曾任職於精神、心理衛生相關機構之

實務志工經驗滿一年以上之人士 

（2）精神醫學、護理、心理、社工、公衛

等相關科系學生或畢業之社會人士 

（3）大學 2年級以上相關科系之在學青年

2、甄訓要求：通過資格審核與招募面談，並完

成行動團隊志工心理衛生基本訓練課程與

諮詢服務訓練課程。 

3、基礎電腦文書系統操作能力。 

服務方式 關懷行政服務 教育諮詢服務 行動家訪服務 管理/照護服務 

定義 

服務單位之例行性

工作協助。行政、文

書。 

因應服務內容或對象之

特殊性提供專業技術服

務。 

進入社區或學校支援健

康生話相關宣導活動或 

主動直接提供關懷服務。 

1.健康個案照護管

理。因應緊急或臨時事

件之需要提供立即性

支援服務。 

服務地點 高醫/電話/在宅服務/衛

生所 

高醫/電話/安置所服務/衛生

所/學校 

高醫/衛生所巡迴醫療/學校/ 高醫/醫療衛生所/無特定學

校 

服務時段 週一至週日 

上午 9 時至下午 9 時 

週一至週日 

上午 9 時至下午 9 時 

視服務需要彈性安排 視服務需要彈性安排 

服務內容 1、接聽電話、活動諮詢、

資源轉介 

2、網路函件輔導 

3、行政事務處理 

4、圖書報刊管理 

5、服務資源整合接待 

6、環境導覽 

7、臨時人力支援。 

8、志工人力資源網管理 

9. 課 業 輔 導 及 baby 

sitter 照顧 

10 活動管理 

1、教育活動規劃、行動服務‧、

資源轉介。 

2、提供親職、災害防治教育、

網路諮詢&生活陪伴支持 

3、網路函件輔導 

4、健康安全生汪諮詢服務、合

作訪談、接洽資ｊ原 

5、數位化教與學環境導覽 

6、臨時人力支援 

7.健康促進課程及健康檢查 

 

1、協助辦理健康促進、疾病預

防照護宣導相關活動。 

2、協助社區資源調查與開發。 

3、關懷行動 

4、規劃辦理主題性健康宣導活

動。 

 

1、災難危機動員 

2、接聽諮詢行動專線服務‧

資源轉介。 

3.數位化教與學環境導覽 

4 數位化溝通及照護。 

 

負責組別 關懷兒童服務組 行動專線服務組 不分組別均需配合實習處(衛生所、學校動員)

服務時數 教肓服務志工須排班、服選擇 11 月至 12 月期每組須選

擇 3 次/天進行服務學習;實習時段星期六-星期日;白天

至少能服務（值班 1 次 3 小時）1 次以上。 

 

 

災害重建志工服務學習行動設置原則 



 

 360

作為災害重建志工服務學習社會保障(社會福利)體系的重要傳遞體系，社會工作發揮著積極的作

用，志工服務學習的責任和任務也顯得十分突出。本文作者認為，志工服務學習對災害重建健康生

活的促進和行動是可推廣，尤其是實現災害重建政策目標，可以起到積極作用：志工工作專業可以

在社會救助事業中發揮更積極的作用，尤其是通過志工服務學習工作專業化的服務，改善和提高針

對災難重建問題、健康生活管理和社區服務等領域的工作模式制定、實施和服務的品質，通過人性

化的、專業的服務來改善重建觀光文化產業的行銷策略，減少社會＼心理＼醫療問題給社區部落重

建發展帶來的衝擊與壓力；重建志工的工作可以在健康生活推廣、醫療照顧領域起到改善醫患關

係，志工的工作可協助社區部落衛生所醫療工作人員，在第一線協助互動、亦可致力於為患者提供

心理關懷、陪伴、傾聽、心情，並由社會心理專業人員督導志工支援其專業服務；災區部落志工的

重建工作可在教育領域中通過學校教師、學生志工的合作共學，發揮積極的作用，加強學生、家庭

與學校的溝通，他們對改善學生適應、提升學習技巧和完善學生心理健康起到有益的作中學。重建

災區社會心理服務學習工作，同時也可藉由互助學習歷程，在災區促進就業技能領域方面的再學

習，也可以由自我健康生活管理開始藉由數位平台應用，到積極服務災區部落弱勢老人或病人的志

工工作並作用，尤其是通過志工服務學習工作者，將在重建志工實習社區服務和職業場所提供的就

業技能支援服務與社區支援服務，志工工作可以協助災區失業和就業困難人員排解心理壓力，協調

個人與環境關係，尋求生涯發展就業資源和資訊。 

  

  重建志工工作者在促進災難社區部落的人文關懷行動、健康生活數位平台管理建設，健康生活

促進的有效實施方面將扮演不可忽視的重要角色。首先，他們作為諮詢者，為政府決策部門、政府

具體的職能部門的工作人員和服務物件提供諮詢，包括資訊、心理與情緒支援，以改善公民與政府、

公民與具體服務部門工作人員的溝通，減少志工服務矛盾，提高工作效率；服務作為助人解決問題

者，志工的工作者在解決社區部落人際、健康生活、生涯的一些問題，比如人際衝突、服務缺乏、

管理等方面能發揮專業的優勢，有利於重建提升社區管理服務的水準；本文作者為教育者，研究者、

亦是志工和部落志工將共學行動關懷工作者將發揮其重要的教育者的角色，積極配合重建社區的事

務，加強居民與外界政的溝通，理順上下的關係；作為政策研究與分析者，志工服務工作可通過對

數位化溝通學習在社區部落的深入調查與研究，為完善重建志工的個人服務學習工作和協助社區部

落重建規劃行動發揮重要的研究者的角色，有利於未來重建提高自助助人健康生活管理成長，改善

社區部落重建數位學習型組織課程實施及學習的品質，減少災難後重建影響人類所帶來的矛盾和衝

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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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災後重建社區部落&學校共學教育推廣計畫 

前言 

災難乃是一種人類與大自然環境發展必經歷的過程，其對人類的影響因素是複雜的。尤其對人類生

命的心理衝擊更是多樣貌，例如:恐懼、害怕、衝突、創傷、等影響。此次災變對社會環境的影響

則反應了社會緊急應變能力不足，急難工作存在慌亂工作無系統外、以及政治與媒體介入救災則衝

擊人心，而媒體亦不自覺一再挑起人類苦痛與創傷，災區居民的心理一次又一次感染創傷。因此，

災害社區心理復健工作模式須建立; 以為救災、防災、備災等緊急應變， 所有災後針對救災工作

模式的檢討，重建規劃不同工作程序對社會心理健康營造志工而言，應責無旁貸須要緊急救，但是

在助人前自我心理的創傷更須關照。 

 

高雄縣茂林社區部落&學校重建策略聯盟  

一、計畫目標 

（一） 推動全面性的 88 災區原住民部落社區重建家園改造運動，透過安心、定下居所、恢復生活、

社福、醫療、社區治安、教育、環境評估再造等面向的全面提升，重建家園或再造一個能安心居住

的「社區」。 

（二） 建立自主健康生活管理平台運作，且永續經營之部落社區身心理健康再造平台模式，主要

強調貼近不同社群處境、以部落居民為主的生活安置、在地學校、衛生所提供在地服務、創造生命

復原力、促進部落居民生活安定、復原身心平衡發展。 

（三） 強化民眾主動參與服務志工之 88 災區人文關懷服務意識，建立以個案為主體的個人而團體

服務機制，厚植不同族群互信基礎，擴大社區部落參與層面，營造一個「安心重建家園、永續成長、

資訊平台互動、資源成果共享、備災負責任網」的安心社會環境，讓社區部落逐恢復健康發展，再

造安定成長力量。 

本計畫近程目標在行動協助受災者建立災後新生活秩序；中程目標在協助受災者恢復生活模式；長

程目標在協助受災者提升災後生活品質。 

二、計劃背景環境  

三、重建計畫說明：  

自 98 年 8 月 8 日災難發生至今，本計劃研究人員多年來與當地社區部落前往現場實地參與救

災、運送物資、發放急難慰助金及勘訪重建基地，了解災區實際需求後，目前規劃將在高雄縣、等

六大重災區進行硬體與軟體兩大重建計畫，分別說明如下：  

 (一) 教育硬體重建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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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分成兩部分，一是建置災難教育行動服務中心，建置點暫時定在高醫校園、安置災民的

臨時住屋 (行動網)，一是幫助災民重建健康生活檔可有效學習健康管理安心居住之永久住宅。  

規劃部分如下表：  

 

 

 

 

 

 

 

 

 

 

 

 

 

 

(1)社區、學校與生活重建  

 

目標:匯集學校、社區組織的經驗與力量，提供服務平台，整合資訊及資源，協助民眾進行以

社區&校園共學的生活重建工作，走出災難傷痛。 

本計畫乃由國科會支持協助依功能分為志工/社工、教育/心理師、醫療網等重建工作，並提

供諮詢、資訊及行政後勤支援，計劃的成員依據災區實際需要，運用研究團隊單位的力量及重建工

作經驗與專業，提供各項適切的災後重建服務，並協助災區學校與社區機構研討救災、防災、及備

災工作模式及重建教育訓練。  

 

(2) 救災、備災、防災能量強化及數位平台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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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救災、防災與備災的工作是推展重建過程中的重要計畫，多元工作模式的橫向資源整合

乃是重要目標;本計劃將與災區學校、衛生所及鄉公所推行相關數位教育訓練課程學習成長，同時

透過數位科技教育深根及宣導，降低未來遭遇災難的風險，有效提昇民眾的防災意識與應變能力，

在災難來臨前做好準備。  

(3) 文化教育成長  

為提升大眾文化教育素養及保有原住民文化特色，藉由學校和社區共學文藝活動抒解災後心

靈壓力，由本計劃將藉由行動舉辦災區學校及社區部落共學合作文化教育活動，包括:在地化的文

史資料整理數位化、具有在地化的文化產業的建置宣導、課外書籍閱讀、博物館參觀、藝文表演欣

賞、原住民文化特色活動等，另視實際需要提供特殊需求之設備器材補助。  

同時，本計劃將協助建立「志工關懷災區長者方案」，期末尤以特別獎助在關懷文化、藝術、

體能及健康照護等方面有特殊表現之志工或學童，並持續追蹤補助災區學校教育志工、保健志工成

長情況。  

(4)災區醫療健康照護救助  

提供災民身心健康講座、健康生活管理藉由社區教育、保健志工服務行動於未來，或雖已獲

得政府補助惟家庭經濟功能尚無法恢復之急難救助經費。  

(5) 觀光產業生計重建  

為使災區民眾得以早日恢復正常生活，並提升經濟能力，將主動瞭解災區民眾主要產業與生

計方式，協助發展村落地方特色產業，復甦經濟，進而繁榮當地生活。  

此外並將提供生計基金，供民眾視需求以戶為單位提出申請，本會將邀請災區支會代表與專

業人士籌組計畫小組進行審查，並定期視訪獲補助之家庭，檢討補助過程與成效。  

(6) 整合計畫  

多元工作模式建置配合各項相關計畫之推動，適時辦理相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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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災難緊急醫療救援志工教育訓練 

主旨：本計劃由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人文處指導; 擬於民國 99 年 3 月 22 日及 3月 16-17 日假高

雄醫學大學醫學系，舉辦『災難緊急醫療救援志エ教育訓練-初階課程』及『災難重建醫療救援志

エ隊教育訓練-進階課程』各一梯次，敬請 轉知社區部落學校教師、各系所學生及醫療院所相關人

員踴躍報名參加。  

一、時間及地點： 

(1).99 年 03 月 12-13 日(整合性災難緊急醫療救援隊教育訓練-初階課程)。(2).99 年 04 月

16-17 日(區域性災難醫療救援隊教育訓練-進階課程)。 

地點：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研究大樓一樓培普講堂（高雄市十全一路 100 號） 

二、報名方式：免費用。 

報名表請上網逕行下載 http://88psychreh.kmu.edu.tw；採網路方式報名，報名單請註明姓

名、活動日期及課程名稱。傳真報名：07-3222201 或 e-mail（loha@kmu.edu.tw）；報名額滿

即截止。 

三、報名人數：限 70 位。 

四、聯絡人：                 聯絡電話 07-3121101 分機 2137~21；。 

五、教育積分：公教人員進修教育學分 16 學分，高雄縣醫師公會、台灣臨床心理學會及高醫醫學

教育志工積分申請中。 

六、七、報名表下載：  

 

災難緊急醫療救援志工教育訓練-初階課程  

課程表  

指導單位: 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人文處 

主辦單位：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 

課程時間: 99 年 03 月 12-13 日  

第一天課程： 99 年 03 月 12 日 (星期六)  

 

時 間 課程內容 主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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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0～09:00 報 到  

09:00～09:10 國科會人文處長致詞  

09:10～10:00 基本災難應變之概念與原則：防災醫療系统  

10:00～10:10 休 息  

10:10～11:00 災難指揮系統及緊急醫療網之認識  

11:00～11:10 休 息  

11:10～12:00 災難資訊系統與媒體資料整理  

12:00～13:00 午 餐 時 間 

13:00～14:00 災難與急救大量傷患醫療之基本原則  

14:00～14:10 休 息  

14:10～15:10 

救災志エ系統在醫療後勤、照護與醫藥物質管理エ作

的研討及 SUMA 及 AEHK 之認識: 案例演練 
 

15:10～15:20 休 息  

15:20～16:20 救災人員野外求生、危機處理: 案例演練  

16:30～17:20 救災人員心理急救、壓力之調適: 技巧演練  

 

指導單位: 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人文處 

主辦單位：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 

第二天課程： 99 年 05 月 13 日 (星期日)  

 

時 間 課程內容  

08:30～09:00 報 到  

09:00～09:50 災難現場安全、衛生、防疫:CPR 至急救處理作業  

09:50～10:00 休 息  

10:00～10:50 災區居民緊急疏散、安置與追蹤  

10:50～11:00 休 息  

11:00～12:00 災區傷病患的緊急醫療: 檢傷分類、運送演習-   

12:00～13:00 午 餐 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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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14:00 災難危機現場大量傷病患演習：大量傷病之作業流程演練  

14:00～14:10 休 息  

14:10～15:10 大量傷病患演習  

15:10～16:10 測 驗  

   

災難緊急醫療救援志工教育訓練-進階課程  

課程表  

指導單位: 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人文處 

主辦單位：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 

課程時間: 99 年 05 月 16-17 日  

第一天課程： 99 年 05 月 1 日 (星期六)  

 

時  間 課程內容  

08:00～08:10 報 到  

08:10～08:50 災難醫療急救處理エ作準則  

08:50～09:20 A 爆炸傷（Blast Injury）  

09:20～09:50 B,壓迫症候群（Crushing Syndrome）  

09:50～10:20 C 腔室症候群（Compartment Syndrome）  

10:20～10:30 休 息   

10:30～11:00 D.創傷性窒息（Traumatic Asphyxia）  

11:00～11:30 E.微粒吸入傷害（Particulate Health Problem）  

11:30～12:00 

F 創傷後壓力症候群（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12:00～13:00 午 餐 時 間  

13:00～14:00 毒性物質災變之醫療處置  

14:00～15:00 輻射災變之醫療處置  

15:00～16:00 生物性危害物質之醫療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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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16:30 綜合討論   

   

第二天課程： 99 年 05 月 17 日 (星期日)  

 

時  間 課程內容  

08:30～08:50 報 到  

08:50～09:50 

災難影響生命存在侷限空間搜救與脫困 

 
 

09:50～10:50 災難的健康及公共衛生衝擊與流行病學  

10:50～11:00 0B休 息   

11:00～12:00 

災難的醫療需求評估與物資供應基本原則：SUMA 及 

AEHK 之認識 

 

 

12:00～13:00 午 餐 時 間  

13:00～14:00 
災難醫療資訊志エ之エ作: 視訊平台應用及表格認識與填

寫  
 

14:00～16:00 

災難醫療特殊醫療技術之

助理志エエ作實作: 包紥 

(1) 呼吸道之緊急處理  

(2) 靜脈注射與緊急輸液治

療 
 

16:00～17:00 災難急救能力測驗   

   

(二)國科會 88 水災高雄縣鄉鎮部落社區心理復原工作整合行動平台服務計劃 

本計劃旨在以人文關懷為核心理念; 針對88水災高縣鄉鎮部落社區進行復原工作行動服務計劃。將

以數位科技平台模式進行實際田野及虛擬的互動溝通服務為主。將由不同專業提供以個案為中心的

服務，策略有實際参與行動服務及數位導向學習等方式進行，服務內容包括:不同社區、校園的族

群文化，身心健康資料庫及專業人力服務災區重建工作整合的訓練建置為主。 六大面向的災後復

原服務將偏向於專業心理師、社工師、教師、志工等服務效能指標及工作模式資料建置;  不同資

源整合於平台進行管理;對基層社區志工行動的績效管理，並以校園及社區合作整合資原為災區居

民定點解決生活基本需求問題的工具平台。為了使數位科技充分成為基層社區服務人員、和災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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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互助合作共學的助力，本研究將平台行動運用與災區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出發，藉由不同的助人

專業服務與數位科技專業的對話，發展符合基層社工所需的科技運用。本整合計劃中，可互動資源

整合，同時可經過相互理解與對話後，本整合平台將使用Web2.0 的科技應用在不同鄉鎮社區部落

的多點網絡互動方式溝通。 所有專業服務則以人內心理、地、物相關的重建及復原輔導體系上面。

針對現階段行動期的問題，我們分成志工學員、教師、社工、諮商輔導、心理師、醫療衛生所與機

構多方面資源加以探討，並提出與人類基本生活需求資訊相關多媒體資料庫、知識管理、與公共關

係等解決方案，以協助提升災區民眾生活輔導體系的運作成效，並使多元專業輔導員服務能夠減少

行政負擔更有效率的服務個案，專注於輔導災區者的生活與安置工作＇就業。 

關鍵字: 高雄縣鄉鎮部落社區的生沽輔導體系、不同專業服務、不同指標、不同工作模式、行動服

務、身心健康資料庫、數位典藏88災區文化重建史、（NPO、Web 2.0，Blog，知識管理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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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知情同意書及量表 

 

「以人文關懷為導向的「救災志工」助人效能指標及工作模式建立之研究」 

 研究知情同意書  

說明： 

在你同意參與本研究計劃的同時, 這是很重要的說明.我們有必要讓研究參與者們，了解本研究目

標和如何進行，及多久時間實施研究，參與此研究可能潛在危險或受益，這都是很重要訊息要讓你

了解與同意的：重要訊息將提供說明如下: 

研究目標： 

本研究在國科會委託之下進行「八八水災災後社會心理復健工作模式建立：以人文關懷為導向的『救

災志工』助人效能指標及工作模式建立之研究」之研究。旨在了解參與 88 水災志願服務救災工作

經驗的分享、志工服務工作模式及處理經驗，以期許整合大家寶貴服務經驗，建構一個完全有效能

的救災志工服務工作模式。 

研究過程： 

這研究將採用質性研究法,深度訪談內容則將整合災難發生時醫療臨床專家的工作經驗和意見,參

與者將是 88 水災在參與的工作人員、或專長於災難醫學的醫師、行政管理人員們,訪談時間約 60

分鐘完成,整個過程將錄音並進行文本資料收集與分析. 

 

訪談將朝下列主題進行： 

【一】個人背景/基本資料： 

個人參與志願工作的動機、目的，相關社會經驗等等。 

 

【二】工作的環境與情境：  

平日參與志工工作的情形？(種類項目、與受助對象的互動、當地部落的特色、特定案例類別、語

言或文化問題、和其他同事互動的情形、資源與協助是否足夠、合作網絡、印象深刻的案例、如何

照顧當地居民…等) 

 

【三】災難當時的工作狀態： 

１災難發生後如何做最適當且最迅速的支援？ 

２在協助救災時是否曾遇到任何困難？例如：物資缺乏、醫療人員的不足、災民的配合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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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於志願工作的網絡體系未來的展望與希冀： 

平日志工工作與災後協助的處理模式以及關於救災工作的問題和具體建議。 

 

【五】其他 

對訪談內容是否有任何建議修改之處？是否有推薦人選接受本研究訪談？ 

 

潛在危險和受益 

我了解這個研究參與並不需要嚴密的回答所有問題,我有權利供應或自動參與此研究.同時我也有

權力討論我的經驗，所有答案將是多元、任何不同聲音和意見都將尊重並保密。我將有權利在任何

時間內去停止訪談, 或我希望繼續或退出參與研究都有絕對自主權;亦當然也不會影響這保密原

則，和研究者的專業關係。我參與這研究將是自願, 我可以拒絕參與這研究是無任何困難.我了解

參與此研究者可提出信函要求這研究成果資訊的提供參考學習。 

 

機密性： 

研究資料蒐集過程說明如下： 

我了解這文本資訊提供是為了這研究;無論如何除了不同意想法或建議將使用在此研究; 除此之外

將提供所有個人相關資料提供，將是匿名在問卷或書寫錄音稿,將無任何參與者的名字使用; 在研

究成果報告書的上面.這文本使用在內容文析,所有錄音帶和資料相關文件將鎖置檔案來之中,只有

研究者和計劃主持人有權力接近此這文件檔案. 

同意聲明書 

我簽名於末端,表示詳讀前面研究過程的解釋,因此,我完全給予同意自願參加這個研究： 『八八水

災災後社會心理復健工作模式建立整合計畫』其中之一子計畫二:「災難整合性醫療網絡建立之模

式」之研究 

感謝您接受本研究之邀請，研究者在過程中將會充分維護您的權益。若您同意以上說明，請於下方

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參與者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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駱慧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研究者簽名                      日期 

        

 

研究助理：徐淑莉、張馨德、張偉銘 

聯絡電話：0910-563312  07-3222201 

 Mail：loha@kmu.edu.tw 07-3121101 轉 2137;電子郵件：amgela7270@gmail.com   

聯絡地址: 807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路 100 號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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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文關懷為導向的「救災志工」助人效能指標及工作模式建立之研究」 

訪 談 邀 請 函  

 

敬愛的先生女士，您好：  

 

我是國立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駱慧文助理教授，目前在國科會委託之下進行「以人文關懷為導

向的「救災志工」助人效能指標及工作模式建立之研究」之研究；本研究旨在探討參與歷次救災志

願工作經驗的分享，特別是本次八八水災的經驗，來深入瞭解災難志工的助人經驗認知與態度為

何？助人關懷的工作模式為何?是否效能指標為何? 

  

    誠摯邀請您參與此研究計畫，讓我們一起探討志工參與救災工作時候，是透過怎樣的模式做直

接有效而且快速的協助，此外如何藉由志工的協助提高協助對象之復原速度。若您有意願接受訪

談，可透過頁底通訊方式聯絡，我們將優先以您方便的時間地點安排訪談，以方便訪談順利進行。 

 

在您參與此研究訪談之時，我們將請您簽署「計畫參與同意書」，茲以保密您的個人資料，並

保證訪談資料僅供研究之用，絕不外洩。為感謝您熱心協助我們完成此項研究，我們謹編列微薄的

訪談費用500元，以略表感激之意。 

若您願意參與本研究的訪談或對此研究有任何疑問，都歡迎您隨時與我們聯繫。本計畫辦公室

將儘速與您聯繫。 

祝 

                              順心如意 

 

          計畫主持人:許文耀、駱慧文、謝卧龍   誠邀 

 

 

 

國科會人文處:總計畫名稱:『八八水災災後社會心理復健工作模式建立計畫』 

子計畫『以人文關懷為導向的『救災志工』助人效能指標及工作模式建立之研究』 

計畫編號號：NSC 98-2420-H-004 -182 

計畫主持人:駱慧文 (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助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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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助理：徐淑莉、張馨德、張偉銘 

聯絡電話：07-3222201 

行動電話：0910563312/0980965045 

聯絡地址:國立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 

807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路100號 

電子郵件：Uadslbee@yahoo.com.tw  

 

基本資料 

一、姓名：            聯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Email：           @             

三、性別：□ 1 男     □2 女     原住民族群:  __________族 

四、年齡：3.□未滿18歲; 4□.18~22歲; 5□. 22~30歲; 6□.31~40歲; 7.□41~50歲; □8.51-60

歲□9.61-70 歲;□ 10.71 歲以上 

五、學歷：□11 國中小學 ;□12 高中/職  □13 大學 □ 14 碩士 □15.博士  

六、大專以上就讀學校/科/系/所：      學校       科/系/所 

七、工作性質：□16 士 □17.農 □18.工 □19 商  □20 軍; □21.公教;□18.醫療             

八、工作單位/公司名稱：       職位；________________ 

九、志工經驗：□19.學校______年 □20.社區______年; □21.公社會福利機構______年; □22

民間團體______年;目前參與志工服務的地點:______________。 

十、居住區域：□ 23 北台灣  □24.中台灣  □25.南台灣  □26.東台灣 □27 離島。城

市                      。    

 

土 、 88 水 災 時 您 所 提 供 的 服 務 工 作 內 容 : 28 

a.______________b.________________c.______________d.______________e. 

十二、提供服務的對象: 29.□兒童、30□青少年、31□成人、32□老人、33□身心障礙、34□弱

勢族群  35□家庭  36□不拘                            

十三、88 水災時我認為當時我是用我的專業________在進行志願服務的志工。 

十四、88 水災時我是以人性關懷的理念投入，因此，我 □出錢________; □出力______________;

扮演志願服務的志工。 

十五、88 水災，我開始介入服務時間點是: □ (1) 8 月 9 日---至 8 月 31 日止; 約_____工作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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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9 月 1 日---至 9 月 31 日; 約_____工作天 ; □ (3) 9 月 9 日---至 9 月 31 日 約_____工

作天; □(4 )目前是持續服務 □ (5) 目前是停止服務 

十六、88 水災時我扮演志願服務的志工，□我是有工作以参與組織的行動 (名稱:__________)方

式進入。 

(1) □我是有参與組織的目前參加進入的□1,救災(難)隊 □2,社區保健志工 □3.居家照顧服務

團隊 □4.急救教練團隊 5. □青少年服務團隊 □6.宗教服務志工 □7醫療照護志工. 

□8 社區保健志工□9. 社區服務志工; □10. 校園志工; □11 醫院服務志工; □12 輔導志工;□

13.慈善團體志工;□14 機構志工 15. 

 

第一部份：服務志工經驗反思 

想一想：經過許多年的人生歷練薰陶後，相信在這服務助人歷程中，您有許多獨特的想法和自我期

許，請就平時自己各種的經驗，仔細思考後回答下列問題。 

1. 請您以一個『災區服務志工』的角色，描繪當下 88 水災，那時候志願服

務您的 ＂ 自畫像＂ 。並用＂一句話＂來自我期許之。 

 

 

 

 

 

2. 經歷過 88 水災志願服務後，您目前身體、心理狀況如何， 服務志工的

心情如何? 認為一個＂好志工＂需要具備什麼樣的重要特質？ 又如何看

( 那些指標 )是可以評估出他會是一個＂好的志工＂。 

。 

 

 

 

 

3.88 水災時，您參與的志工服務時間在何時 ? 地點在何處? 扮演的角色為

何? 負責工作內容包含那些?主要任務為何? 請詳細描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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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這次 88 水災的經驗讓您有很深的感觸，未來您的志願服務工作過程中，

您認為應該如何 ＂ 做 ＂ ( 指工作 ) ? 做些什麼 ?  才會是符合災民的

需求 ，＂有助於災區民眾＂及社區未來重建之路。  

 

 

 

5.對現階段『社會』層面的志工工作任務及角色您何有何期許 ? 針對災民

所處的『心理』、『社會』到健康生活的狀況了解，您的志願服務工作你將會

如何做?才能有利於災民?  

 

 

 

 

 

6.什麼樣效能指標在＂災難服務工作上是很重要不可或缺的，並請描述一下

在 88 水災『前』的志工服務經驗，和『後』的志工服務經驗有何差異性存

在? 讓您覺得＂志工有效性的服務工作模式＂為何。未來對於災難志願服務

的志工教育訓練?您有何看法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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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文關懷為導向的「救災志工」助人效能指標及工作模式建立之研究受訪者

基本資料表  

姓名  

學歷  

 

 

現職單位  

現任職稱  

參與相關事務年資 _________年  

經歷 

 

 

 

 

 

 

 

 

 

 

其他 

 

 

 

 

 

 

 

 

 

 

 

 

以人文關懷為導向的「救災志工」助人效能指標及工作模式建立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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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 訪談大綱 

2009.10.19 

訪談對象：婦幼協會以及參與救災之志工。 

訪談時間：45 分至 1小時為原則 

 

【一】個人背景/基本資料： 

個人參與志願工作的動機、目的，相關社會經驗等等。 

 

【二】工作的環境與情境：  

平日參與志工工作的情形？(種類項目、與受助對象的互動、當地部落的特色、特定案例類別、語

言或文化問題、和其他同事互動的情形、資源與協助是否足夠、合作網絡、印象深刻的案例、如何

照顧當地居民…等) 

 

【三】災難當時的工作狀態： 

１災難發生後如何做最適當且最迅速的支援？ 

２在協助救災時是否曾遇到任何困難？例如：物資缺乏、醫療人員的不足、災民的配合度。 

 

【四】對於志願工作的網絡體系未來的展望與希冀： 

平日志工工作與災後協助的處理模式以及關於救災工作的問題和具體建議。 

 

【五】其他 

對訪談內容是否有任何建議修改之處？是否有推薦人選接受本研究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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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六 發表論文 

 

Constructing Volunteer Emergency Relief Experience Work Model for 
DisasterStricken Indigenous Villages 

註:本文已發表於 WCCI 14
th
 World Conference-Hungary, Pecs 

 
Research Purpose: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construct an appropriate working model for volunteers in emergency disaster relief and for 
use in multi-cultural areas. We hope to accumulate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experience of volunteers, who worked with 
various ethnic groups during the August 8th Taiwan Typhoon Disaster. Through qualitative data, it is our hope that we are able 
to analyze the infrastructure of local volunteers in the duration of the disaster relief, and their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Following the events of Typhoon Morakot, local indigenous village volunteers became a vital resource but what are their 
experiences included? Who leads these volunteers and is in charge of the crisis management? How can volunteers help with 
the disaster relief? Overall,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examine how local volunteers worked during the disaster relief 
and gathered information on their experience, expectations, and suggestions for future improvement.  
 
Research Method:  
This research is carried out by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to conduct thorough interviews and collect information on how the 
focus group operates. Using a purpose-based sampling approach, we hope to conduct five focus groups, interviewing six 
leading volunteers in three villages located in two townships in Kaohsiung County. The researchers utilize a humanist field 
study to interview and interact with the disaster-relief volunteer focus group and thus,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of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this disaster relief work model to serve as future reference on the training of disaster relief volunteers and the 
practice of data analysis and organization. 
 
Research Results:  
From the experience of volunteers in the disaster-stricken indigenous villag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execution of local 
civil society volunteer efforts, ethnic culture, public sector, and civil society resources were all deeply affected. In addition, the 
limited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ffected the volunteer disaster relief working-model and increased the degree of difficulty for 
human resource integration. The limited factors in the work of disaster relief are caused by volunteers’ unfamiliarity with 
mutual work. Moreover, the volunteer work distribution was also affected by the various factions involved.  
 
Conclusion: The final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blend a multi-cultural disaster relief into volunteer working model for 
future use. The disaster relief volunteers from indigenous villages and communities can be effectively empowered while the 
capabilities of emergency relief organizations can also be further developed, so that operations can be carried out more 
effectively. Using workshops to reach a consensus on “disaster relief work division” within the community, the foremost 
consideration for all disaster relief operations is still ---“Safety First !”。We suggest that future volunteer disaster relief policies 
include and give more thought on multi-cultural sensitivity and the local conditions of service-learning strategies for 
indigenous villages.  
 
Key words: Disaster area; Indigenous villages; Volunteers of community; Multi-cultural sensitivity; Emergency aid work; 
Data base on disaster act 



 

 382

 
 
Origin  
After Typhoon Morakot on Aug. 8, 2009, the consequent influence was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type, then, causing 
different impacts on the disaster type. The emergency relief after the occurrence of disaster can be divided into 3 main stages, 
namely rescue, relief, and reconstruction. There are different responding strategies under different disasters in different stages; 
it appears in diversified types of emergency relief when community volunteer participated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the 88 Floods (August 8 Flood) the mountain areas of Chiyi County and Kaohsiung County appeared with total 
disconnection of road traffic and telecommunication for almost one month. Under such disastrous situation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Self-Help inside the disaster-stricken areas, and the other important job is Asking External Help. The residents in the 
disaster-stricken areas shall first organize disaster crisis handling team by organizing and integrating local manpower and other 
resources by township offices and local leaders, including Neighborhood Guard Team in the community. When the internal 
emergency relief is initiated, other than all kinds of professionals, local residents and volunteers are also required to take part 
in rescue and relief works.  
 
Lin Yu-Yi has pointed out that in the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scue, emphasis shall be made not only on the emergency 
response and rescue after the occurrence of disaster. More important is mitigating measures before occurrence of a disaster, so 
that it may be really effective in reduce the level of disaster and the associated loss. Organization of Community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lief or Community Disaster Prevention is one of the necessary items in enhancing total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lief capacity and lowering loss out of disaster.  
After the 1989 San Francisco Earthquake, there was so-call Community Emergency Response Team being proposed. It 
organized trained civilians to perform preliminary search and rescue, obstacle exclusion, fire extinguishment, hemostasis 
dressing, and the wounded examination and categorization before the regular rescue team reached the area, or when the hit area 
was so wide that regular relief manpower was unable to cover all. This practice will help to accelerate the efficiency of rescue; 
minimizing casualty and lightening the burden or regular rescue force, so as to develop further the spirit of good neighborliness 
and mutual guard and support. 
 
In the 921 Earthquake in 1999, which has never been seen for at least 100 years, the rescue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was 
testing people and rescue team’ unselfish, venturous, and devoting capabilities and efforts demonstrated along the coastal line. 
However, in order to allow local people to play their role in rescue before arrival of regular rescue forces, or to act as assistants, 
when the devastated area is too wide to cover by the regulars, the community and neighborhood with well-trained people who 
possess the self-help technique to help other people, may be encouraged to join in, or be organized to perform preliminary 
rescue / support, emergency care and arrange shelter for victims of disaster.  
This essay is primarily to explore reliefs of the professional volunteers in the disaster area or community, responding with the 
emergent rescuing work experience being used in the 88 Floods; in addition to discussing and analyzing the said experience, it 
also reconstructs the working model of urgent relief made by community-tribal volunteers. The author takes the research 
findings as the working model reference and teaching materials for members of the crisis-managing task force who served as 
volunteers in communities.   
After the 88 Floods, this society indeed has to re-cultivate its energy, and everyone lived in the reconstructed area shall learn 
how to renew his life by the process of empowerment, so as to accumulate the reconstructed capability. Only sparing no effort 
to cultivate the community volunteers may help the victim standing up in the shortest time, which is not only able to help 
others in an efficient way, but also obtaining an opportunity to reconstruct the community.     
 
From the 88 Floods, the urgent rescuing experience reveals that so long as a catastrophe occurred, no more than 30% of the 
victims can be rescued at the first time by the fire brigade; in fact, the majority still rely on the community-tribal residents 
activating the Emergency Crisis Panel to instantaneously rescue and help one another in the community. Therefore, if the 
community-tribal volunteers’ rescuing capability is insufficient, it will become a potential huge crisis for community safety. 
 
This study is principally to explore what is the safety sense of the community-tribal volunteers who join in the rescuing work 
and service. If we want to secure a promotion in terms of the rescue efficiency, it is essential for the local volunteers, either 
“Chief of village, noble, or brave warrior”, “Women volunteer of the Communit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Pro-medical 
service volunteer of the Health Center”, “Emergency rescue volunteer”, or other types of the rescuing volunteers who partake 
in the rescue team to get the knowledge, on which the following items shall be substantially followed: 1). Agglomerating first 
the common consensus of altruism for community volunteers to serve their clansmen; 2). Integrating the social rescuing 
resource to use it properly basic upon the principle of fairness ; 3). Enhancing the rescue training and service learning ; 4). 
Relying on the cooperation, in rescue, offered by scholars and experts from the GO&NGO unit; 5). Coordinating with the 
guidance provided by volunteers from the Ministry of Interior; 6). Striving for sustainable operation. Precaution against any 
disaster is more important than emergency rescue. We must have a conception of “Disaster-crisis Management”, which is no 
other than the due attitude to face the oncoming unpredictable disaster in a long-term base.  
 
As to intensity and promote disaster-precautious and rescuing capability of the residential volunteers who work for the local 
organization in their community or tribe, the government has to reconsider how to combine the disaster-precautious high 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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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power from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so as to enhance disaster-precautious or disaster-lessened capability of the civil 
organization or the community. Thus, use the community-working expertise to integrate community’s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sources, found community’s disaster-precautious transportation network, concentrate a common consensus that “disaster 
relief” shall be started from “disaster precaution”, and encourage community’s residents to establish a concept that saving 
oneself will save both oneself and others. The community itself shall collectively devote to the precaution on disaster 
resistance, disaster avoidance, and disaster mitigation.       
 
Nevertheless, what is the specific works developed by community’s urgent rescuing volunteer organizations? How is the 
function developed by them? What is the prospective prospect for community’s volunteer service? Analyzing disasters, how 
did the community tribe activate the volunteer’s manpower system and, on the level of emergency rescue, what is the operating 
model performed by volunteer? Are the volunteer scale and the performing measure used in oncoming disaster precaution 
being explored? The “Community” shall be used as a core orientation to explore what is the public safety issue we learnt from 
all previous disaster experiences and what is volunteers’ primary intelligence in disaster rescue.    
 
The issue studied includes 1). What are the experience consciousness and the cognition of community or tribe’s residents and 
volunteers on emergency rescue work? 2).What is the sustainable working model for tribe’s residents able to use it in 
emergency rescue? 3). How is the situation in respect of community’s internal ethnic group and manpower,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disaster rescue? 4). How is the respondent capability of the volunteer organization of the emergency 
rescue? 5).What is the feasible plan to reintegrate and cultivate the future community-rescuing volunteer team? The 
abovementioned is the key point for this essay to explore.  
 
Literature Review  
The global disaster incidents have kept pouring in recent years, who on earth can at the first time respond to emergency rescue 
and provide the crisis disposition in favor of human beings? Except for firemen and medical personnel, who may provide what 
kinds of the service is a very important issue, which may instantly satisfy with human’s urgent demand, especially when 
disaster occurs, many emergent circumstances in communities need someone to offer an immediately urgent assistance and 
rescue such as many wounded, or a breakdown of communicating channels, or roads being collapsed or blocked up. All of 
these conditions may impede people to send out a signal for help, so if the affected community has the crisis-managing 
mechanism and manpower, it can immediately activate the emergency rescuing service, in other hand the affected community 
residents are obliged to rely on the helping one another, so as to satisfy the requirement for instant saving or maintaining life.  
  
As any disaster crisis approaches, each family member or neighbor may voluntarily join community’s urgent reacting panel to 
serve his community or tribe, or to help one another. The untrained residents also assumed that one with love and compassion 
for humanism shall try to save people life. The expertise for jobs to help people in distress or save life, certainly, has to be 
learnt and cultivated, so the community had better have someone pass the training course, similarly, such an arrangement may 
reciprocate the community to increase its capability of prevention and urgent reaction.    
The foreign reference has ever mentioned that the “Rescuing Phase” is an important crux; victims of a natural disaster are 
through a well-trained “Community Emergency Response Team” to recover their community functions. This unit even invites 
victims to conceive jointly how to rescue their communities; only by which, will the victims have the momentum to walk 
forward and look into the future, and can they jump out of the pessimistic and sentimental atmosphere, reinstate their living 
orders, and feel themselves exist in a significant status.     
Not until 1985, did the US create the conception of community’s emergency response panel which was established and 
implemented in California. The earthquake occurred in 1987 reveals that facing a catastrophe threaten; the community has to 
have a comprehensive organization and manpower. In addition, the said earthquake also demonstrates that the community 
residents need training to enhance their urgent disposing capability while disaster appears. LAFD creates the 
Disaster-precautious Department to train the community residents, civil groups, and public officials, the outcome of which will 
be read as an achievement of the disaster-precautious group. Launching into a specific action is a very good consciousness in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scue; in the process, the trained people will know their liabilities and measures and how to fight 
against disasters, furthermore, it also safely helps themselves, families, and neighbors.  
FEMA indicates the importance, meanwhile, that every citizen shall be ready to fight against disasters. Another nation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cademic and a fire fighting academic both accept and enlarge the high-tech computer application 
onto disaster rescue.       
 
A profile of volunteers served in the system of community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disaster rescue  
According to the domestic reference written by Wei Ya-lan (2001), implication of the disaster-precaution community is 
defined as knowledge learning, through which the community may conduct, in their living circle, the analogue drill of disaster 
prevention, disaster rescue, and disaster preparation as well as knowing the disastrous influence upon the community. In other 
words, the disaster-precautious community is the one that have gone through organizational trainings, and that has the 
capability to administer disasters. The prevention prior to the occurrence of disaster may diminish the factors forming into 
disaster, raise the reciprocal help and rescue in an emergency response, decrease the loss caused by disaster, and advance 
rapidly the recovery and reconstruction after disaster, therefore, such a sustainable community may co-exist with the natural 
dis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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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early stage, the fire department dominated the community’s Volunteers Fire Brigade, Phoenix Volunteers Corps, Women 
Fire-Fighting Publicity Team, and Neighborhood Rescue Groups. In the middle stage, some communities partook in 
spontaneous rescuing operations, and within recent years, the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Bureau (Council of Agriculture, 
Executive) has started advancing the evacuating project against mudflows.    
 
Function of the volunteer served in the emergency rescue community 
In the “Two-year middle program to coach rescuing group and consolidate organizational rescuing efficiency”, the National 
Fire Agency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has ever indicated, to use effectively the civil power, if a mudslide, flood, or earthquake 
has occurred or has an extreme possibility of occurrence while the fire department or governmental unit is unable to rescue in 
the initial period, the village or township neighbored on disastrous areas shall be deemed as the first shelter rescuing district 
where an urgent rescuing team shall be fast established to proceed with the disaster aviso and rescuing operation, to extend the 
rescuing tentacle, reinforce civil capability against disaster, coordinate with governmental mechanism, and further to join in the 
disposing work of emergency disaster. Thus, as a disaster occurs, the urgent rescuing team in its district shall achieve the 
following functions:  
 
1. Judging which village or township along the riverbank (from upstream to downstream) could be flooded or has ever been 
flooded. 
2. Judging which village or township along the mudflows route could be affected.  
3. Judging which village or township could be flooded or has ever been flooded. 
4. Judging which village or township is located in the seismism fault zone, or could be affected by earthquake.  
5.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istrict character, judging which village or township could be affected by any other disaster.  

Functions of urgent rescuing volunteer organization  

What so-called the NRT(Neighborhood Rescue Team) means, after the disaster happened, and before the formal rescuing 
forces reach the disastrous area, or the disastrous area is too extensive that governmental rescue unit is incapable of dispatching 
enough manpower to perform rescues, the well-trained civilian shall conduct the works, such as unsophisticated search, barrier 
exclusion, fire extinguishment, hemostasis dressing, and triage, to accelerate rescuing efficiency, reduce the casualty, and 
relieve formal staffs’ burden, so as to develop the purpose of good neighborliness and mutual defense. For instance, to organize 
a “Neighborhood Rescue Team” shall first take the community or unite the neighbor communities as a core, the scope of which 
is basic upon the transporting accessibility in the common living circle,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community residents, and the 
integrity of social resources. The NRT, in principle, can be consisted of any volunteer group who has more than 50 members 
and combines with other civil groups, or community developing associations, rescuing groups, volunteer firemen, volunteer 
policemen, civil defenses, community patrol teams, phoenix volunteer teams, Ciji work teams, and civil hospitals. In 
preparation of a NRT, the sponsor shall first negotiate with local fire-fighting unit, then, accept the assistance, training, and 
regimentation from Fire Bureau of the County or City. After the NRT is founded and authorized by the National Fire Agency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the fire bureau will issue a certificate to the new NRT and subsume it into a formal rescue team.  

The NRT subsumed by fire bureau, in fact,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Community Volunteer Team”, though both of them are 
subordinate to “Self-defense” organization of the community residents. The purport of NRT is to rescue the emergency disaster 
because their members are well-trained and equipped with necessary gears; whenever an emergency disaster occurred, they 
may coordinate with the fire-fighting unit to perform effectively the missions of salvage, fire extinguishment, or first aid. As to 
the “Community Volunteer Team”, its purpose is to help maintaining the public security in normal time, and to coordinate with 
the police authority to safeguard residents able to live in a “None-feared” peaceful life.    
 
Missions for volunteers served in the community emergency rescue system 
Subordinate to the National Fire Agency, the NRT’s regimentation framework and its mission discrimination are specified as 
follows: each team sets one captain and 1-3 deputy captains. Captain’s tenure is two years, and no renewal shall be allowed. 
The team, according to its working requirement, may set the fire-distinguished section, searching section, medical section, and 
logistic section; each section may set one section chief and one vice section chief. NRTs mission discrimination is: 
 
1. Fire Extinguishment Section: this section is in charge of using fire extinguisher to put out a small fire; if necessary, they may 
evacuate residents from the leaking area caused by dangerous chemical agent, and stop residents from entering this area.    

2. Searching Section: they are responsible to check the undamaged building, and mark a notation on it for identification. In the 
searching process, they will rescue the wounded, judge their conditions, and send them to the medical station.  

3. Medical Section: this section is in charge of setting up medical station at a safe location far from the precarious zone. They 
will do a further inspection on the wounded being escorted to the medical station; if the wounded’ condition has any variation; 
this section will alter their triages and send them to the “Grievous injury curing center” for instant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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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Logistic Section: they are responsible to offer the articles, instruments, food, and water necessary for various teams, support 
other teams with reserved members, set up the communicating net for team members’ communication, or passing message to 
other teams and supporting unit.   
 
Purpose of the emergency rescue is 1). That community may reduce its casualty to the minimum level. 2). That community 
may help the public rescue smoothly enter the disastrous area without any obstruction. 3). That community’s business activities 
are able to be recovered soon. 4). That community may cooperate with the government to cope with the disaster response 
management, or independently execute the response action without governmental assistance. 5). That community may recover 
from the disastrous condition back to the original status, or perform the reconstruc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original 
community-projecting model.    
NGO Group’s Response Mechanism 
 
The “World Vision Taiwan” defined three different response mechanisms upon occurrence of disaster. In the 
disaster-precautious stag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rapid response and provides the instant demand, for instance, at the first 
24 hour when a disaster occurs, we have to provide food and water, propose an initial assessment, suggestion, draft plan, and 
securing the plan approval and the expendable fund in the shortest time.     
For example, the World Vision Taiwan’s guiding principle in respect of the disaster response can be deemed a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to respond to the disaster, which may be in favor of the precedence  
 
GO&NGO’s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Propagation 
 
The peripheral organization’s group expresses, the most vital hub actually is the volunteer organizations in emergency rescue. 
Nowadays they are the first-line workers while each disaster occurs, and in the normal time they visit residents and collect the 
community resource, consequently, their committees (volunteer organizations) may preside over the circumstance and submit a 
report to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ir Branches. The said executive director will immediately set up an emergency rescue center 
to collect the effect of a disaster reported from various committees, and submit it to Master Zheng Yan, then, let the 
volunteers’ overall director issue a principled instruction.  
 
Jiang Zhao-chin (1999) mentioned in his essay that members of the religious volunteer group are no other than volunteers, 
accumulating in a long-term basis their helping experience and relying on their deep-rooted relationship with communities, so 
as to demonstrate their working efficiency as disaster occurs, which is by no means fortuitous. At the jobsite to distribute the 
material assets, volunteers shall first check the goods and arrange the circulating route to draw goods. While victims of a 
natural disaster register and draw the material they need, volunteers shall pay a special attention on the language they use, for 
example, at sight of those who took too much material, the volunteer must use the words like “Are you sure you can carry it all 
by yourself?”, instead, shall never say “Why did you take so much?” Only such a considerate assistance can warm up victims’ 
heart.   
 
There is one thing that deserves to be mentioned---the foreign experience shows, as a destructive earthquake or catastrophe 
occurs, the fire brigade mobilized by government may rescue the number of victims at the prime time generally less than 30%; 
most victims are relying on the community folks’ rescue, therefore, after the 921 earthquake, National Fire Agency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was actively counseling and advanc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NRT.  
 
Working scheme of community’s disaster-precautious volunteer 
Tang Chao-ming (2005) has ever indicated, “Viewing from the community security, an integral community 
disaster-precautious plan must include seven levels. Level I: Demand of assessed area. Level II: Demand of assessed 
community. Level III: Community safety status. Level IV: Establishing a multiple function plan to govern disastrous response 
and crisis. Level V: Rescue technique training for rescuing staffs and teams. Level VI: Executing the governing plan of the 
disastrous response crisis. VII: Executing the reconstruction process.”   
 
These combined units of community disaster prevention, thus, are not only to enrich their hardware, outfit, and operating drill, 
but also to discover which disastrous factor lurked in communities, aim at its risk to assess the level of probability, and enact 
the response steps and precedenc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isastrous mitigation, prevention, response, and rebuilding. Captain 
of each team shall be fully aware of community’s disaster-precautious plan and his team’s mission before any integral force 
can be effectively developed.   
 
Volunteer manpower of disaster emergency rescue: internal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ty and tribe.  
According to the references in respect of the worldwide various disasters, we discovered from those bitter experiences that the 
crucial reason in human society psychologies and environmental safety may include  
1). The weakness of disastrous crisis consciousness  
2). The imperfection of the localized volunteer organization in emergency rescue  
3).The difficulty to govern community’s crisis and to perform policy substantially  
4). The insufficient response capability to integrate r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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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s disaster-precautions volunteers, especially, who are short of capability to integrate rescue, have turned out to be 
a huge safety crisis latent in community and tribe.  
     
According to the aforementioned, civil community safety consciousness has been a bit of promoted after the 88 Floods, and the 
type of rescuing team seems more diversified, either the “Rebuilding community mutual-defense team”, “Community’s 
women and children developing volunteer team”, “Elder-care volunteer team”,  or rescue teams from other places, and other 
types of the disaster-precautious combining organizations. To reach an achievement on disastrous rescue, the following items 
shall be substantially executed: 
 
1). Agglomeration of community common consensus: aiming at community’s geographic location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to 
locate the potential safety threat; drafting relevant community disaster-precautious plan to inspire residents cohering common 
consensus (a sense of urgency and duty) in participation, and to recognize the true essence of “Life Community”.  
    
2). Proper use of social resource: basic upon the conception of “Infinite Civil Power” to integrate various social resources as a 
backup to rescue neighbors and fulfill the idea of “Everybody is responsible for community disaster prevention”.   
 
3). Reinforcement of rescue training: demanding members to join in rescue training, and learn the basic skill of emergency 
rescue to cope with urgent conditions.   
 
4). Enlist scholars and experts’ help: “Wisdom can only be produced by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shaping a recognition 
based on “Academic science guides practice”, and initiatively seeking scholars and experts’ professional instruction to enhance 
the expertise level.  
 
5). Coordination with governmental counseling: establish a tight cooperation relation with government; cultivate confidence to 
complement the public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scue organization; actively strive for tutor and support from the government, 
fire-control bureau, or the police.  
 
6). Sustainable operation: community security is a long-term and continuous job.   
 
To the community or tribe, the response capability in disaster crisis is an organizational cooperation. People shall relinquish 
individual selfishness, abandon the antagonism in races and factions, and abstain from any action to reap profits at the expense 
of our community. “Reliance not on the likelihood of the enemy's not coming, but on our own readiness to receive him” (Sun Zi: 
The Art of War)--- we shall persevere in following such a conviction to enhance and glorify this strategy, which is the proper 
attitude to face an unpredictable disaster.  
 
Research Method 
This study is systematized by “References Analyses” and “Action Research”. Content of the References Analyses may be 
divided into three aspects, which are 1). Emergency rescue phase 2). Rescue settlement phase, and 3). Rebuilding phase  
Its focused content is in compliance with the investigation on volunteers’ experience in rescue job. Purpose of the qualitative 
interview is to look for the experience narrated by interviewees in disastrous district and to find out the events and viewpoints 
that some researchers are unable to observe directly.  
 
Research Object 
The research object includes 1). Specialized volunteer. 2).Volunteers of the community developing association; 3).Volunteers 
of tribe’s women and children association. The researching samples are collected from residents and students who lived in 
Village Douna and Village Maolin of the Maolin Township, Village Baolai of the Leoquay Township, Village Jiansan and 
Village Kaochung of the Taoyuan Township, all of which are located in Kaoshiong County and affected by the 88 Floods. The 
participants includes four focused groups, and the three deep interviews come to 20 persons.  
 
Data Collect Process 
The data process in this essay is primarily basic upon the tape recording, using the 88 Floods as its context and adopting the 
social psychology background analysis, focused rescuing experience, human care action, and process of service working model 
to integrate both the researched result and the researched opinion.  
 
Analyses on community volunteers’ rescuing experience  
From the 921 Earthquake to the latest 88 Floods, Taiwan has undergone so many disasters that rescuing victims or rebuilding 
communities are still proceeding. After the emergency disaster occurred, communities are continuously mobilizing volunteers 
to join the rescuing job, on which there are some hidden problems worthy to make a further introspection。 
 
According to the post-disaster phase, the first step is rescue, and the job to rescue life shall be consigned to professional staffs. 
General speaking, the peripheral rescue team does not have large-scale gear, but the special rescue team, which is mostly 
supported by the military, is organized with various experts in disaster survey, topography, and particular technology. A f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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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s before a disaster occurred, the most urgent demand is not the volunteers but the professional rescue staffs, for they have 
the survival technique and equipped with precision map and large-scale gear which is in favor of rescue. The preparatory 
operation prior to disasters is the prime time able to save the largest number of life, which i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Therefore, 
if there is anyone in the community who has been well trained, he may at the first enter the rescue model, in which the first 
stage is handled by professional staffs. The Red Cross, for example, has the standing body in charge of training the rescuing 
staffs.         
  
Relief: The relief, after rescues, is normally to settle survivors and enlighten them that God save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 
There is a certain part overlapped between relief and rescue, but the focal point of relief is emphasizing the survivor’s 
settlement and teaching them how to carry on their daily living. In the stage of relief, the human settlement is very important. 
Settling victims of disaster, we have to pay special attention on their human rights if they were being highly respected. Because 
victims’ self-respect is pretty low after disaster, there are a lot of spaces to give them dignity and deference. Triage is the most 
important work after relief; verify victims’ injury whether it needs different treatments, then, settle them respectively.  
  
Moreover, it is also important for victims’ self-help organization to join in. The World Vision Association emphasized in its 
work, “To have victims soon recover their living orders, the best way is to let them join the rescuing work, which is also in a 
way to respect them. Why should victims help themselves? Victims’ living core and self-esteem can be recovered only after 
they are able to reorganize themselves. In this process, we may pick up some suitable candidates from victims to govern 
victims’ settlement and future reconstruction. Due to the intimate and the familiar, they know more about victims’ requirement 
and right than the external organization.   
 
In the rescuing process, the children protection work shall be particularly valued. Children are a suffered group easier to be 
ignored than any other. In addition to supplies of food or care, children are often sacrificed, especially in abroad, such as abuse, 
sexual invasion, or human trafficking. Meanwhile, we must further protect children as adults in bad mood hurt them.  
  
Analyses on the content of volunteers’ sharing experiences in emergency rescue 
The interview in this study is principally to comprehend experience and working model of the urgent rescue volunteers, and 
invite the participants then to improve following issues and treat them as a working model for urgent rescue volunteer who 
might use it in the future:  

Volunteers aggregate the resources from township administration and church, 
convene meeting from time to time, and assign the provisional work. The first thing is 
managing to contact with outsiders and seek for resource, of which we use cellular 
phone to locate signals, and the second is asking hunters to explore topographic 
changes and assess the level of safety.  

Volunteers of YMCA go first to remove earth and stone and conduct emergency rescue, then, unceasingly 
calling fellow countryman who lived across. Volunteers embrace hopes to wish them still alive, verify 
everybody’s safety, locate settlement residence, gather tribal women to do some trifles, contact Health 
Center to diagnose patience…and at last, volunteers see the road behind the mountain keep collapsing; 
everybody is crying while water keeps rising…  

 
Could you please tell us, what is the reason for you to serve as an urgent rescue volunteer in community and tribe? What is the 
motive and why?  
The version of reply is diverse as follows: 
   

A. I felt, as a resident lived in this community, it is my obligation… 
B. What I thought is to help others.  
C. In fact, I want to enrich my resume by this action.  
D. I only try to find a job by this chance; anyway, there is nothing to do for me, no job, nothing at all, so I… 
E. I know the problems of the community and tribe, see the chance there, and hope to do something 

worthwhile… 
F. Because it is consistent with my moral principle. ‘ 
G. I assumed that nothing can be done without utilities (power and water); I just come to see if there is 

anything I can help. 
H. Some said that students may learn the knowledge which is not listed in text books.  
I. Others said, new staffs about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the wisdom and the experience may be inherited to 
our conventional tri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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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As all our living environment is sabotaged; you are one of the community residents, so you have to check 
neighbor’s condition after settle down your family, or further to see if there is anything you may do for your 
community.  
2B. I thing, it is probably the heart of sympathy; when your neighbor’s house is flushed away or someone 
dies, you cannot be indifference.    

 
Please provide us your opinions. What is the working environment and condition your urgent rescue volunteer underwent in 
the 88 Floods? Please comment on which lexicon can represent your reception the most.  
  

1a. That I join in the community’s rescuing volunteer is to use my expertise and capability to do some 
meaningful things.  
1b. The community and village is clothed in an active rescue atmosphere. Everybody joins the rescue 
team and cooperates one another, I thing…at least, it could be easier to get the material or the external 
aiding resource.  
1c. I think, the public officials shall take responsible to lead community volunteers to achieve a more 
effective cooperation.   
1d. The community has church, association, village head, and chieftain who are supported by residents 
and volunteers, thus, someone shall come forward to lead up; all volunteers are equal and voluntary, 
so the work assignment shall be negotiated before the common goal is accomplished.  

 
2a. The environment was rather chaotic then; water flooded into my house while the outside was raining and 
blowing hard. It’s in a terrible situation. I was even unable to save my own life then, how could it be possible 
to think about serving as a volunteer… 

 
After the 88 Floods, how did you have any idea about community volunteer’s mission? Should you be dispatched in practical 
training to a community or tribe for human care activities and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 condition survey, how would 
you feel… as a volunteer…and what would you like to talk, so as to establish a better relationship? When both of you (student 
and volunteer) hold a family interview, which matter will you think it is very important? How to use the words you think, it can 
be in favor of the victims?   
 
       

I felt, trying to get a good relation in the very beginning is not an easy thing, so our volunteers 
probably might request their friends to accept the interview.  
I do have a job now, but after the disaster, our farmland was destroyed that put my livelihood into a 
difficult position. Those concerns came from volunteer are not only an emotional support, not also a 
concerned and thoughtful bolster in economics and daily living that warm my sisters feelings.   

 
 
The stage-working method against community’s emergency disaster 
1. Enhance local village volunteers’ capability against disaster.   
2. Train and enhance local NGO, or non-government units, volunteers’ capability to cope with various disasters.  
b. Volunteers’ working response when disasters occur 
The approach and procedure for volunteers to respond with emergency disaster: how to provide the rescue equipment and 
assistance. The chief assignment is to set up an emergency disaster operating center and the reciprocal system to relieve the 
second disservice.   
 
Approaches to join in community’s emergency rescue volunteer 
1. Encourage community residents with diverse expertise to join in the line.  
2. Cooperate with officials of local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or rescue unit to relocate local resource, help victims to 
cultivate their self-help capability, and try every possible way to use the existed community center or other grounds i.e. school 
and hospital as a coordinating location to perform the job of rescue and reconstruction, rather than consume resource to build 
an exclusive allocation center. (李順德 2009) 
3. The most distinctive and familiar phenomenon that appears on the external or foreign helpers is providing the resource at the 
rescuing stage of emergency, including the urgent rescuing team, distribution of relief goods, and necessary logistic support. 
This measure shall be properly supervised, especially on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the hand-over process. Such an urgent 
action shall be assessed in respect of the long-term efficacy on the community.   

 
c. Reconstruction stage upon disaster 
In this stage, the most important activities include offering proper supporting system and strategy for victims and fatalities. The 
second disservice shall be avoided, and the rebuilding stage is classified as a long-term project. Access the magnitude of 
sabotaged in the short, middle, and long term basis, and discusses how to conduct various jobs of relief and re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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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From the angle of disaster management to consider the labor division of social workers and volunteers 
In the specialism, the de-specialism developed by social worker is, in fact, not to abandon expertise but to respect humanity 
under a professional consideration, so as to influence the party concerned or the organization; they might feel the guidance and 
edification under the most natural condition. According to this notion, the labor division in the stage of disaster management 
between the professional social worker and the volunteer is specified as follows: 
 

 
 
 
 
 
 
 
 
 
 
 
 

Data analyses and discussions 
Text of the focal groups shows volunteers’ working experience in emergency rescue; in fact, it is just like to organize a 
community or tribe’s urgent response panel.  

The labor division of the reciprocal help volunteer tem in community or tribe’s emergency rescue 
is specified as follows: 

Disposition on disaster crisis: 1). Urgently rescuing the people in the community; 2). Satisfying 
human fundamental requirement (lodgings, food and clothes.3). Urgently mobilizing neighbors 
and others from different units to establish the reciprocal help team. 4). Integrating resources; 
using motorbike to transfer material; repairing road; women in charge of cooking and taking 
care of the young and the old… 
  
1. Repair and build roads +search and rescue 
2. Drinking water 
3. Environmental cleanliness 
4. Medical treatment/settlement group 
5. Community care 
6. Meal group 
7. Mobile group  

Analyses on volunteers’ working model in emergency rescue 
* Volunteers of aboriginal tribe and community join in emergency rescue; however, their cognitions are different.  
*. There is a cultural difference existed between aboriginal tribe and local community in volunteer’s living condition and 

situation.  
* Volunteers in the disastrous district shall rebuild victims’ healthy life, learn how to organize the resource, and establish a 

digital platform of assessment, discussion, and action.  

Community volunteers’ self-relief work in disaster emergency rescue 

Challenge and influence of the urgent rescuing work after disaster occurred is relatively increased; human beings have no way 

to dodge away the disaster invasion, either act of God or artificial calamities, so does Taiwan. From the 921 earthquake (1999) 

to the 88 Floods (last year), between them, various magnitude typhoons will turn out to be an ordeal test.  

 

In other words, each disaster is severely testing the government’ response capability and human wisdom. Taiwan experienced a 

critical earthquake ten year ago though, it seems, now, still not yet learn how to relieve the victims of a disaster. The rescue 

pace in the 88 Floods is still unstable.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s ignorant and neglected of disaster relief; the main reason to 

cause chaos of the rescue step is too much political consideration, blurred labor division between the central and the local 

administrations, and local government’s insufficient experience.     

 

Disaster Stage Volunteer Role Community Leading Role 
1. Emergency rescue 
2. Emergency relief 
and supplies 
3. Settlement, 
reconstruction 
4. Rebuilding 

Active; to accompany 
Humanity deference  

Organization; leadership; labor
division; resource dispatch;
coordination behind the scenes

Patrol the community; 
check out the number of 
person; adoption; custody 

Professional relief team
conducts rescue and support.  

Set up the disaster 
emergency relief network 
basic upon community’s 
reciprocal help 

Community’s redeveloping
direction and industrial rev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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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first step on disaster relief: a case involving human life is to be treated with the utmost care; mobile community’s 

volunteers to rescue human life 

As far as the residents lived in the disastrous district are concerned, the first step while the disaster occurred is to mobile 

volunteers to search and rescue people who lived in the danger zone, evacuate those who lived in the lowland to the high 

ground, and urgently save life. Saving life is the primary things regardless of any financial damage. The prime time to save life 

is 72 hours, or maximum 7 days. As a large-scale calamity occurs, however mountain toppled, road collapsed, water flooded, 

mudslide or fire, all usable gears in community and tribe shall be transferred to the jobsite for supporting purpose. The head of 

village and the tribe elder shall serve as commander, and the medical manpower and ambulance staffs shall be standby. The 

collapsed road needs to be control, and the families need pacified. The funeral matter shall be prepared, and the survivor shall 

be urgently settled. (雨前毛尖 2008)Recruit and manage the rescue supplies and the volunteer when the disaster details shall 

be precisely control and the rescue information shall be rapidly published.  

   

Urgent rescuing accommodation center will be set at the temple, school, focal point, or church where all living necessities are 

supplied including water, power, both room, lavatory, and bed. Although it is impossible to be as comfortable as your requests, 

the dignity and safety is indispensable. Volunteers of the emergency accommodation center may provide the service and 

administration, thus, volunteers and supplies become an essential resource. In the emergency accommodation center, in 

addition to provide the temporary settlement, it also offers the service to counsel grieved people, relieve trauma pressure, and 

assess mental status.   

 

2. Community mobilization to be self-reliant in rescue; integrate internal resource and conduct the labor division 

The 88 Floods broke off all messages--- road broken, bridge broken, and information interrupted. Overall plan of the rescue 

liability is actually shouldered by the head of village or the tribe elder, or even the chief of basic community unit; they shall 

first integrate internal resource, gather internal manpower, and coordinate with local government’s response center, regional 

hospital, and fire bureau, then, reques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dispatch army, employ central system resource, and announce 

provisional order. In terms of labor division, the local government, as the one knows best the local politics, society, and 

cultural context, shall command the first-line rescue operation unless they are paralyzed or what the manpower or gear they 

need is beyond the local government’s capabilit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s in charge of dispatching resource, manpower, 

gear, and consulting information; doing so, the rescue operation can be systematically running without any confrontation.  

 

3. The second step on disaster rescue: to mass safely; settlement 

The second stage is a short-term settlement. Removing to the emergency accommodation center is due to the living place 

having immediate danger. The said center shall be closed as early as possible if the living quality there is poor (such as 

infection, sick, or maladjustment), or its resources are evacuated. In this case, the survivors shall be transferred to a long-term 

living place. (Beam,2005).The central government shall help local administration to combine home and abroad aiding resource, 

build the assembling house, coordinate and borrow barracks, or lease civil house to execute following jobs:  

Urgent rescue and fast cleaning loc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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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st of all, we must expedite to requisition manpower and gear to enter the disastrous district, clean silt and corpse (human or 

animal), sterilize, and drain flooded fields. The scorching or rainy weather may easily trigger off epidemic diseases, so the best 

working combination against such a situation is the engineering worker, the military, the fireman, and the hygienic staff. The 

disastrous district shall have the traffic control, except for rescue workers, local residents and their families are prohibited to 

enter the forbidden zone. Moreov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hall appoint the resource-abundant City or County to support the 

disastrous City or County; the supportive construction worker, firemen, medical persons, social workers, gears, and materials 

shall be entered by whole group, rather than scattered teams that may cause City or County’s persecution.  

Disaster emergency help must be fast 

    The third, disaster relief and convenience facility: check the casualty, property, fishery, corps, factory, and shop. Try every 

possible way to set an identical norm; simplify the administration procedure; issue compensation fast; avoid disturbing people; 

prevent from unjust matters, for example, issue the relevant certificate instantly and actively, and fast issue condolence fee in 

favor of victims to regulate their living steps and avert the agitation and commotion.( Li X& Wang& Tian 2006. 

    The fourth, settlement of school children’s education; either for orphan or for school damage, the school children shall be 

transferred to a society-supported new school. The best ideal situation is children’s relatives able to reach a helpful hand; if 

there is none, Parents Association of the school accommodated the transferring student shall adopt or support these disastrous 

school children, however, their tuition, books, uniforms, and launches are borne by the government. According to current 

circumstance, it is not necessarily to transfer all suffered students to the north, because the mental and social cost for removals 

to a distant area is much higher than that to the adjacent township.    

Conclusi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volunteers’ manpower organization in community and tribe’s disaster 
emergency rescue 
We proposed, the community shall establish an emergency response panel, the member of which shall be served 
by enthusiastic resident and volunteer. The rescue commander or captain shall be elected by the aforesaid 
members. Only a good commander or captain can effectively lead his rescue volunteers to perform the 
emergency rescue work, thus, the leaders had better have the experience in leadership, or have ever joined in 
the rescuing training project. They shall know how to draft a plan and how to launch an action since the very 
beginning of a rescue. Commander or captain must enter the community and fight against disaster at the first 
line---just like to conduct a military operation, the purpose of which is the crisis manipulation---fight for the 
defense of our home and community.    
 
For example, they may enact following programs: 1). Convene the regular meeting (by community crisis 
processing panel). 2). Captain of the rescue volunteer team, or the head of village, may serve as spokesman; all 
relevant matters shall be directly reflected to the rescue commander or the captain of the volunteer team. 3). 
The job model can be formed by participants’ discussion, simulation, and drill.    
From all previous disasters and painful experiences, we discovered, the main crux in respect of the current public safety 
problem included,  
1). The weakness of residents’ disastrous crisis consciousness  
2). Different idea and motive of volunteers to community’s help and service work.  
3). The difficulty to govern the community manpower resources.  
4). The insufficient response capability in disaster knowledge, and the cultural difference.  
Community’s disaster-precautions volunteers, especially, who are short of capability to integrate rescue, knowledge about 
traditional disaster prevention wisdom, have turned out to be a huge and latent crisis in the safety of community and tribe.  
Fortunately, according to the aforementioned, civil community safety consciousness has been a bit of promoted after the 88 
Floods, and the type of rescuing team seems more diversified, either the “Rebuilding community mutual-defense team”, 
“Community’s women and children developing volunteer team”, “Elder-care volunteer team”,  or rescue teams from other 
places, and other types of the disaster-precautious combining organizations. To reach an achievement on disastrous rescue, the 
following items shall be substantially executed: 
 
1). Agglomeration of community common consensus: aiming at community’s geographic location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to 
locate the potential safety threat; drafting relevant community disaster-precautious plan to inspire residents cohering common 
consensus (a sense of urgency and duty) in participation, and to recognize the true essence of “Life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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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roper use of social resource: basic upon the conception of “Infinite Civil Power” to integrate various social resources as a 
backup to rescue neighbors and fulfill the idea of “Everybody is responsible for community disaster prevention”. 
 
3). Reinforcement of rescue training: demanding members to join in rescue training, and learn the basic skill of emergency 
rescue to cope with urgent conditions. 
 
4). Enlist scholars and experts’ help: “Wisdom can only be produced by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shaping a recognition 
based on “Academic science guides practice”, and initiatively seeking scholars and experts’ professional instruction to enhance 
the expertise level.  
 
5). Coordination with governmental counseling: establish a tight cooperation relation with government; cultivate confidence to 
complement the public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scue organization; actively strive for tutor and support from the government, 
fire-control bureau, or the police.  
 
6). Sustainable operation:  
Community security is a long-term and continuous job. People shall relinquish individual selfishness, abandon the antagonism 
in races and factions, and abstain from any action to reap profits at the expense of our community. “Reliance not on the 
likelihood of the enemy's not coming, but on our own readiness to receive him” (Sun Zi: The Art of War)--- we shall persevere 
in following such a conviction to enhance and glorify this strategy, which is the proper attitude to face an unpredictable 
dis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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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ction Study of Integration Platform for Psychosocial Rehabilitation 
Work with 88 Morokot Typhoon Disaster Community Involvement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re concepts of humanistic care, this project participates and seeks to aid in the 
disaster recovery service pla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aboriginal communities in Kaohsiung 
County, which have suffered from the 88 Flood caused by the 2009 Morokot Typhoon. A model digital 
technology platform will be used as a channel between actual field studies and virtual studies in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services. Focusing on resolving individualistic and case-specific difficulties, 
the platform will provide professional assistance from various fields. Some of the strategies for disaster 
area assistance include personal involvements in real volunteer works as well as providing directed 
e-learning. Some of the information content in the e-learning platform includes: cultural information on 
the different communities, schools and aboriginal tribes, a database for keeping track of the mental and 
physical health of residents, and an integrated resource for the training of professional personnel working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affected disaster areas. Six major perspective of post-disaster recovery service 
focuses on the formation of service performance indicator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working model data 
with the help of professional psychologists, social workers, instructors, and volunteers. Different 
resources can be integrated and managed under the same platform; this could increase the effective 
administration of community volunteers at the basic level. In addition, the use of such platform in 
cooperation with schools and communities for the accumulation of resources ease the processes of 
supporting and satisfying the living needs of disaster area residents. In order for digital technology to be 
incorporated as part of the community volunteer service, assisting in the mutual learning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disaster area residents and volunteers. This research starts by understanding the basic needs of 
disaster area residents, using an online platform. It attempts to develop an e-learning procedure as 
requested and required by basic level volunteers, via the study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echnological platform and users from professional volunteering service organizations. In this integration 
plan, organizations can form interactive groups for resource accumulation and management after mutual 
understandings and through communications of each other’s needs. The platform used in the study for 
resource integration incorporates the technological use Web2.0 in different county and aboriginal 
communities for multipoint interconnected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Regarding affected communities, 
services focus on the counseling of people’s psychological health as well as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landscape and properties are underway with the guidance of professional help. Specifically, at this stage 
in time, the research is broken into different parts, mainly focusing on available human resources, and 
exploring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volunteer students, instructors, social workers, councilors, 
psychologists, medical hygiene services and health centers. From this, information about people’s basic 
living needs, related multimedia database,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public relations can be 
formulated and used in the improvement of disaster area recovery. This would allow volunteers from 
various fields to effectively guide residents in affected communities, according to individual needs, in 
disaster reconstruction while reducing redundant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Ultimately, guidance of 
residents in affected areas can lead to the recovery of a stable, normal life and opportunities for 
re-employment.  

 
Key words: Life Recovery and Counseling Centers for Aboriginal Communities in Kaohsiung County;   Different 

Professional Services ; Different Indicators ;  Different Working Methodology ; , Action Service ; , Life and Health 
Database ; , Digital Archive of the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History of Morokot (88) Flood Affected Areas; , Non-Profit 
Organization , Web 2.0  Blog, Knowledge Management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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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 of Research 

This study is at its primary stage, with expected goals as follows: 

Post-disaster recovery procedures for the Morokot (88) Flood are focusing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professional and voluntary human resources effectiveness indicator) and a working module for 
community and school involvements and in active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s In addition, the 
creation of a brand new resource integration plan, including a digitalized archive for directed life and 
health recovery database, a human resource training, service administration and evaluation data file, 
will aid in the integration of performance indicators for professional community service as well as a 
standard working model for emergency medical resources distribution and an e-learning platform. To 
evaluate the working model for multidimensional professional community services and creative 
e-learning assisted with digital technology. Implementations of such tools and working conditions have 
been observed with suggestions on improvements.  

1. To evaluate the condi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interactive e-learning platform in encouraging 
participations of psychological recovery and reconstruction sessions of affected community.   

2. To evaluate the results of educational sessions on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 work and 
experimen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a teaching project. 

3. To establish a holistic model integrating health care service, disaster emergency response, 
professional assistance service, medical care system, and action research evaluation program for 
Kaohsiung County disaster area residents and non-residents after the occurrence of a natural disaster.  

4. To develop a performance indicator for human services and to integrate emergency medical 
resources.  

Some of the expected goals have been met with the results regenerated into various forms,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learning and communication service platform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affected 
Aboriginal tribes and communities in the Kaohsiung County after the Morokot (88) Flood. The learning 
platform includes contents such as post-88-flood life stories with descriptions, photographs and etcetera. 
The incorporation of these valuable information into the emerging digital technology, a mobile service 
website, will enhance the e-learning platform which will act as a supporting device, essential for the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 of the aboriginal communities in the Kaohsiung County. Furthermore, it 
could act as an indicative standard for the training and qualification of new disaster recovery crews and 
voluntary service organizations, such as psychologists, social workers, education instructors, medical 
service personnel, and volunteers. Regarding the content of the reconstruction model and e-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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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it provides information and instructions on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work, working modules 
for voluntary services, personal health management datasheets, and active implementation of growth 
development activities. Therefore, the e-learning platform could provide support for the maximal 
rehabilitation of mental and physical health, promote active humane care services for different 
communities, encourage the participation of affected communities of the 88 Flood in healthy lifestyle 
reconstructions, and to digitally store the life stories and knowledge of the health recovery cases from 
different communities. 

 
Introduction of the Project 
 

This project uses an interactive online communication platform, which acts as an integrated 
resource database that serves the reconstruction work after the 88 Flood. The main focus of this project is 
o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life, improvements on professional community services and the 
establishments of essential skills. With the assistance of online learning, through programs from schools 
and different organizations, cooperative learning of voluntary services can be achieved. As a result, 
effective public education of the knowledge on post-disaster learning of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management, the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disasters, interactive online video communications, mental 
health, and health insurance policies can reach and benefit disaster area residents. Using medical services 
as an example, working within the community with the aid of e-learning can enhance the training of 
professional voluntary service personnel, by reducing the cost of traveling time and finding a suitable 
location for hosting the class. In turns, more specialized volunteers can be trained for different purposes 
in different communities. In addition, with the network connection, study results can be improved by 
shortening the lag in exchanging information relating to health issues. Without the information lag, more 
health knowledge can be taught to the students involved in the recovery services, by merging multimedia 
tools into the online studies in order to satisfy the individual needs of different learners. Besides 
improving the curriculum planning of disaster area volunteer services and recording the results of the 
participations of the residents in active health learning, this project also presents a potential module, via 
digital technology, for volunteer service counseling, practical training courses, a deductive way of 
learning that helps learners to acquire the ability to understand, memorize, practice logical thinking 
process, have a more thorough knowledge of space calculation, and to enhance their imagination as well 
as creativity.  This online teaching platform will surpass traditional methods of disaster recovery service 
preparations. 

  
Project Goals 

This study seeks to promote professional disaster recovery training and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 services, providing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management sessions for the residents in 
the aboriginal communities and to facilitate a trend for digital e-learning. The development of a 
multimedia e-learning platform will increase engagement of communities in health managements. The 
project will be the frontier of its kind, being an irreplaceable part of quality training program for 
professional medical personnel in the sociological studies of humanity and medicine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of a digital communication system used in disaster response situations. Therefore, training 
students to be thoughtful and to react smartly in sensitive circumstances will allow negotiations and 
communications for promoting healthy lifestyle reconstructions in the tribe to go more smoothly. With 
the integrated professional community service module being developed, residents can learn to distress 
themselves through catharsis and controlled stress managements. This research will have subsequent 
studies on different topics, such as promoting digitalized learning on a national wide basis as follows: 

1. First, through the cooperative participation of schools and communities in digitalized learning 
programs, an interactive e-learning platform and human care network can be established. Different 
communities, experts and health administrative authorities can work with one another to develop a 
coherent action service for disaster area schoolyards and communities. Together, they can establish an 
e-learning program that provides lessons on volunteer trainings and lessons. 

2. The second topic is about a learning network for volunteers participating in disaster re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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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reconstruction in affected areas. Practitioners, academics and community health experts, can work 
together in helping the healthy living re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ies and construct a healthy living 
resource integration. Active research is essential to develop e-learning space in the health information 
market. Such advancement would enhance the quality of human care and service learning. For instance, 
by integrating the courses into e-learning applications, it can be supervised by scholars and experts, 
allowing e-learners to help other community residents to get involved in online learn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community residents can acquire the learning skills of using a digitalized humanity and medicine 
platform. In turns, this would promote participations of residents in healthy living reconstruction as well 
upgrade their cooperative learning abilities.  

3. The third part is about the educational program on healthy living reconstruction of disaster are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learning teaching materials.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e-learning 
teaching materials can be strengthened through the cooperation’s of the industry, government and 
academic institutes or through the exchange of knowledge through e-learning networks, etc. The purpose 
of such i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post-disaster educational work servic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materials on humanity service learning and training. From the third part of the 
study, the quality of volunteer service learning is evaluated. The authentication of digital contents is 
collected via active research and field studies. The health information gathered from different tribal 
groups is displayed on a webpage. This will aid in raising the standard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health education and service learning. The investe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will also be able to nurture 
an abundance of professionals, enabling them to enter different social sectors,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e-learning programs on humanity and medicine. 

 
The final goal, then, is to establish a database of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profiles for disaster 

area residents and non-residents, to improve human resource training and services, and to develop a 
digital literacy evaluation tool that assess people’s ability to use digital devices before and after taking the 
training sessions. In addition to several inter-institution distance educations, this project also includes an 
assessment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The Target of the Website: 
 The Nation Science Council convened an emergency response team, composed of members 

from the medical center, community and practitioners of volunteer services. This website targets the 
integration of human and other resources in affected aboriginal tribes in the Kaohsiung County. The 
primary object is for professional groups, public and private organizations or agencies to provide 
localized and practice assistance, as well as integrate holistic operation services. The goal is to provide 
professional support, services and resources for the 88 Flood victims anywhere, anytime without 
restrictions. Some of the services include volunteers, education, counseling, clinical psychology therapy, 
medicare, career planning and life-long studies, etc. This website will be hosting both hardware and 
software facilities of information, files servers, databases and incorporate them into different placement 
stations. It will provide the 88 Flood area communities and aboriginal tribes in Kaohsiung County an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platform and digital service with multi-functions on humane care. 

 
Special features of the Website: 
 Conceptual thinking process using client-center approach. Humane care is directed and carried 

out case specifically, in consideration of each individual’s different needs, in order to help the clients to 
identify problems, formulate service strategies, and integrate disaster planning services with limited 
available resources in the planning of a working module for disaster reconstruction. The active 
involvement in humanistic care will help different tribal groups, depending on their individualist or group 
functioning needs, to develop a systematic, comprehensive and the most suitable solution for their 
problems. 



 

 399

 Using Web 2.0, a highly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device in conjunction with AJAX, a visual 
oriented user interface to provide a pleasant web browsing experience between volunteer workers and 
individual clients.  

 The RIA/internet applications visual user interface development will provide service volunteers 
a whole new experience using the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network. In additional, the reliability and 
quality of digital technology software and hardware interface can be further developed and improved.  

 The core concept of Web is to direct the holistic rehabilitation of 88 Flood victims. Based on 
the usability and accessibility of digitalized technology to develop a reconstruction process. 

 The content information of the website will include: main focus of the field study on a more 
accurate requirements and assessments of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management of people, their 
properties and the environment. Also, the website seeks to actively construct related Human Subject 
during the 88 Flood, post-disaster, present time, and the future. From the collection of research data on 
the post-disaster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experience, adaptations and healthy living, to construct 
graphics, informative indicators and working models for different professions. All in all, such reference is 
essential for future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risis center.  

Professional Services 

 Automatic online services and environmental monitor for individuals and communities, with 
evaluation analysis platform. 

The services provided on the platform is suitable for minorities or physically disabled individuals 
as well as for aboriginal tribes who is in needs of a safely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equipment.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monitoring devices will be installed for aboriginal communities, including set ups of 
high qualit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maintenance services, to reduce equipment failures 
and to reduce accidents resulting from the breakdown of such safety equipments. 

 Objectives 

 Merging RFID with hand held devices can provide equipment technicians real-time information 
and keep track of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equipment. This could also reduce the hassle of roving, 
securing checkups   

 Combining communication interface and OPC technologies such as RS232, Bluetooth, 
Wireless, and Ethernet to obtain related information on the hardware equipments.  

 Integrating environment monitors from various communities with interactive video network, 
surveillance equipments and RFID technologies. This could be applied to safety monitors, helping the 
immediate identification of abnormalities.    

 Assist in the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of physical and mental knowledge and management 
platform for diverse communities.  The services provided by the platform is suitable for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organizations or agencies in helping educational institutes, communities, other organizations, 
and service groups, establish some concept of knowledge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With this, a 
diverse community healthy living management network can be established linking theoretical finding and 
practical usages from research studies for community groups to share the growth of human developments 
and maximize possibilities of future development on the health management platform for diverse 
communities. 

 
Working Obj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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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ing emails or electronic work notebook to provide education on an individual basis and to 
keep track of research work experience, which can be used effectively for future reference in work 
tracing and transferring  

 Using concepts of integration with Web2.0, to combine electronic work notebook with Domain 
Wiki for effective knowledge content management, possibly forming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databases. 

 Combining electronic work notebooks with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management system 
to enhance individual case management and to development possible tools for monitoring personal health 
management.  

 The use of collaborativ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module in the integrated health 
management of diverse group communities in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to promote the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management.  

 Standard operation of video conference meetings and interactive counseling platform. 
  
The working procedures are standardized by video conference meetings, and directed in real 

practice by action-oriented teams for interactive community groups, educational institutes, organizations 
and individual department. Related specification procedures, work documents and datasheets undergo the 
flexible management and custom system visual configuration processes. Through the easy information 
exchanges features of the e-learning platform, structuring complex hyperlinks into the network according 
to users demand and be customized. In addition, through video conference meets, work procedures can be 
standardized and managed. Apart from complying with the ethical guidelines of copy right issues, this 
feature also satisfy the requirements of professionals in providing convenience in citing references. 
Business owners can use the platform to exchange information and reference materials to provide 
academic services and related operations in business decision consultation and analysis. The platform 
also includes the feature for everyday website users to extend their health management service by paying 
for prolonged memberships online.    

 
 

Objectives 

 Focusing on diverse tribal communities, to provide multifunctional health evaluation sheets 
categorizations and structure a management program. Managements for the video conference meeting 
will adopt the structure and shape of a family tree for information display. Through the use of Ajax 
asynchronous processing to achieve visual style of maintenance, all controlled with the drags of a mouse. 
Right clicking the mouse will summon a shortcut menu, consisting of hyperlinks services on related 
subjects. 

 To provide practical and academic cooperation in improving the interconnection of information 
interface, enabling different modes of communication with different locations. From existing user’s 
diverse requirement systems to undergo rapid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and sharing, efficiently reducing 
website set up barriers and difficulties.  

 The platform includes the feature of easy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Related worksheets and 
datasheets can be traced and tracked easily and effectively. This will provide a more comprehensive 
improvements on outputting information associated with business process.   

 Expandability of the e-learning platform is very high, allowing businesses to install add-on 
programs and set up related service function modules according to their needs. For example, programs 
such as performance evaluation modules, allocation decision support modules and other add-ons can be 
installed to support a wide range of services. Currently, the company is actively working with 
technological industrial for close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cooperation, in order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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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a more comprehensive and a more convenient visualization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ss 
management platform.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management platform  
 
‘Digitally monitored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management system’ It is mainly used to 

structure different professional service actions in post-disaster recovery for the 88 Flood, cooperating 
with affected clients to provide a whole set of health reconstruction information and procedures. The 
digitally monitored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management system uses a Web interface database for 
volunteer action services, applying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system platform and platform links to 
construct a human development history and tribal life history stories and illustrations archive. Eventually, 
adding descriptions to the collected life stories, illustrations and related knowledge contents in the action 
website. The website will attempt to establish an academic archive for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and record 
the major requirements for people under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human 
development will all influence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people. Thus, these factors and 
information will be recorded in the database as well as a digital and graphical academic archive. Using 
the digital archives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cademia Sinica as a model reference, the platform 
will be established subject-based according to factors such as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age, gender and etc. 

Multicultural training in psychological rehabilitation and community health assessment 
system  

 
This mainly helps integrate and evaluate 88 Flood related health data and human resource 

trainings. The digitalized knowledge content will be shared, distributed, collected and preserved to 
advertise the digital data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assets-based platform groups. The key features of the 
main site and database system are Web 2.0 user-center based. In additional to easy accessibility of 
general users, having a coher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of virtual community 
disasters will allow more people to participation of learning and sharing information resources. This will 
promote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ed management of cultural data before and after a disaster 
respectively. 。 

 The design of the DORE, allows users to browse the webpage actively and intuitively. The 
information content is rich and practical. Linking the website interface with the database outline, it can 
automatically generate key word and SQL sentences, allowing the application to generate concise and 
practical searches helping users to quickly find what they need. In addition to rapid updates, this 
application can also keep track of the user’s searches, helping to generate even more accurate matches. 
The program itself is small, but is written with strict coding rules. This allows easy program transfer 
processes. The program is coded with PHP and JavaScript, specifically made to have a minimized size of 
550KB. With this feature, a small number of volunteers are necessary for helping the life reconstruction 
of physically disabled minorities.  

 The format of the program is concise, has a practical function in real life applications, and has a 
strict coding rule. Thus the development time frame of such program is short, yet it has high readability 
and content safety.  It is also compatible and flexible to changes with information contents and interface 
changes, allowing high productivity of the device, improving satisfactory results, reducing shift changing 
time between volunteer helps and removing some contents’ specific reliance on DBMS.  

 The professional active human care service and the structuring of the platform are easy, but its 
functions are not so simple. It supports frequently used applications with high compatibility and 
integration. Regarding setting up the program, MVC (Model, Vision and control), interface control, 
serve-side processing and information model analysis. Whether it is data change or data search, the 
quantity of linked forms is only limited the function of the program application.  Thus, we chose MVC 
to construct the webpage, for easier webpage interface changes and maintenance by technic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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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Action service platform  

The 88 website is one of method for reconstruction work after a natural disaster. It main provides 
disaster area residents a way for open interactions on the platform. Of course, it hopes to aid disaster area 
residents to recover their lost lifestyle, and to eventually retrieve and satisfy the five major requirements 
of human beings. It attempts to provide a diverse range of services through ways of communication, with 
the key concept of resolving problems. 

To managers of medical network and communication network for emergency mutual support 
services, the set up of such platform is not only beneficial to the third party users who are in need of its 
service; it includes other advantages such as:  

1) To advertise one’s own company by letting the clients know about the quality services that it 
provides. This also allow clients to eliminate the use of other company’s services when they compare the 
difference in quality. 

2) To gain from advertisement incomes. For example, most website owners more often use Ad 
sense as a mean for advertisement. With this platform, people can have another option for advertising 
their websites while the charged fees are all donated to natural disaster victims. The platform will not take 
a share of the fees.   

3.) Implementation is important. The platform will directly create a network with users who apply 
for memberships online. Health management and interactive learning platforms have the potentials to 
help users, that is, when users want to enter the network, they must have authorized port, and the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network platform will help the users, or third parties (the disaster area 
residents) to resolve network fee problems. The two features described above have already been 
implemented by 51.com. The 51 value coins API of 51.com has already opened a channel for third party 
developments. It will provide an option for community networking in the future by using value point 
cards or online payments. User pay for the services according to their requirements; this eliminates the 
need for service provider to remind them for payments thus it is very attractive for developers.  

4) Services also provide the basis for internet resources. Website platforms can manage different 
individual cases for different communities, providing necessary health management and allowing 
volunteers to track routine services for disaster area residents such as blood pressure measurements, BMI 
measurements, diabetes test, diet habits, exercise habits and the installation of low cost video conference 
meetings. After such procedures, the service operations can begin.  

5) Applications. The application has the possible potential for informational growth and 
investment in health management. In fact, a disaster recovery work management if can be applied to 
other community networks, then the quantity of participants will be a key factor in determining its 
success. However, since this application platform is still at its initial stages, it can do its best in providing 
some support and benefits for learns to apply for learning opportunities. This allows clients to learn to use 
the application and accompany its growth. It also provides the platform itself the room to improve, by 
increasing more diverse life stories, illustrated records for the digital archive. 

 
Open digital platform is a new way of disaster reconstruction, allowing participating users and 

little groups to rest up for the upcoming recovery challenges. Managers of the social network often have 
the deep desire for expansion yet are afraid to lose everything. Through the struggle, only those who 
really question and find out what they want would let go of unnecessary things and only keep the core 
content. Thus, a good learning material categorization and life story experience exchange such as video 
documentaries and paper documents are good literatures for study. One might eventually need to release 
basic user profiles in order to expand.  

 
88 diverse aboriginal community health reconstruction system 
 Install the software on an individual basis. Convenient notebooks or laptops can establish a 

personal life development file system, eventually forming a whole virtual community on the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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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configurations for user based interactive equipments. This emphasizes on users participation 
and interaction with the platform. Users can begin installation from the desktop and can rapidly acquire 
information on whether there is an update on interested articles.   

 10 configurations of points accumulation program, to encourage members to participate in 
virtual community to effectively reach mutual community consensus. 

 10 installed aboriginal rotating community health advertisements mechanism. This will help 
spread information anytime to update important news and messages.  

 10 configurations of network questionnaires to undergo online surveys and provide website 
management and update information 

 10 configurations for interface configuration function, allowing users to have multiple selecting 
options.   

 Via 10 different aboriginal community blog systems of membership establishments to integrate 
other minor systems, allowing users to log into various platforms using a single login account, 
eliminating the need for multiple accounts. 

 It includes basis statistical analysis modules on memberships, article and photographs.   
 The Complete action service recovery work system platform has management functions. 

Anyone can also install and transfer the program. Since it provides an open source environment, it can be 
used by anyone, enabling services cooperation between diverse ethnic groups, different organizations and 
groups. 

 Merging with IRB, the system uses CC authorization code of ethic management, letting users to 
customize formats of authorization and learn of the important internet code of ethics on services, human 
experimentation, research, copyright and personal rights and inte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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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sasters will always be an unavoidable phenomenon in the mutual development between human and 
mother-nature. The huge impact it has on human fear, conflict, trauma…etc, takes form in complex ways 
and in different manifestation. In recent years, emergency responses including global disasters, disaster 
relief, disaster prevention, disaster preparation have been in countless reports, being the key issue of 
global conc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brought on a learning revolution by using the e-learning 
system model to integrate resources and at times of disaster. The rol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disaster relief is a major issue in the assistance to reduce the loss of property and life to a minimum. 

This study attempts to utilize the course management system – Moodle, of the open source CMS 
(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 as the main digital learning platform, constructing disaster volunteer 
resource integration, enhancing disaster volunteer capability. The villages Duona and Baolai, both 
affected by the Aug.8th Typhoon Morokot that struck Taiwan in 2009, are the main subjects of this study. 
Through account management and complete record of volunteer learning through a learning portfolio via 
Moodle e-learning platform,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learning process and participation & performance 
record during disaster relief of the volunteers has been collected as data, giving assessment prospective 
towards enhancement ability of volunteer learning. Through the method of Action Research,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in both interim and long term data collection, assessment, reflection and revision. 
Focusing on shortening the Digital Learning Divide of remote areas, the use of e-learning disaster 
reconstruction knowledge and the promotion of related industries can be associated with the abilities from 
disaster area community reconstruction healthy living e-learning to promote disaster area reconstruction, 
career skill training and multicultural aboriginal village health promotion model. 

The study finds that through the e-learning platform construct, with the supplement of course design 
and e-learning theory, technical basis of Moodle platform, integrated resource of e-learning platform and 
its presentation of materials, associated data can be collected from education and training,system 
acceptance, and interrelated factors.  Disaster area volunteers hold positive attitude and are full of 
visions for the e-learning platform. The platform provides volunteer service a complete view of resources, 
material and the communication platform withholding related information as well as volunteer service 
progress, e-learning, and integration of resource. These services thereby enhance the ability and efficiency 
in providing the necessary disaster relief, preparation, and prevention in the disaster area. 
 
Key words:  Disaster, volunteer service, e-learning, Moodle 
1. Introduction 

Natural disasters have always taken a part in the mutual development between human and 
mother-nature with intricate influences on human. The psychological impacts on human beings are 
especially dissimilar, often inducing fear, scare, conflict, and trauma. In 2009, Morokot Typhoon (88 
Flood) left a tremendous aftermath and destruction to both the Taiwanese society and the environment. 
This in turn demonstrates the lack of capability in disaster preparation and emergency response within our 
social infrastructure. Besides working in a panicked state, disaster rescues were unsystematic, and the 
intrusion of politics and media provided further blows to the flood victims’ already perturbed spirits. 
Unconsciously the media continue to elicit painful memories of the horrifying flood, rendering the flood 
victims to relive their traumas. Thus, a modeled method of psychological rehabilitation must be 
established for afflicted areas, focusing on emergency responses such as disaster rescue,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disaster preparation. Furthermore, a meeting should be held to reflect upon rescu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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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any occurred natural disasters, in order to re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se rescue procedures. For 
instance, although the duty of a social mental health construction volunteers is to offer selfless emergency 
rescue, however, it is also essential to cope with one’s own psychological trauma before lending a helping 
hand. Hence, it is an urgent priority for volunteers working in a disaster area to receive specialized 
training and education. 

In the time of burgeon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advancements in internet and multimedia tools 
enable e-learning to become unbounded by time or space while providing interactive and diversified 
presentations. In the upcoming future, organizations committed to learning will be more likely to possess 
the lead. Living in a digitalized and electronic generation, new waves of e-learning trend will be a critical 
factor for individuals and organizations to maintain a competitive advantage. Ultimately, it extends 
further to influence and to determine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Under technologically based teaching 
environment, knowledge content can be digitalized to undergo transmission and exchange. Easier 
incorporations of multimedia in presentations of learning material will attract learners because refreshing 
information can be more easily retained. E-learning will also provide more flexibility regarding learning 
opportunities.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information, this research intends to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of e-learning 
lessons and websites for the disaster volunteering service and to establish a Moodle platform. The 
construct of such platforms seeks to provide self-monitored healthy living program and to offer 
continuous assistance in the psychological health reconstruction for tribal communities. Primarily, the 
model platform will focus on keeping in touch with different communities to provide living settlements, 
localized educational institutes and health centers to provide local services, to aid in life recovery, to 
facilitate a stable lifestyle for the tribal residents and to help them restore a peaceful balance in their 
bodies and souls. 
 
1.1. Importance of the research 

After the 2009 Morokot Typhoon (88 Flood) , the effective responses by many Taiwanese 
organizations as well as Taiwanese people’s benevolence were evident. Many others were very eager to 
participate in the disaster recovery, but they lack the deeper understandings of the knowledge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required to save others, as a recovery assistant, this area needs further improvement. 
After the 88 Flood, an abundance of human resources flowed into disaster areas. How to construct 
Moodle platform and cooperatively utilize these resources, both from within and out of the tribe, to offer 
e-learning trainings for these volunteers to better prepare them for the long path of 
post-disaster-reconstruction, becomes the focus of the study.  

   
1.2. Aim of the study 

(1)To discuss the importance of the training of volunteers assisting in disaster recovery services and the 
importance of e-learning. 

(2)To discuss the development of specialized training programs for volunteers assisting in disaster 
recovery services. 

(3)To establish Moodle as the digital platform for educating volunteers assisting in disaster recovery 
services. 

(4)To aggregate and categorize all human resources participating in disaster recovery service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multi-functions of the e-learning database. 

 
2. Literature Review  
 
2.1. disasters 

According to Wikipedia: a disaster is a sudden occurring calamity caused by human or by Mother 
Nature. It could result in the loss of lives and properties, and can sometimes completely alter the 
landscapes. Such phenomenon is also called a catastrophe. Natural occurring hazards are called natural 
disaster. Human-caused disasters comes in various forms, such as war, terrorists attacks, nuclear acci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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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accidents..etc. 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defines disasters as “a sudden accident that 
causes great misfortunes”, providing explanation for all natural or man-made disasters. This ranges from 
small accidents such as breaking a favorite tea cup to catastrophic earthquakes that takes away thousands 
of life. 
 
2.2. Volunteer services 

Volunteer services have become a globalized trend in recent years. Good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of 
human resources and volunteer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distribution of volunteers and to achieve 
quality services. Chen(2002) has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and description regarding the role and 
functionality of volunteer workers. He points out that the essence of a civic society is to create healthy 
public life by accumulating voluntary and responsible citizens to resolve public issues. Sharing the ideal 
of mutual benefits, various kinds of volunteer work brings the citizens in a civic society safety, justice, 
opportunity, freedom and dignity. Taking the perspective of a civic society, voluntary service is itself a 
noble worker concerned with the well-being of human nature. 
 
2.3. E-Learning 

In America, the rise of interconnected network drastically has changed adult schoolings. E-learning 
can both improve learner’s acquired skills and offer extended general studies. Scholars pays great 
attention to knowledge learned from e-learning (Brothers, 2007; Clarke, 2002).Chen(2006) indicates that 
e-learning (electronic learning, also known as digital learning, DL), is hosted on the internet and thus can 
serve as a teaching device anytime and anywhere.Hans Roes believes that e-learning should consist the 
following six prospects: it should be student-centered , it should be interactive and dynamic, it should 
offers the opportunity for groups to work on real life problems, there should be multiple learning routes, it 
should have its emphasis on competencies and finally it should support lifelong learning . Brooke 
Broadbent, in contrary, divides traditional learning and e-learning into four categories of learning models. 
According to her, a good e-learning system must support these four types of models.  

Online learning satisfies three major requirements in that the learners could acquire information on 
the website anytime and anywhere he/she wants,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distribution is easy and 
efficient, and lastly online learning provides both knowledge and training services. Lesson offered online 
can be taken at different time; this abolishes the need for scheduling students into blocks, saves times and 
reduces costs. These benefits sets e-learning apart from traditional learning (Lin，2007). Summarizing the 
studies of previous scholars, the advantages of e-learning are: 

(1)Access is not restricted by time nor space: achieving what traditional learning could not have 
accomplished, access to e-learning is not restricted by time or space. Using new internet gateways and 
multimedia platforms, class can be accessed at anytime, requiring only a computer and internet 
services. E-learning the internet allows lessons to be offered anywhere, unrestricted by the use of 
school classrooms or textbooks. 

(2)Self determined learning schedule: e-learning websites provide the platform for students to self-study. 
Depending on each student’s ability and development, the student can choose learn at their own pace. 
Using the learning platform, each individual can repeatedly do practices online to receive the best 
results from the learning process. 

(3)Diversified learning: teachers can design different lessons according to each student’s differences, 
using diversified tools such as powerpoints, video clips, cartoon animations to promote interests and 
motivations for learning. In combination with hyper links, learning methods can become more 
diversified and appropriate. Through internet discussion forum, colleagues can interact with one 
another and reach the learning goal together, increasing learning efficiency.  

(4)Promoting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s: e-learning reduces the pressure of face-to-face meetings for 
both the students and the teacher. In contrast, learners can freely express themselves online. This helps 
promote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s and it could also reduces the pressure faced when speaking in 
front of classmates. In addition, online learning platforms can keep track of a student’s learning 
progress; this allows teachers to offer assistances to the learner when appropriate. Moreover,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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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s can provide the students immediate feedbacks and results, allowing students to adjust their 
learning progress when necessary. 

 
2.4. Designing E-learning Websites 

“According to a Morgan Stanley Dean Witter survey,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s of mass media (that 
is, to become at least 1/5 of people’s media intake), it took broadcasting radios 38 years, Television media 
13 years, cabled television 10 years, but only took interconnected networks 4 years to reach the goal.” 
(Meeker, 1997) Website designs include navigation, information, and visuals. The purpose of navigation 
is to concisely plan a comprehensive and accurate organization structure, so that users can find the 
information they need quickly; the design of information intends to send a clear message to the user and 
to enrich the website’s content material; and the designs of visuals attempts to add visual attractiveness to 
the website as well as making the content easier to follow.”(Newman & Landay, 2000).  

Hun(2008) studies how technology shapes the trend, she interprets the creative symbols founded by 
new media arts and popular culture. Take 100 industrial website homepages as example, studies show that 
companies with popular logos are more likely to set a fashion trend. The specialized “professional 
volunteer service program” development for our volunteer services mainly focuses on 1. Analyze and 
plan the content and lessons for the “professional volunteer service program”. 2. Using ideas of designing 
systematic teaching to analyze, design, develop and evaluate e-learning materials for the “professional 
volunteer service program”. The design proposed by this study is based on systematic learning model 
with analysis, formulations, developments and evaluations, comprehensively incorporated by tools such 
as Cyberlink Powerdirector, Cyberlink Streamauthor and flash to design an e-learning material suitable 
for medical students. This will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professional volunteer service program and 
achieve its purpose of better preparing volunteers in disaster recovery. The webpage created in this study 
can also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future development of e-learning platforms.  
 
2.5. Moodle 

Moodle (Modular Object-Oriented Dynamic Learning Environment) is developed by Martin 
Dougiams, a prominent Australian educator as well as a computer scientist. Moodle is under the terms of 
General Public Licence (GNP), thus users can freely distribute and modify the content. It is a free 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 and the latest version reaches the international requirement of SCORM 2004. 
Moodle is open source software used as for lesson managements. It was specifically designed to satisfy 
the need for online educations. It is able to completely replace expensive distant learning programs and to 
conveniently create lessons by extracting from present educational resources. Modeled designs allows 
easy establishment of new classes, and it also actively resolves the difficulty of finding a discussion group 
for students. 
 
2.6. Research Questions 

1.The importance of professional volunteer service program and e-learning. 
2.The importan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specialized training online programs for volunteers assisting in 

disaster recovery services. 
3.How to establish and utilize a moodle e-learning platform. 
4.How to aggregate and categorize human resources of volunteers assisting in disaster recovery services 
and to train e generation disaster recovery volunteers via the online learning platform? 

 
3. Study Method 
3.1. Research Design 

This research adopts the use of action research , workshops, focus groups, and surveys etcetera, to 
evaluate the profession skills, opinions and needs of volunteer services and to develop a design for 
specialized e-learning lesson program for volunteer services. Also within the data collection part of the 
research, questionnaires were used additionally to collect more data. To obtain related information on 
specialized volunteer service teaching material, we first visited and interviewed experts. Focus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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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then formed to investigate the content material and the website design requirements of the online 
specialized volunteer training program. Collected research data and information were analyzed begin the 
establishment of such online specialized volunteer training program and its webpage. 
 
3.2. Research Sample 

The affected tribal communities in the 2009 Morokot Typhoon (88 Flood) in Taiwan were the field 
and object of this stud, specifically the tribal residents, teachers and students who inhabited in the villages 
of DuoNa and Baolai. The collection of research data for this study is mainly from workshops, including 
group symposium and focus groups. Qualitative database and data analysis were obtained from 
workshops, where local school teachers, teachers, and volunteer workers at disaster area tribal villages 
could commence exchanges of opinions and experiences. The online specialized volunteer training 
program was designed based on research analysis and evaluations of th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need 
questionnaires used. 
 

3.3. Concept for E-learning Platform Set Ups 
The main counseling headquarter of the online specialized volunteer training program 

platform will reside in the online disaster recovery volunteer educational research center at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The network will connect to two main communities, the Maolin DuoNa 
Elementary/Community and the BaoLai Elementary/Community in order to undergo disaster area 
monitoring, and to provide support(as shown in fig.1). 

 
 
 
 
 
 
 
 
 
 

 
 
 
 
                     fig.1 

The online learning platform mainly has its subsequent service points established 
at the tribal information center and computer classrooms in local elementary schools. 
In the short term, the platform will  provide disaster recovery educations such as 
disaster response, online-learning, healthy living, cultural studies and career 
planning. Lessons on disaster recovery will be the main focus (as shown in fig.2). In 
the middle-long run, topics concerning the area’s economy, such as the reconstruction 
of tourism, and volunteering programs will be developed. 

 
 
 
 
 
 
 
 
                       fi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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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oodle Platform 
This study incorporates the use of a free, open-source, course management system, Moodle, as a 

learning platform for establishing disaster area volunteer services, resource accumulation, e-learning, and 
related educational program development as a mean to improve the professional skills of a volunteer 
working in disaster areas. Through the Moodle learning platform, each volunteer’s user account includes a 
comprehensive record of the user’s learning progress. This function accurately reflects the user’s 
participation and performance, and can be used to evaluate volunteer’s learning and notify them of things 
they need to improve on. This study adopts the of action research to collect information, via staged and 
long term data collection, evaluate and to reflect and revise the content. The study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a online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platform for a remote tribal community. Using an online 
specialized volunteer training program, professions in disaster recovery and relative industry could be 
developed. These will aid in enhancing the capability of e-learning platforms in affected tribal communities 
and to stimulate disaster recovery, as well as careering planning and skill trainings. Most crucially, care and 
attention in humanity education and multicultural studies will promote a healthy reconstruction in native 
aboriginal tribal communities.  

The design of the lesson program is base on the concept of ADDIE, including analysis, design, 
development, Implementation, and evaluation in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the past, the 
ADDIE model has been adopted by the field of business education and training, now it has become a 
development model for E-learning. Different methods for designing an educational program at different 
stages have been described in studies, but they all shared similar principles and commonalities. 

The online disaster recovery volunteer service training program uses the Moodle online learning 
platform as foundation. The platform includes 5 functions, which are: lesson content, lesson information, 
lesson interaction, user profile and system setting. The lesson content section is for the presenta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 often created tool such as Cyberlink Streamauthor, Flash animations, Microsoft 
Powerpoints as complementary presentations and teaching video clips. The purpose and goal for the making 
of the lesson material is to improve the professional skills of the volunteers and the quality of the service. 
Base on the requirements and needs of volunteers working in disaster areas, specific lessons, theories and 
learning method could be selected. The development of such innovative and sustainable learning platform is 
creative and can lead to continuous progress in Humanity and Medicine teaching and learning materials. 
The assessment function in Moodle platform can be used by users as self-evaluation on lesson materials 
learned from the online disaster recovery volunteer service training program. Such function can provide 
suitable feedbacks on the learning material, which can be used by users for self reflection.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online course, to ensure that the design of the webpage and the quality of its content has 
reached required standards, three experts in the field of specialized volunteer service program will be 
invited for the evaluation of the online education program. 

Main focus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esson are: In the short term, the platform will provide 
disaster recovery educations such as disaster response, online-learning, healthy living, 
cultural studies and career planning. Lessons on disaster recovery will be the main focus . 
In the middle-long run, topics concerning the area’s economy, such as the reconstruction 
of tourism, and volunteering programs will be developed. 
 
4. Curriculum requirement survey and Moodle Platform 
 
4.1. Curriculum requirement survey results 

Under the category of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volunteer service activities, 29 of the surveyed 
population shows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future activities and be enrolled in the community life-long 
learning programs.(Bao-Lai:23, Duo-Na:6) In the category of interest in learning projects (large projects), 
the Healthy Lifestyle and Life Skills classes were the most popular category followed by social education 
classes. The survey results are as follows: 

Category Positive Yield Percentage 
Social Education 24 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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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y Lifestyle 25 86.2% 
Psychological Growth 23 79.3% 
Disease Management 23 79.3% 
Life Skills 25 86.2% 
Tourism and Cultural History 19 65.5% 
Voluntary Service Skills 21 72.4% 

 
 

Under the major categories, the results of related learning studies requirements show that, within the 
social education category, lessons on disaster responses, emergency actions, and basic survival techniques 
were the most popular and selected courses, followed by disaster prevention courses. In the Healthy 
Lifestyle category, courses such as mental health management and life management were the most 
expected classes, followed by knowledge of healthy living class. In the Psychological Growth category, 
the course on stress management was picked with most votes, followed by emotional control and 
psychology counseling classes. In Disease Management category, class on understanding chronic disease 
management and care was the most supported class, followed by mental illness response and treatment. In 
the Life Skills category, students chose pottery as the most wanted class, followed by culinary arts. In the 
Tourism and Cultural History category, more people selected tribal culture courses and exploring history 
classes. Finally, in the Voluntary Service Skills category, top selection was communication skill classes 
followed by helping techniques under multicultural settings.   
 
4.2. Construction of the Moodle Platform  

The main webpage of the Moodle e-learning platform consist of a middle area (fig. 3), where the 
LAMS ‘course outline’, ‘online resource’, ‘add a new online resources’, and ‘add an activity’ menu 
selection will be situated. The simplicity of the webpage design enables tribal community volunteers 
working in disaster area to easily understand and learn how to use the web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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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3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webpage consist of menu selections such as ‘course navigation’, ‘recent news’, 

‘recent activities and records’. The course navigation menu allows teachers and volunteers to sign on and 
find out about personal grade and participated courses. This function also creates the perfect atmosphere 
for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freely exchange opinion or experiences on the personal blog or on the forum 
discussion groups. On the right hand side of the webpage, the selection menu includes options such as 
‘work calendar’, words of wisdom’, ‘feedback sheets’ and ‘course category’. The course category selection 
provides teachers a gateway to upload their syllabus, reference reading materials, powerpoints and picture 
files. In additions, teachers and volunteers can also communicate with one another via this gateway.  
 

4.3. Expected Results 

1. The work done at the aboriginal tribes in affected areas was a first attempt for this study. Therefore, 
tribal residents were encouraged to actively volunteer and participate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ribal 
life and health. By providing the tribes with the online specialized volunteer training platform, 
professional courses and experience exchange, volunteers are able to self-learn. This in turn will help 
in the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of online volunteer service resources for aboriginal tribes in 
affected areas, as well as in the improvement of e-learning courses.  

2. An expandable open source online communication and learning network can assist in the mental 
health recovery, healthy life construction and humanity service learning actions and qualities of 
remote aboriginal tribes in disaster affected areas. This will also provide volunteers in such areas a 
convenient environment for learning. 

3. Through the online specialized volunteer service program,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oodle platform 
and basic professions skil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can be commenced. The tribal residents (and 
everyone else) can use such learning platforms to learn more about disasters, including disaster 
prevention, preparing for a disaster. The educational platform also provides life-long education as well 
a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management, all self-monitored by the webpage user. In case of a real 
disaster, the network can act as channel for emergency disaster response and care operation. 

4.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oodle platform allows courses on volunteer trainings at disaster area to 
begin anytime, anytime, providing live video laboratory observations. The creation of the virtual 
online learning environment, along with volunteer training meetings and relative courses on helping 
others, will achieve the goals of humanistic care on providing people with a healthy lifestyle and 
life-long learning. 

 
5. Conclusion 
 

For the volunteers serving in an affected aboriginal area, they must hav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skills to help as well as to have the right attitude to respect and care for the others. The establishmen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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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a volunteer web course for such training requires first a understanding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disaster recovery volunteers. Through analysis of such requirement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nline 
learning platform, accompanied with web courses designs and the Moodle learning platform, course 
materials and the ease of using such website can be accomplished. Volunteers can then use the online 
resource for trainings, self-evaluations, and constantly updating one’s need working at a disaster area.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volunteers show positive response and welcomes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online 
learning platform. The platform offers volunteers the benefit of life-long education, self-growth, and the 
heritage of disaster recovery experiences. The online educational platform and a database of volunteers 
could be of great importance in the assistance of future disaster prevention, preparedness, and emergency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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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難社會心理與環境因素影響評估問卷之編訂 
摘要 

環境為自我表徵的一部分，災後環境意義的改變常影響災民心理社會狀態。八八風災重創南台

灣山區，造成嚴重生命財產環境損失，使災民頓時喪失穩定本體安全感，致使造成災後環境心理社

會重建的障礙，然目前研究無客觀量表用以評估災民獨特環境心理社會狀況，故本研究目的為考量

兼具理論及災民獨特經驗、發展一用以評估災民災後環境心理社會現況之客觀量表。研究採深入訪

談 2名高雄縣寶來村及 2名多納村災民，並輔以理論，以樣版分析法萃取具理論及災民經驗特色之

量表。量表共 51 題，其中包含環境依附及認同概念、災難風險評估概念、防災與備災概念。預計

未來針對具代表性樣本施測研究發展之量表，以作為災後環境心理社會重建之參考指標，同時考驗

本量表之信效度。 

 

關鍵字：八八風災、災後重建、環境心理社會重建、環境依附與認同、災難風險評估、防災與備災 

 
前言 

環境對於人類心理與社會行為皆有重要影響，環境提供安全與滿足需求的功能程度常影響居

民的心理健康(Giddens, 1990; Kilmer & Gil-Rivas, 2010)，健康的社區營造與健康的居民心理

衛生互相影響、相輔相成；而居民對於環境的認同與依附常在社區營造、環境重建行為中扮演重要

的角色；如此的認同與依附甚至影響居民對於災難風險程度的評估以及防災、備災行動的採取

(Burley, Jenkins, Laska, & Davis, 2007)。 

莫拉克風災造成台灣南部嚴重環境破壞與人員死傷，有鑑於災難對於心理衛生之衝擊(Chang, 

Chang, Lin, & Kuo, 2002; Hawkins & Maurer, 2010)，風災發生後對於社區功能的重建是刻不容

緩的工作，因此，在災難發生後，居民對於社區認同與依附的改變程度、災難的風險程度、防災備

災行為的改變為重要的研究問題。 

風災造成南部山區嚴重土石流與水患，致使居民頓時喪失生活環境之本體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 Giddens, 1990; Laing, 1965)；經濟資源的喪失、環境地形的改變，更可能造成受災

人民對於環境的認同與依附程度下降，進而影響其心理健康狀況，甚至無法有效評估災難發生風

險、降低防災備災行為，造成未來更加嚴重的災情；然而，目前尚無研究提供災區人民環境認同與

依附狀況、防災備災狀況、災難風險評估之研究工具量表，因此無從得知環境認同與依附對於心理

衛生、防災備災狀況、災難風險評估的量化關係，以作為災後重建之參考，因此，考量災難對於社

區災民之經驗獨特性，本研究擬以居民觀點出發、深入訪談取向，發展一兼具理論與實際應用性之

災後環境社會心理量表。 
文獻回顧 

環境依附與認同 
環境( place )為個體表徵自我的一部分，自我的表徵透過對於環境中的他人、物體、習俗、與

意義建構完成(Burley, et al., 2007; Casey, 1993; Harvey, 1996)，藉由上述建構完成對於特定地區的感

受，在對於地區義義建構的過程中，個體對於環境、以及自然環境中的各種事物間的互動賦予意義

(Pred, 1983)。賦予環境意義的過程常常導致個體對於環境具有連結感( connection )，此即為「環境

依附( place attachment, Burley, et al., 2007)」，對於環境的「獨特定義( self-definition )」可能使環境

對於不同個體而言有不同意義，而形成獨特於個體或特定群體的景觀( landscape, Berger & 
Luckmann, 1967; Greider & Garkovich, 1994)，個體或特定群體常將自我概念融合於景觀中，亦即個

體或特定群體將自我的特質、信念反映於景觀中，景觀的改變常使個體或特定群體對於自我概念隨

之改變(Greider & Garkovich, 1994)。 
災難常導致景觀的嚴重改變，且使得個體或特定群體需與環境重新調整關係，將居住區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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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認同感破壞(Brown & Perkins, 1992)，且個體間或群體間在災後常發生因環境改變的爭執，如此

的爭執反映了對於環境依附的不同建構；而群體的環境依附亦為採取行動、重建家園行動的基礎，

故災後重建、防災備災皆透過修補受破壞的環境依附完成(Clark & Stein, 2003; Greider & Garkovich, 
1994)，當群體對於環境具有高度依附及認同感時，較容易採取維持環境或防災、備災的態度及行

為(Uzzell, Pol, & Badenas, 2002)。 
Norris、Stevens、Pfefferbaum、Wyche 及 Pfefferbaum (2008)對於災後以社區為基礎的重建回

顧研究中提及「社區復原力( community resilience)」具有四項主要成份：分別為社會資本( social 
capital ) 、訊息與溝通(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 、社區能力( community competence )、以

及經濟發展( economic development )，其中社會資本為社區復原力中重要基礎。社會資本意指「個

體或特定群體在社會網絡中投資、獲取、以及使用資源以得到回饋」的過程(Kadushin, 2004; Lin, 
2001)，可分為三種次成份，包括社區感( sense of community )、居民參與( citizen participation )、以

及環境依附，其中社區感定義為與居住區域其他成員連結的感受程度，包括相互關照、共有的價值

觀、對於社區事務高度關心(Goodman, et al., 1998)，災難常常破壞居民的社區感(Abramowitz, 2005; 
Erikson, 1976; Kaniasty & Norris, 2004)；然而在某些災難後，社區居民反而形塑出更高度之社區感

(Edelstein, 1988)。 居民參與意指社區居民對於正式組織行為的參與，如宗教儀式、學校與住宅組

織、守望相助隊、及其他自助團體(Perkins, Hugley, & Speer, 2002; Wandserman, 2000)，Pferfferbaum、

Reissman、Pfefferbaum、Klomp 及 Gurwitch(2005)認為社區參與透過以下兩種歷程促進社區復原力：

第一、透過參與，成員間有機會能對於個體間歧異性、能力以及興趣較瞭解；第二、能促進領導、

團隊合作、清楚組織架構、明確角色定義、與其他社區關係的定義。故社會資本為災後重建重要的

促發因子，其中環境依附為其中主要成分，另外亦包括社區感及居民參與。此外，訊息與溝通對於

組織於災難中或災難後採取適應行為而言極為重要(Comfort, 2005)，因此在災難發生前，對於災難

的認知以及風險評估對於社區重建及復原而言相當關鍵(Longstaff, 2005)。Berley 等人(2007)認為環

境依附與認同包括四個交互相關的刺成份，包括：(1)情感連結：個體對於環境中歷史、他人與環

境、以及與自我概念連結後產生的情緒連結；(2)安適感受：環境能夠提供個體或群體基本生活資

源與安全；(3)環境認同：經由安全感以及情感連結交互後對於環境產生之認同感；(4)環境依賴：

個體或群體對於環境中生理、心理、或社會性的結合而產生之相互依存關係。Cottrell(1976)認為社

區能力中包括四項行動與決策能力：(1)(1)(1)(1)(1)有效集體辨認社區中問題與需求；(2) 完成關於

目標與重要事項的工作共識；(3) 對於完成目標的方式具有共識；(4) 能夠共同、有效率的完成目

標。將社區能力與災難後重建連結，則社區能力與防災與備災行動有關(Benight, 2004; 社區復原力

概念圖參考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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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Norris 等人(2008)社區復原力理論概念圖 
節錄自Norris et al. (2008). Community Resilience as a Metaphor, Theory, Set of Capacities, and Strategy 

for Disaster Readi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41(1), 127-150. 
 

環境中上述社會資本在災難發生前皆是相對穩定的(Norris, et al., 2008)，Giddens(1990)認為環

境中的成員對於這種具有穩定社會資本的安全感受為形成「本體安全( ontological security )」的重

要基礎，本體安全意即多數個體對於環境中自我認同感以及社會行為和物質的連續性( continuity )
感受；本體安全能夠影響個體對於人事物的穩定感受、信任感。早期研究便指出許多心理疾病(例
如，精神分裂症，Laing, 1965)與本體安全的喪失或未妥善建立有關，而天災過後常與居民本體安

全的喪失有關(Giddens, 1990; Hawkins & Maurer, 2010; Mitzen, 2006)，受災居民常對於常態性的社

會行為感到不信任與不可靠，同時對於個人的生理、心理、社會環境安全與可靠程度下降，因此產

生對於生計、生活、社會的焦慮感受，久而可能產生心理疾病(Giddens, 1991)，是故，對於社會資

本的穩定預期及信任以增進居民本體安全為因應災後不確定焦慮感受的有效保護因子(Hawkins & 
Maurer, 2010)。 

由上述文獻回顧可知，居民對於環境景觀之依附與認同對於自我概念之建構有關，而環境依

附與認同包含於社會資本中，社會資本除環境依附與認同外，亦包含社區感及居民參與，個體或環

境中居民對於社會資本感受到的穩定、安全感受能產生環境中居民之本體安全感，而本體安全感對

於災後因應環境、心理、生理因素之不確定性具有保護作用，能降低心理疾病的發生，且能做為對

於災難風險評估、有效訊息與溝通能力，以及防災備災具體行動之基礎。 
八八風災重創南台灣山區居民環境、心理、生理生活，嚴重影響居民本體安全感，但目前研

究尚無針對受災居民之環境依附、災難評估、以及防災備災行為之有效量表以作為災後環境、心理、

生理重建之參考，故本研究目的為以居民角度出發，兼採理論內涵，利用「樣版分析法(template 
analysis, Crabtree & Miller, 1999; Ericsson & Simon, 1993)」設計一能用以評估災後受災居民環境依

社會資本 

經濟發展 社區能力 

訊息與溝通 

環境依附與認同 社區參與 

社區感 

防災與備災 

災難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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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災難評估、以及防災備災行為之客觀環境心理社會量表。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內容分析法，對於八八風災災民進行深入訪談，彙整訪談資料後，依據理論進行歸納

整理，以獲得預期能整合居民經驗與理論意涵之環境心理社會量表。以下研究方法介紹研究之研究

對象，包含受訪者；研究之研究工具，包含研究者；研究程序；以及資料分析方式。 
研究對象 

受訪者為高雄縣寶來村及多納村居民共四名，寶來村民兩位、多納村民兩位，皆為女性，年

齡 40~60 歲，已婚，居住地、戶籍地皆為兩村。多納村兩名受訪者職業皆為家管；寶來村兩名受

訪者一名為市場小販、一名為觀光業。所有受訪者在受訪前皆接受研究知情同意；受訪後皆獲得新

台幣五百元之回饋。 
研究工具 

研究者包括訪談員、逐字稿整理人員、專家小組。 
訪談員：兩名受訓後碩士級研究人員，依據專家小組擬訂之開放式晤談大綱(附錄一)對受訪者

進行深入訪談。 
逐字稿整理人員：兩名研究助理依據訪談員錄音檔，逐字整理為逐字稿文字檔。 
專家小組：小組由研究領域涵蓋環境心理社會理論之學術人員組成，定期會議討論晤談大綱

及整理彙整逐字稿，小組由一名教授、兩名助理教授組成。 
研究程序 

分為晤談大綱訂定、晤談者訓練、深入晤談、逐字稿整理、樣版分析、以及檢討並賦予理論

意涵(圖 2.)。 
晤談大綱訂定：專家小組於八八風災後組成，依據災後環境心理社會重建理論意涵(Burley, et al., 

2007; Giddens, 1990; Norris, et al., 2008)訂定開放式晤談大綱，旨在收集受災居民親身、豐富之獨特

經驗。 
晤談者訓練：由專家小組徵求兩名合格之晤談人員，給予一小時之晤談計巧、理論建構之訓

練。 
深入晤談：由兩名晤談者分別單獨與受訪者進行晤談，兩名晤談員皆於兩村進行晤談。過程

包括自我介紹、給予知情同意、依據開放式晤談大綱予以晤談、晤談後給予回饋，為時約 120 分鐘，

誤談過程予以錄音。 
逐字稿整理：由兩名研究助理依據晤談錄音檔逐字整理為逐字稿文字檔，兩名研究人員交叉

檢查核對無誤後送專家小組分析。 
樣版分析：由專家小組依據災後環境心理社會重建理論範疇，分為環境依附、災難風險評估、

以及防災備災行動三大類，將居民經驗予以歸納，並轉換為量表格式。 
賦予理論意涵：由專家小組依據災後環境心理社會理論範疇，將居民經驗未包含之理論範疇，

與晤談者重新核對，並自行設計量表題項。 
 

資料分析 

內容分析法(附錄一)：依據晤談者錄音整理為逐字稿，由專家小組依據理論意涵將居民經驗整

理彙整至理論範疇中，事後依理論定義補足居民經驗未能編列題目之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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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研究流程圖 
1：參與人員為專家小組；2：參與人員為晤談者；3：參與人員為研究助理 

 
研究結果 

研究結果分為依據晤談資料彙整分類至理論範疇資料以及依據理論增修訂之題項： 
 

晤談資料彙整 
 

依據理論將內容分析類別分為：(一甲 a) 社會資本：環境依附與認同-情感連結、(一甲 b) 社會

資本：環境依附與認同-安適感、(一甲 c) 社會資本：環境依附與認同-環境認同、(一甲 d) 社會資

本：環境依附與認同-環境依賴，(一乙) 社會資本：社區感，(一丙) 社會資本：社區參與；(二) 災
難風險評估；(三) 防災與備災。結果分列於下： 

晤談大綱訂定 1 

晤談者訓練 2,1  

深入晤談 2  

逐字稿整理 3  

樣版分析 1 

賦予理論意義 1 

自我介紹 

知情同意 

給予晤談 

給予回饋 

訂定題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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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甲 a) 社會資本：環境依附與認同-情感連結 
此部分晤談主要以受訪者與家人互動、受支持的情緒感受為主。如寶來村災民：「…只是會煩

惱孩子在外面變壞，那個時間都是過渡時間，有時候他爸爸對小孩教育比較重視，會跟孩子說怎樣
怎樣，都是爸爸再跟孩子督導，會跟孩子說…」；或多納村災民：「…嗯，對。跟我老公【一起住】
而已，就彼此幫忙。…」。歸納出題項「1. 我家庭中的成員能夠彼此照應與關懷。」、「2. 我的老公

/老婆在教養小孩上幫了我很大的忙。」、「3. 我的家庭能夠提供我情緒的支持。」(見表 1.)。 
 
(一甲 b) 社會資本：環境依附與認同-安適感 
此部分晤談主要以受訪者主觀認為地方經濟能夠供應生活需求之程度。如寶來村災民：「…因

為我們想染布一直染下去也不是辦法，看有沒有辦法變成商品，才有用，所以有申請這樣的課…再
來就是針對一些那個媽媽的部份，我們想要上一個，之前我們有辦一個把他們自己做的稞拿出來，
我們一直在思考說，這些稞他都沒有添加防腐劑，不易保存，那我們申請要上幾堂課…那縣政府他
們有要做兩三個溫泉 

 
表 1. 災民社會資本：環境依附與認同-情感連結摘要表 

居住地 
寶來村 多納村 

…先生跟兩個小孩，不過現在兩個小孩在外

面念書，沒住家裡，禮拜五下午坐校車回來，

一個在大寮，一個在高樹，坐校車回來，禮拜

天下午坐校車出去…只是會煩惱孩子在外面變

壞，那個時間都是過渡時間，有時候他爸爸對

小孩教育比較重視，會跟孩子說怎樣怎樣，都

是爸爸再跟孩子督導，會跟孩子說，譬如說他

在外面會主動打電話給孩子，他不會主動打回

來，都他爸爸會打回來問候，因為他爸爸比較

重視小孩子溝通，和他們比較有在，就是不會

因為孩子在外面就隨便他們，還是會給他們關

心… 

…那你現再加裡面是一個人住嗎?還是跟誰

住?…受訪者：嗯…一個人。…訪員：一個人?…
受訪者：嗯，對。…訪員：那家裡有沒有兄弟姐

妹?…受訪者：嗯，有阿!可是都沒有住在一起。

…訪員：喔，所以你現在一個人在多納這邊?…
受訪者：嗯，對。跟我老公而已，就彼此幫忙。…

訪員：喔老公吼?…受訪者：嗯對。那公公婆婆

是住在下面。…訪員：下面…也是多納村?…受

訪者：也是多納村呀!也是第五鄰。就是我住這

邊，他住那邊這樣子。…訪員：嗯嗯，那有幾個

小朋友?…受訪者：還沒有。 

題項摘要 
1. 我家庭中的成員能夠彼此照應與關懷。 
2. 我的老公/老婆在教養小孩上幫了我很大的忙。 
3. 我的家庭能夠提供我情緒的支持。 

 
井，實驗井，還沒做，只是打算開始要做，所以可能未來會因為那個工程比較大，就留給他們傷腦
筋了…」；或如多納村災民：「…就我先生在賺錢阿，就是因為做這個工作，教會的，所以就有那個
薪水阿，就是他的薪水來養我們…」。歸納出題項「4. 目前地方上的經濟能夠滿足我的生活需求」、

「5. 家中成員能夠提供足夠家庭生活的薪水」、「6. 政府提供的經濟建設(如：溫泉、觀光)對於我

的經濟生活幫助很大」(見表 2.)。 
 
(一甲 c) 社會資本：環境依附與認同-環境認同 
晤談資料未包含此範疇之資料。 
 
(一甲 d) 社會資本：環境依附與認同-環境依賴 
晤談資料未包含此範疇之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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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乙) 社會資本：社區感 
晤談資料未包含此範疇之資料。 
 
(一丙) 社會資本：社區參與 
此部分晤談主要以受訪者認為地方宗教活動局舉行與居民參與程 
 
 

度。如寶來災民：「…沒有，我比較相信我自己，我覺得所有宗教是在勸人家好，但是重點是在帶
領的人，她是不是夠好，他如果夠好，可能會讓你的宗教夠好…」；或如多納災民：「…有，我們是
基督婦女安息日會…這邊都是兩個基督教嘛，可是不一樣的，一個長老，一個基督婦女安息會…」。

歸納出題項：「7. 宗教對於我的心靈平靜有很大的幫助。」、「8. 宗教勸人向善，所以對於地方安定

的幫忙很多。」、「9. 教會集會等宗教活動是凝聚地方力量重要的方式。」(見表 3.)。 
(二) 災難風險評估 
此部分晤談主要為居民對於此次災害的原因評估，藉以推論後續對於災難發生時之風險評估。

如寶來村災民：「…突然間下太多的雨， 
表 2. 災民社會資本：環境依附與認同-安適感摘要表 

居住地 
寶來村 多納村 

…因為我們想染布一直染下去也不

是辦法，看有沒有辦法變成商品，才有

用，所以有申請這樣的課，最近要上

了，還有一個禮拜三的電腦課，因為我

們山上都不會電腦很辛苦，最近有申請

到一個人力，一直應徵不到一個會文書

處理的人，所以有申請一個這樣的課，

最近要上了，再來就是針對一些那個媽

媽的部份，我們想要上一個，之前我們

有辦一個把他們自己做的稞拿出來，我

們一直在思考說，這些稞他都沒有添加

防腐劑，不易保存，那我們申請要上幾

堂課，看專家怎麼教他們不論在形狀上

或是口感上做一個改良，看能不能當成

伴手禮，目前有找到一個老師，只是不

曉得時間能不能配合，因為他只有禮拜

五早上能來上課，所以現在還在談…現

在離溪邊的可能就是不繼續找了，那縣

政府他們有要做兩三個溫泉井，實驗

井，還沒做，只是打算開始要做，所以

可能未來會因為那個工程比較大，就留

給他們傷腦筋了… 

…就我先生在賺錢阿，就是因為做

這個工作，教會的，所以就有那個薪水

阿，就是他的薪水來養我們… 

題項摘要 
4. 目前地方上的經濟能夠滿足我的生活需求。 
5. 家中成員能夠提供足夠家庭生活的薪水。 
6. 政府提供的經濟建設(如：溫泉、觀光)對於我的經濟生活幫助很大。 

一直都沒有停，那原來一些也都，就是那個野溪阿，他太多樹枝死掉了，然後都沒有去把他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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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得很順，那下雨的時候，會形成小的堰塞湖，一直淤積淤積，然後就啪啦下來了…」；或如多納

村災民：「… 
 

表 3. 災民社會資本：社區參與摘要表 

居住地 
寶來村 多納村 

…沒有，我比較相信我自己，我覺

得所有宗教是在勸人家好，但是重點是

在帶領的人，她是不是夠好，他如果夠

好，可能會讓你的宗教夠好，如果不夠

好，你的宗教在多好還是好不起來，所

以我甚麼教都可以信，但是要我虔誠，

我可能沒辦法，我覺得很多人問我說，

新開部落那邊死那麼多人，晚上開過

去，但是我覺得不是我害他的，為什麼

不敢開過去，所以有時候覺得問心無愧

就好了，對得起自己就沒甚麼好怕的…

…有，我們是基督婦女安息日會…

這邊都是兩個基督教嘛，可是不一樣

的，一個長老，一個基督婦女安息會… 

摘要 
7. 宗教對於我的心靈平靜有很大的幫助。 
8. 宗教勸人向善，所以對於地方安定的幫忙很多。 
9. 教會集會等宗教活動是凝聚地方力量重要的方式。 

 
因為這次風吹的很奇怪、真的很奇怪，左右左右，因為我睡的房間，我家是像它那樣子，像它那樣
子…那個雨水是從那邊那樣打過來，這樣子，然後大概下午的時候就往後面，所以我的房間、二樓
就全部都積水。嗯，對，而且這個雨水很奇怪喔，是左右左右斜…」。歸納出題項「10. 這次風災

主要的原因是雨量過多以及山區的野溪因為枯枝過多而形成堰塞湖。」、「11. 這次風災的主要原因

是風向異常。」、「12. 這次風災的主要原因是政府水利政策錯誤(如：越域引水)。」(見表 4.)。 
(三) 防災與備災 
晤談資料未包含此範疇之資料。 

表 4. 災民災難風險評估摘要表 

居住地 
寶來村 多納村 

…突然間下太多的雨，一直都沒有停，那原

來一些也都，就是那個野溪阿，他太多樹枝死掉

了，然後都沒有去把他整理得很順，那下雨的時

候，會形成小的堰塞湖，一直淤積淤積，然後就

啪啦下來了… 

…因為這次風吹的很奇怪、真的很奇怪，

左右左右，因為我睡的房間，我家是像它那樣

子，像它那樣子…那個雨水是從那邊那樣打過

來，這樣子，然後大概下午的時候就往後面，所

以我的房間、二樓就全部都積水。嗯，對，而且

這個雨水很奇怪喔，是左右左右斜、然後又加上

那個風喔… 
摘要 

10. 這次風災主要的原因與量過多以及山區的野溪因為枯枝過多而形成堰塞湖。 
11. 這次風災的主要原因是風向異常。 
 

 
增修訂題項 



 

 422

 
整理彙整題目後由專家小組利用理論意涵修正或補足晤談未包含之題項範疇(原始題目見表

5.)： 
 

(一甲 a) 社會資本：環境依附與認同-情感連結 
因考量環境依附與認同中情感連結包括居住區域中人事物之情感關係，而晤談僅包含家庭情感

連結，故綜合原始題項 1.、2.、3.，改列題項「1. 我居住的地方可以讓我有美好的回憶。」；並依

理論增訂提項「2. 我居住的地方可以交到朋友。」、「3. 我所居住的地方的氣氛很想童年實居住環

境的氣氛」、「4. 我寧願住在一個與我現在居住地相似的地方」、「5. 我所居住的地方是我自己的房

子」。 
 

表 5. 樣版分析晤談摘要原始題項表 

理論範疇 題項 

社會資本：環境依附與認同

-情感連結 

1. 我家庭中的成員能夠彼此照應與關懷。 
2. 我的老公/老婆在教養小孩上幫了我很大的忙。 
3. 我的家庭能夠提供我情緒的支持。 

社會資本：環境依附與認同

-安適感 

4. 目前地方上的經濟能夠滿足我的生活需求。 
5. 家中成員能夠提供足夠家庭生活的薪水。 
6. 政府提供的經濟建設(如：溫泉、觀光)對於我

的經濟生活幫助很大。 

社會資本：社區參與 7. 宗教對於我的心靈平靜有很大的幫助。 
8. 宗教勸人向善，所以對於地方安定的幫忙很

多。 
9. 教會集會等宗教活動是凝聚地方力量重要的

方式。 
災難風險評估 10. 這次風災主要的原因與量過多以及山區的野

溪因為枯枝過多而形成堰塞湖。 
11. 這次風災的主要原因是風向異常。 
12. 這次風災的主要原因是政府水利政策錯誤

(如：越域引水)。 

 
(一甲 b) 社會資本：環境依附與認同-安適感 

因考量題目便於閱讀，將原始題項 4.修訂為「6. 我所居住的地方能夠提供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東

西。」，因原始題項 5.與 4.之性質雷同，故予以刪除，因原始題項 6.所提及之經濟建設可能限於某

些地區，考量量表的可運用性，予以修訂為「7. 政府提供的就業及創業輔導對我的生活重建有幫

助」；此外依據理論增訂「8. 住在這，我感覺舒適。」、「9. 住在這，我感覺安全。」、「10. 政府提

供的災後福利補助方案對我的生活重建有幫助。」、「11. 我滿意目前的硬體(如學校、交通等)」重

建工作。 

 
(一甲 c) 社會資本：環境依附與認同-環境認同 
此範疇因晤談資料未涵蓋，由專家小組一理論義涵編訂題項「12. 我所居住的地方曾是我的祖

先居住過，對我來說很重要。」、「13. 我所居住的地方讓我感到驕傲。」、「14. 我所居住的地方讓

我覺得像個都市人。」。 
 
(一甲 d) 社會資本：環境依附與認同-環境依賴 
此範疇因晤談資料未涵蓋，由專家小組一理論義涵編訂題項「15. 我所居住的地方可以得到祖



 

 423

先／祖靈的保佑。」、「16. 我所居住的地方可以讓祖先的傳統延續。」、「17. 我所居住的地方有可

以提供耕種的土地。」、「18. 我所居住的地方能提供我賺錢/工作的機會。」。 
 
(一乙) 社會資本：社區感 
此範疇因晤談資料未涵蓋，由專家小組一理論義涵編訂題項「19.我所居住的地方有可以提供給

我財務資源的朋友」、「20. 我所居住的地方有我喜歡的鄰居」、「21. 我所居住的地方可以得到各種

不同形式的協助。」、「22. 我現在住在一個我想要的氣氛的地方。」 
 
(一丙) 社會資本：社區參與 
考量避免題項對於閱讀者之模糊性，將原始題項 7.修訂為「23. 宗教信仰對於我的心靈平靜有

幫助。」、將原始題項 9.修訂為「24. 宗教活動是凝聚地方情感的重要方式。」、考量原始題項 8.
與 7.之性質雷同，予以刪除；此外依據理論增訂「25. 我所居住的地方可以滿足我的宗教信仰」、「26. 
我所居住的地方可以讓我隨時去教堂/寺廟」、「27. 我所居住的地方可以舉行祭典」。以上題項([一
甲 a]至[一丙])皆為李克特氏 4 點量表，同意程度由低至高為：非常不同意、不同意、同意、非常

同意。 
 
(二) 災難風險評估 
因考量災難對於受災區域以及災難類型間的獨特性，故刪除原始題項 10.、11.、12.；依據理論

增訂題項「28. 供給將會被中斷(如電力、電話、水等)」、「29. 除了自家房屋外，部分資產將會受

到嚴重的損害」、「30. 你的自家房屋將會受到嚴重的損害」、「31. 你或一些你愛的人會受到傷害(受

傷或死亡)」。作答方式包括回應發生可能性以及主觀擔心程度，皆為李克特氏 4 點量表，發生可能

性同意成度由低至高為：非常不可能、不可能、可能、非常可能；擔心程度由低至高為：非常不擔

心、不擔心、擔心、非常擔心。 
 
(三) 防災與備災 
此範疇因晤談資料未涵蓋，由專家小組一理論義涵編訂題項「32.讓收音機保持可使用狀態」、「33. 

準備好手電筒及蠟燭」、「34. 緊急照明及乾電池或提燈」、「35. 準備五天的口糧」、「36. 準備口服

糖漿包／明礬」、「37. 準備至少五天的乾糧及嬰兒食品」、「38. 儲存乾淨飲用水」、「39. 準備緊急

急救箱」、「40. 準備防水的衣物及貴重物品、雨傘和竹條(以防範蛇)」、「41. 你有參加模擬訓練

嗎？」、「42. 你準備好任何撤離的工具嗎？」、「43. 你知道附近有無任何避難所嗎？」、「44. 你知

道怎麼準備臨時避難屋？」、「45. 你有於泛濫前查實是否有將沙袋放至於河岸嗎？」、「46. 你有參

加位於河岸邊的樹木造林嗎？」、「47. 你有參加社區的水災防範討論會嗎？」、「48. 水災警報之

前，你有將貴重物品安全地存放好嗎？」、「49. 當水災再度來臨時，你是否已做好自家住宅的防

範措施？」、「50. 於水災季前，你是否已收成完畢？」、「51. 你有參加學校／非政府組織／政府組

織為建立水災防範措施而開的討論會？」。作答方式為針對問題評估是、否、或不確定。 
 
量表一甲 a 至一丙部分題項未避免受試者對於概念具有反應傾向，將題項隨機重新安排(修訂題

目見表 6.)。 
後續研究目標 

本研究試圖探討災民環境依附及認同、社區感、以及社區參與等社會資本對於災難風險評估、

防災備災行為之促發效果，但目前研究尚無妥善評估以上變項之客觀量表，本研究採樣版分析法，

結合災民獨特經驗以及理論建構初步完成環境心理社會量表，目前擬以此量表具體施測於受災民眾

社區，以瞭解研究欲探討之動態關係，藉以作為災後心理社會環境重建之參考依據，且進一步檢驗

此量表之信效度。 
研究困難與解決方式 

本研究目前設計融合災民經驗與理論意涵之環境心理社會量表雖經專家小組密集修訂，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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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及表面效度；但經由質化分析之題項仍有主觀之疑虞，故需輔以後續具代表性樣本之施測，以

呼應目前理論之假設，進一步確認量表之建構效度。 

 

表 6. 增修訂後環境心理社會量表理論意涵及題項 

理論範疇 題項 

社會資本：環境依附與認同

-情感連結 1  

6. 我所居住的地方是我自己的房子。※ 
8. 我所居住的地方可以交到朋友。※ 
10.我所居住的地方可以讓我有美好的回憶。* 
18.我所居住的地方的氣氛很像童年時居住環境。※ 
19.我寧願住在一個與我現在居住地相似的地方。※ 

社會資本：環境依附與認同

-安適感 1  

1. 我所居住的地方能夠提供日常生活中所需要。* 
21.住在這，我感覺舒適。※ 
22.住在這，我感覺安全。※ 
23.政府提供的災後社會福利補助方案對我的生活重建有

幫助。※ 
24.政府提供的就業及創業輔導對我的生活重建有幫助。* 
25.我滿意目前的硬體(如交通、學校等)重建工作。※ 

社會資本：環境依附與認同

-環境認同 1  

7. 我所居住的地方曾是我的祖先居住過，因此對我來說很

重要。※ 
9. 我所居住的地方讓我感到驕傲。※ 
17.我所居住的地方讓我覺得像個都市人。※ 

社會資本：環境依附與認同

-環境依賴 1  

11.我所居住的地方可以得到祖先／祖靈的保佑。※ 
12.我所居住的地方可以讓祖先的傳統延續。※ 
4. 我所居住的地方有可以提供耕種的土地。※ 
5. 我所居住的地方能提供我賺錢/工作的機會。※ 

社會資本：社區感 1  19.我所居住的地方有可以提供給我財務資源的朋友。※ 
20. 我所居住的地方有我喜歡的鄰居。※ 
21. 我所居住的地方可以得到各種不同形式的協助。※ 
22. 我現在住在一個我想要的氣氛的地方。※ 

社會資本：社區參與 1  23. 宗教信仰對於我的心靈平靜有幫助。* 
24. 宗教活動是凝聚地方情感的重要方式。* 
25. 我所居住的地方可以滿足我的宗教信仰。※ 
26. 我所居住的地方可以讓我隨時去教堂/寺廟。※ 
27. 我所居住的地方可以舉行祭典。※ 

災難風險評估 2  28. 供給將會被中斷(如電力、電話、水等)。※ 
29. 除了自家房屋外，部分資產將會受到嚴重的損害。※ 
30. 你的自家房屋將會受到嚴重的損害。※ 
31. 你或一些你愛的人會受到傷害(受傷或死亡)。※ 

*  依據晤談資料摘要，考量題項便於施測予以修訂； ※ 晤談資料未包含，依據理論範疇予以增

訂。 
1：李克特氏四點量表，同意程度由低至高：非常不同意、不同意、同意、非常同意。 
2：李克特氏四點兩表，分為發生可能性及擔心程度，可能性由低至高：非常不可能、不可能、可

能、非常可能；擔心程度由低至高：非常不擔心、不擔心、擔心、非常擔心。 
表 6. 增修訂後環境心理社會量表理論意涵及題項(續) 

理論範疇 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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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與備災 3  32.讓收音機保持可使用狀態。※ 
33. 準備好手電筒及蠟燭。※ 
34. 緊急照明及乾電池或提燈。※ 
35. 準備五天的口糧。※ 
36. 準備口服糖漿包／明礬。※ 
37. 準備至少五天的乾糧及嬰兒食品。※ 
38. 儲存乾淨飲用水。※ 
39. 準備緊急急救箱。※ 
40. 準備防水的衣物及貴重物品、雨傘和竹條(以防範蛇)。

※ 
41. 你有參加模擬訓練嗎？※ 
42. 你準備好任何撤離的工具嗎？※ 
43. 你知道附近有無任何避難所嗎？※ 
44. 你知道怎麼準備臨時避難屋？※ 
45. 你有於泛濫前查實是否有將沙袋放至於河岸嗎？※ 
46. 你有參加位於河岸邊的樹木造林嗎？※ 
47. 你有參加社區的水災防範討論會嗎？※ 
48. 水災警報之前，你有將貴重物品安全地存放好嗎？※ 
49. 當水災再度來臨時，你是否已做好自家住宅的防範措

施？※ 
50. 於水災季前，你是否已收成完畢？※ 
51. 你有參加學校／非政府組織／政府組織為建立水災防

範措施而開的討論會？※ 

※ 晤談資料未包含，依據理論範疇予以增訂。 
3：作答方式：是、否、不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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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災民開放式晤談大綱 

一、生活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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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你試著回想一下「88 風災前」您的一些生活狀況。 
1. 您的身體情況呢？有沒有什麼病痛? 
2. 有沒有什麼煩惱或對什麼有心裡面不舒服的感覺？或是任何擔心的事情？ 
3. 您都怎麼過生活？怎麼賺錢？ 
4. 有沒有想過說生活為了什麼？ 
5. 您的宗教是什麼？有什麼習俗禮儀可以聊聊？ 
 

現在再請你試著回想一下「88 風災後」您的一些生活狀況。 
1. 您的身體情況呢？有沒有什麼病痛？ 
2. 有沒有什麼煩惱或對什麼有心裡面不舒服的感覺？或是任何擔心的事情？ 
3. 現在您都怎麼過生活？怎麼賺錢？ 
4. 現在有沒有想過說生活是為了什麼？ 
5. 您的宗教是？有什麼習俗禮儀可以聊聊？現在風災後有沒有什麼不一樣？ 
6. 你覺得風災前後村子裡面有沒有什麼大的變化？人或事物？ 
7. 您的家園怎麼重建或恢復？ 
 
二、災難歸因 
1. 你覺得 88 風災的發生原因是什麼？ 
2. 如果想不出來的話，這裡有些選項，您可以試著參考看看:超大雨量、大規模山崩、越域引水、

土石流、淹水、濫墾濫伐木、砂石廠？……或者其他任何你覺得可能的原因？ 
 
三、重建困難 
1. 您覺得目前對於生計、文化、以及您家園重建/安置所感到最大的威脅是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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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 志工、學生志工、社區志工之工作效能 

 
一、前言 

 

  最近幾年來，志工已經變成了一個越來越多人投入的服務行列，尤其如2009在高雄舉辦的世界

運動會，更是因為透過了志工的參與、協助，才能夠很圓滿的達成，而我們也可以發現在越來越多

的地方都能夠看到志工的身影，像是災區、偏遠地區、義消義警…. 等等。而如此日趨龐大的人力

資源，背後出了顯示出需要更有效的管理之外，如何能夠更善用這個資源，已達到不浪費、有效率，

似乎也應該是另一個重要的課題。 

 

  以往，成為志工的方式十分模糊，只要個人有意願，亦能找到適當的地方提供服務即可，隨著

政府「祥和計畫」的明文規範，以及越來越多的非營利團體（後以NGO團體表示）統籌，成為志工

的的界線慢慢變的明顯，必須受到24小時的訓練後，方能成為一位受到認可的合格志工；也漸漸擺

脫過去不知如何尋找提供服務的地方，大多數的NGO團體透過申請為志工使用單位，以招募的形式

來結合每一個有意願投入志工工作的人員，亦藉由團隊合作來激盪出更大的力量，使得志工此資源

慢慢由不浪費往有效率邁進。但NGO團體在使用志工資源的過程中，往往沒有特別的去評估服務的

效能，因此，如何來判斷或是評估一位志工的工作效能，是研究者感興趣的問題。 

 

  而志工也能夠依照組成、任務的不同而有所區分，如學生志工、教師志工、關懷志工、環保志

工…等，提供的服務雖不同，但所要達成的目標皆是要讓所服務的對象得到最大的幫助，若能進一

步來找到一個共同的指標來將不同性質志工服務的工作效能評估化成同一面向，以不同類型的志工

之工作效能差異之參照，就更能夠透過這樣的資料來當給不同類型志工不同的教育訓練的參考。於

此，研究者亦嚐試是否能更進一步為工作效能之比較。 

 

  但應該要以怎樣的條件來當成一個能夠客觀評估的指標呢？巫翔朝(2003)談到，人文素養是影

響品質文化的一個關鍵點，換言之，人文素養的高低與提供服務的效果高低有很高的相關性，此外，

也可以透過很多方式來評估人文素養的程度。且人文素養中涵蓋了對不同文化了解的程度及對多元

文化的包容性，這些部份同時也是對於志工的工作效能產生影響的，對不同文化了解的程度越高，

就能夠激盪出更不同的服務方向，對多元文化的包容性越高，能夠被服務到的對象也就越多。 

 

 

二、研究對象 

 

  研究者透過兩次工作坊的機會來對參與的人員收集資料，一次為在高雄縣茂林鄉的志工培訓工

作坊的成員，一次為在高雄醫學大學內舉辦的紙風車劇團志工工作坊的成員。樣本數一共有296位，

其中總共有69位男性、227位女性。 

 

三、研究方法 

 

  採用問卷來收集每位填表人的人文素養相關料，並將成員依組成的不同分成三組：學生志工、

社區志工及NGO志工，(學生志工係指參與茂林鄉志工培訓之全體學生，社區志工係指參與茂林鄉志

工培訓之社區居民，而NGO志工則為參與紙風車劇團工作坊之全數人員)，且為避免單使用量化方式

收集資料而造成不足，另外也在問卷內容加上相關的開放性問題，透過填表人的回答來收集質化的

資料來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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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卷內容包含人文素養問卷(包括心理社會分量表、文化藝術分量表、人文倫理分量表)、電腦

使用問卷、及災區參與問卷。 

 

四、分析結果 

  本次分析包括： 

甲、 學生志工、社區居民與 NGO 志工在人文素養問卷(包括心理社會分量表、文化藝術分量表、

人文倫理分量表)、電腦使用問卷、及災區參與問卷分數表現上之差異分析：獨立樣本單一因

子變異數分析 

乙、 性別對於人文素養問卷(包括心理社會分量表、文化藝術分量表、人文倫理分量表)、電腦

使用問卷、及災區參與問卷分數表現上之差異分析：獨立樣本單一因子變異數分析 

 樣本背景資料分配表 

變項 完成前測人數 % 

性質   

學生志工 65 22.0 

災區志工 30 10.1 

NGO 志工 201 67.9 

未報告 0 0 

性別   

男 69 23.3 

女 227 76.7 

未報告 0 0 

 

    
 

甲、 學生志工、社區居民與 NGO 志工在人文素養問卷(包括心理社會分量表、文化藝術分量表、

人文倫理分量表)、電腦使用問卷、及災區參與問卷分數表現上之差異分析：獨立樣本單一因

子變異數分析 

人文素養問卷 

 學生志工、社區居民與紙風車志工在人文素養問卷分數表現上差異達顯著(F )293,2(  = 12.363, P 

< .001)。其中學生志工分數(107.19)、NGO 志工分數(105.99)顯著高於社區志工分數(9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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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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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理社會分量表 

 學生志工、社區居民與紙風車志工在心理社會分量表分數表現上差異達顯著(F )293,2(  = 10.972, 

P < .001)。其中學生志工分數(35.86)、NGO 志工分數(35.25)顯著高於社區志工分數(3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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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社區

NGO

 
 

文化藝術分量表 

 學生志工、社區居民與紙風車志工在文化藝術分量表分數表現上差異達顯著(F )293,2(  = 10.078, 

P < .001)。其中學生志工分數(36.60)、NGO 志工分數(36.43)顯著高於社區志工分數(3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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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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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倫理分量表 

 學生志工、社區居民與紙風車志工在人文倫理分量表分數表現上差異達顯著(F )293,2(  = 15.344, 

P < .001)。其中學生志工分數(35.27)、NGO 志工分數(34.83)顯著高於社區志工分數(31.47)。 

人文倫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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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使用問卷 

 學生志工、社區居民與紙風車志工在電腦使用問卷分數表現上差異達顯著(F )293,2(  = 25.399, P 

< .001)。其中學生志工分數(36.15)、NGO 志工分數(36.47)顯著高於社區志工分數(2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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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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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區參與問卷 

 學生志工、社區居民與紙風車志工在災區參與問卷分數表現上差異達顯著(F )293,2(  = 9.717, P 

< .001)。其中學生志工分數(40.65)、NGO 志工分數(41.82)顯著高於社區志工分數(36.48)。 

災區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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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性別對於人文素養問卷(包括心理社會分量表、文化藝術分量表、人文倫理分量表)、電腦

使用問卷、及災區參與問卷分數表現上之差異分析：獨立樣本單一因子變異數分析 

 性別對於各依變項影響(人文素養問卷[包括心理社會分量表、文化藝術分量表、人文倫理分量

表]、電腦使用問卷、及災區參與問卷分數)皆未達顯著。 

 

五、討論 

 

  可以明顯看到，若以不同群體的志工（學生、社區及 NGO 志工）來看，都會在各個依變項（人

文素養問卷[包括心理社會分量表、文化藝術分量表、人文倫理分量表]、電腦使用問卷、及災區參

與問卷分數）看到顯著的差異，結果皆為社區志工的得分最低，可能是受以下的情況影響： 

1. 在施測的時間點上，三個不同群體的志工裡，社區志工當時本身可能就是受災戶，在食衣

住行…等等維持生存的條件不像往常的充裕下，對於人文素養的需求便無法再維持以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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狀態，而在學生及 NGO 志工方面，災害對他們的影響並不明顯。 

2. 學生志工皆為大學學生，而 NGO 志工部分普遍成員的學歷都在高中職以上，但社區志工部

分的學歷相對的沒有與學生、NGO 志工達到相同水平，所以在不同的學歷水平影響上，使

得人文素養的得分上面呈現出差異。 

 

  此外，在將三個群組比較前，我們曾試著把學生志工與社區志工兩群組合併後來 NGO 志工做比

較，會做這樣的嚐試是因為學生及社區志工是在同一個時間點施測（參與同一個工作坊），而 NGO

志工部分則是另一個工作坊中施測；而這樣比較後的結果顯示，NGO 志工的得分都是顯著高於學生

及社區志工組，將這樣的結果再回來與分成三個群組的比較結果做比對，可以發現的是，當學生組

獨立與 NGO 組比較，兩者的差異並不顯著，所以社區組的得分是明顯偏低的。 

 

  在評估會影響得分的兩個因素後，雖然學歷部份有可能會影響到，但更大部份可能是來自更迫

切的生存條件之影響，畢竟，若社區志工本身已無法維持自己甚至家庭的生活時，對於人文素養的

維持勢必會被忽略，也難以抽出時間來幫助其他的鄰居、朋友及族人，即便是能夠繼續投入志工的

工作，其服務的品質也是會受到影響的。 

 

  另外，在性別對各依變項的影響上面，不能排除是因為收集到的資料男女性比例不平衡，而使

造成在性別的變項上面呈現出沒有顯著差別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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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風災在地志工緊急救援危機處理工作模式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助理教授        駱慧文 

高雄醫學大學心理系助理教授        莊勝發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工業教育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張松山 
壹、緣起 

2009年「八八莫拉克風災」後，跟著影響的是災難社會型態的轉變，其次則是對受災害類型的不同衝擊。災難發生後的緊急救災，

可分為救難、救援與重建三大階段，但不同的災難處境在不同階段有不同的因應策略，社區部落居民志工參與社會緊急救災之類型

也似乎更為多樣化。 

此次八八水災在嘉義縣和高雄縣的山區，造成對外聯絡道路交通、電信訊息完全中斷近一個月。而這樣與外界支援中斷的情景，真

的必須要由災區內部先啟動災難危機處理機制，或由鄉公所及村里鄰長等進行緊急人力資源的整合，或社區內的「守望相助隊」或

「救難隊」的人力來支援，其次才由這些緊急危機處理工作小組人員向外求救。啟動災區內部緊急救難工作，除了需要不同專業人

員外，其實還需要更多在地社區部落居民人力或志工出來守望相助，並且分工協助救難或救援工作。 

1999年臺灣發生百年罕見的九二一大地震，災害發生之際，國內外民眾同胞及救難團隊均有效地發揮救災無國界的大愛精神，冒險

犯難，奮不顧身，紛紛投入救災行列，發揮了最大的救災效能。但八八水災的重大災害發生後，有些區域災情過重，政府救災單位

調派不出足夠人力救援，此時若在地的社區鄰里居民能有經過適當訓練且具備自救、救人的基本技能者，至少能參與自我保護，甚

或進行簡易救援、緊急救護及災民收容等工作，如此將可發揮加速救災效率、減緩人命傷亡及減輕正規救災人員負擔等功能。(江

淑文,2004)但這次八八風災的災區，幾乎沒有一個確有比照  

社區緊急應變組織的運作模式的社區，也沒有一個社區有儲備這樣災難危機處理小組的人力。所以，大多數是當下緊急動員

由積極人士凝結社區居民，再組織志願救援團隊，然後協助社區緊急災害救援工作處理。 

本文主要是探討災區專業志工和社區志工的救援，並以八八水災社區緊急救災工作的經驗做回映。除了從緊急救災經驗文本

討論分析外，也建構社區部落志工災難緊急救援之工作模式，期能做為社區志工災害危機處理小組成員的工作模式參考及教

材。 

八八水災後的社會的確是需要重新培植能量，災後重建社區內的每個人都必須要重新學習，藉由服務學習賦權充能的過程才

能累積重建能力，唯有盡可能培力社區志工學習者，才能讓他們快速地站起來，也才能夠有效「助人」，讓社區有機會步入

再造之路。 

八八風災部落緊急救援經驗顯示，在大災害發生時，消防隊在第一時間能救出的災民大多在三成以下，多數還是需要靠社區

部落居民先啟動緊急危機小組在社區內即時進行救援和互助。因此，社區部落的災害防救能力如果不足，將是社區安全潛在

的大危機。 

本研究主要是探討社區部落志工在參與救災工作及服務安全之意識為何。然而，參與救援隊的志工，不論是「村長、貴族、

勇士」、「社區發展協會的婦女志工」、「衛生所專業醫療救護志工」、「外地急難救助隊志工」或其他類型組織之災害防

救志工，若要提升救災效能，在地化救災居民志工培育知能是很重要的，必須從下列幾方面落實執行：一、首先要凝聚社區

志工服務族人利他共識。二、整合善用社會救災資源，基於公平正義原則。三、加強救援訓練及服務學習。四、借重GO與NGO

組織學者專家合作救援。五、配合內政部志工人力輔導。六、致力永續經營。災難的預防重於緊急救難，要有「災難危機管

理」的概念，才是未來長期面對不可預測災變的應有態度！特別是，來自於社區部落在地化組織居民志工的災害防災、救災

能力之強化提升。 

政府必須重新思考如何結合災害防救科技及公私部門力量，以增進社區與民間組織防災、減災能力，因此可運用社區工作專

業方法，整合社區內外資源，建立社區災害防救輸送網絡。而凝聚「救災」要從「防災」的共識做起，必須激發社區居民建

立自救而後人救的觀念，使其共同致力自我社區抗災、避災、減災的預防措施。 

然而，社區緊急救災志工組織發展的具體工作為何？發揮的功能如何？未來社區志工服務之發展前景又如何？分析災難時，

社區部落如何啟動志工人力系統，緊急救援的層次、其志工角色進行工作方式為何？也探討未來防救災的志工規模與執行辦

法？本研究除論及上述問題，並以「社區」為核心導向，探討從歷次的災變經驗發現，當前社區部落公共安全問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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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志工救災的主要知能為何？ 

本研究之研究問題包括：一、社區部落居民志工緊急救災的工作認知、經驗意識為何？二、部落居民緊急救災傳承工作模式

為何？三、社區內部族群人力、資源分配、救災工作實施狀況如何？四、緊急救援志工組織的因應能力為何？五、未來再整

合培育成為社區救援志工隊的可行性為何？ 

貳、文獻探討 
近年來，全球的災難事件頻傳，到底誰能緊急在第一時間反應救援，並即時提供有利於人的危機處理？從消防人員、醫療人

員以外，還有誰的服務是非常重要，可以立即滿足人類緊急需求的服務？尤其當災難發生時，很多緊急狀況在社區是需要有

人立即緊急協助救災的，尤其是有很多人受傷害、溝通聯絡的通訊管道故障、道路塌壞或堵塞時，這些都將會阻止人類即時

通知求救，所以受災害的社區如有危機處理機制和人力，就可以立即啟動緊急救援服務。尤其是受災害的社區居民，將不得

不依賴相互幫助，以滿足其即時拯救生命和維持生命的需要。 

當災害危機來臨時，社區緊急應變小組可由在社區內的每一個家庭成員或鄰居來加入。其實，社區居民都會自動自發地志願

服務社區部落，甚至可以自發地相互幫忙。當社區發生天災後，有愛心且具人文關懷者都會試圖救人，當然，救難及救人生

命的工作這是要經過專業能力培育的，所以在社區內最好要有人通過培訓，如此社區才可以有效預防或有緊急應變的能力。 

國外文獻曾提出透過「社區緊急救援團隊」（Community Emergency Response Teams, CERT）培訓過的組織，恢復社區功能，

甚至與災民共同構思如何救援社區未來等做法，使災民有動力往前走，展望未來，如此，才有可能從低迷悲傷的氣氛中跳脫

出來，恢復生活秩序、讓災民感受到自己的存在感與重要性，這是「救援階段」的重要關鍵。(高永興2004; 洪雅莉2001) 

1985年，美國加州始有社區緊急反應小組的概念，開始有小組的設置因應和實施。1987年的地震，強調了面對重大災害的威

脅時，社區須全面性地組織人力，更確認了需要培訓社區內居民能力，解決他們在災難緊急處理的迫切需要。美國亦設立了

防災司，該培訓計畫之目的以訓練社區內居民、民間團體和政府組織人員共同成為一個有效能的防災團體。當時，社區意識

發起是一個很好的防救災具體行動，也可進一步加強社區居民或志工的知能。尤其是災難過程中，幫助他們了解準備防救災

及備災的責任與方法，增加了他們能夠安全地幫助自己、家人和鄰居的能力。 

 

參、 社區災害防救系統志工之概況 
根據國內魏雅蘭（2001）所定義之防災社區，係由社區進行災害預防、救災、備災在社區生活圈內，以及模擬演練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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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災害對社區相關影響知能的學習；換言之，防災社區是歷經組織訓練，而極具災變管理能力之社區，亦可說是能在災害發

生前預防，達到減少災害形成因子，在災害發生時緊急應變、互助互救，降低災難損失，並於災後迅速推動復原、重建與自

然災害共存的永續社區。 
從早期開始，有消防單位主導之社區災害防救義勇消防隊、鳳凰志工隊、婦女防火宣導隊、睦鄰救援隊。在中期，自發性社

區災害防救行動開始有些社區參與。近幾年來，則開始有防災社區式的災害防救推動，由農委會水土保持局推動土石流疏散

避難規劃演練。 

一、緊急救援社區志工的功能 
內政部消防署曾輔導救難團體，強化組織救援效能計畫，並指出為能有效運用民間人士的力量，依已發生或極具有發生可能

性的，例如：土石流、淹水、地震等災害救援，由消防機關（單位）或政府其他機關（單位）介入緊急救援人力，當無法於

災害發生初期進行搶救作業時，以發生地區周圍鄰近村里為一防護救援區域，組成緊急救援隊。再依任務編組快速進行災害

通報及初期搶救作業，藉以延伸災害處理觸角、強化民間處理災害能力，進而配合政府機制，致力投入緊急災害處理工作。

因此在災害發生時，緊急救援隊在區域工作須達成下列數點功能： 

（一）研判可能或曾發生河（溪）水暴漲，從上游至下游整個水系沿岸之村里。 

（二）研判可能或曾發生土石流，其行經路線和高影響的沿線之村里。 

（三）研判可能或曾發生淹水地區之村里。 

（四）曾發生地震並造成災害或處地震斷層帶上之村里。 

（五）其他依地區特性研判可能發生其他災害之村里。 

二、災害緊急救援志工組織的功能 
目前所謂的「睦鄰救援隊」（Neighbourhood Rescue Team, NRT），係指救災單位災害發生後，正規救災人員尚未及時抵達

災區進行搶救或災區過於廣泛，政府救災單位調派不出足夠救災人力進行救援前，由民間經過適當訓練之民眾進行簡易搜

救、障礙排除、滅火、止血包紮、檢傷分類等工作，以加速救災效率、減少人命傷亡及減輕正規人員負擔等效能，進而發揮

敦親睦鄰、守望相助精神之目的。例如：組織「睦鄰救援隊」，首先應以社區或聯合鄰近社區為核心，以生活共同圈之服務

輸送可近性、社區居民參與性及社會資源完整性做為規劃之範圍，進而結合民間團體或社區內的社區發展協會、救難團體、

義消、義警、義交、民防、社區巡守隊、鳳凰志工隊、慈濟工作隊、民間醫療院所及其他志願服務團隊50人以上，即可組成

「睦鄰救援隊」。籌組之前，務須先與當地消防機關聯繫洽辦，經由縣市消防局輔導、訓練、編組，並經內政部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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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授旗成立後，由消防局發給證書，正式納入消防機關的救援團隊。 

消防局所納入的睦鄰救援隊（NRT）其實與「社區內的志工隊」之功能有很大的差異，「睦鄰救援隊」與「社區巡守隊」均

屬社區居民的「自我保護」組織，惟前者旨在協助緊急災害之救援，因其成員曾經受過適當訓練且有必要之裝備，在遇到緊

急災害事故時，可以配合消防機關有效地執行搶救、滅火、急救、救助等工作，而後者旨在協助平時治安之維護，全力配合

警政機關保障居民享有「免於恐懼」的安寧生活。 

三、社區緊急救援志工的工作任務 
消防署的睦鄰救援隊（NRT）的編組架構為：每隊設隊長一人，副隊長一至三人，隊長任期二年且不連任，並依工作需要設

置滅火組、搜救組、醫療組及後勤組，每組設組長、副組長各一人。「睦鄰救援隊」之主要任務包括： 

（一）滅火組：負責使用滅火器撲滅簡易火災；在必要時，將居民撤離危險物品洩漏地區，並阻止居民進入。 

（二）搜救組：負責搜查結構未毀損的建築物，並在外表留下記號以資辨識；在搜索過程中營救出傷者，衡量傷者傷勢，將

傷者送往醫療站。 

（三）醫療組：負責設立安全且遠離危險情況的醫療站，為護送至醫療站的傷者做進一 步檢查；傷者病情如有變化，立即

更改傷者的傷情分類，協助將需要立即處理的傷者送往「重傷醫療中心」。 

（四）後勤組：負責提供其他各組所需物品、工具、糧食及水；支援其他各組做為後備隊員；並應設立通訊網，負責隊員之

間通訊聯絡、傳遞訊息給其他各組、隊員及支援單位。 

通常啟動緊急之救援目的為：（一）能使災害社區傷亡減至最低。（二）能使社區公共事務救援不受阻礙，順利進入救災。

（三）社區的商業活動能在災後迅速回復。（四）社區能與政府共同處理災害應變管理，亦能在無政府協助下獨立進行應變

行動。（五）社區於災後能迅速復原災前的情況，或以災前社區規劃之模式進行重建。 

四、NGO團體因應機制 
世界展望會定義災害發生後三個不同的因應機制，其中在災害預備的階段，最重要的是迅速回應並提供即時的需求滿足，例

如：在災害發生最初的24小時內，提供食物與飲水，提出初步評估、建議與草案，並儘快取得計畫同意及經費款項。世界展

望會對於災難因應的指導原則，除可做為在回應災害的參考重點，也有助於釐清災害救助服務提供的優先順序，並確保迅速

回應最急迫的需求。 

五、GO與NGO組織溝通與傳播 
曾有非政府的外圍組織團體表示，每次災害發生時，他們最重要的中樞其實是第一線緊急救援志工組織的工作人員。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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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團體志工平常訪視居民，互動而了解社區資源狀況，當有災情發生時，志工委員們可迅速掌握情況，向所屬分會的總幹事

報告，總幹事便立即在分會成立急難救助中心，蒐集各地委員回報的災情，呈報給組織領導知情，並由志工總指揮做原則指

示。(黃肇新2004) 

江昭青（1999）曾為文提到宗教志工團體之成員都是志工，累積長期助人經驗及平時在社區扎根頗深的情形下，才能在災難

發生時發揮效能，絕非一夕可成。在分配物資的現場，當工作啟動時，必須先清查物資內容，設定領取物資的動線，再讓災

民登記所需及所取的物資，此時，志工特別注意使用的語言，例如：看到有人拿很多物資，一定是問：「這樣拿得動嗎？」，

絕不會說「為何拿這麼多」？如此貼心的幫助，才能讓災民溫暖到心頭。 

六、社區防救災志工的工作計畫 
唐雲明（2005）曾指出，從社區安全的角度來看，整體社區防災計畫必須包括下列七個層面：層面I：評估地區需求；層面

II：評估社區需求；層面III：評斷社區安全狀況；層面IV：建構多功能的災害應變危機管理計畫；層面V：救災人員及隊伍

的搶救技術訓練；層面VI：執行災害應變危機管理計畫；層面VII：執行重建過程。因此，這些社區災害防救協力組織，不

僅只在硬體搶救裝備之充實及操作訓練，對於平時社區潛伏哪些災害因素，也能及早發現，並可針對其風險（risk），評估

其機率高低，從平時減災（mitigation）、事先預防（prevention）、事發搶救應變（response）、及事後重建（rebuilding），

依序定出其優先順序與應變的步驟。每個社區災害防救協力組織的隊長也都清楚整個社區防災計畫內容，以及自己團隊所分

擔的任務，有效地發揮統合力量。 

七、 災害緊急救援志工人力：社區部落內部組織的發展 
從世界過去歷次的災變慘痛經驗文獻探討發現，當前人類社會心理、環境安全的主要癥結在於（一）災難危機意識薄弱；（二）

在地化緊急救援志工人力組織不盡完善；（三）政策至社區內危機管理不易落實；（四）整合資源因應能力不足。特別是來

自於社區災害防救志工整合救援能力之不足，更是社區部落安全潛在的大危機。 

綜合國內外文獻資料討論，八八水災後，民間社區安全意識較為提升，災害防救協力組織的類型似乎更為多樣化。然而，不

論是「重建社區守望救援隊」、「社區婦幼發展志工隊」、「老人照護志工隊」、各地急難救助隊或其他各類型之災害防救

協力組織的推動，若想要達到災難救援之成效。(顏家俊,2004; 新竹縣消防局2006; 桃園縣消防局; 台灣佛教慈濟慈善

事業基金會)就必須從下列幾方面落實執行： 

（一）要凝聚社區共識：針對社區地理位置、自然環境，找出潛在安全威脅，擬訂相關社區防災計畫，激發社區居民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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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攸戚相關的共識，確實體認「生命共同體」的真諦，引發其參與感。(桃園縣消防局) 

（二）善用社會資源：秉持「民間力量無窮」的理念，廣結社會資源做為睦鄰救援的後盾，落實「社區防災人人有責」理念。 

（三）加強救援訓練：要求參加成員專心投入救援訓練，確實習得緊急救援的基本技能，以應急需。 

（四）借重學者專家：「知識加上經驗才能產生智慧」。塑造以學術領導實務之認知，主動尋求學者專家的專業指導，以提

升專業水準。 

（五）配合政府輔導：建立與政府密切合作、培養與公設災害防救組織相輔相成的信心，積極爭取政府消防、警察等機關的

輔導與支持。(新竹縣消防局2006) 

（六）致力永續經營：社區安全是長期持續性的工作。 

災難危機應對能力對於社區部落而言，更需要組織合作。唯有部落居民捐棄個人之私、族群派系對立、損害社區而不利己的

資源、無疾而終的惡習，並持之以恆地發揚光大，須知「防患未然」，才是面對不可測災變的應有態度！ 

肆、研究方法與對象 
本研究實施以文獻分析及行動研究方式進行。其中，文獻分析內容分三個面向，亦即：一、緊急救災階段；二、救援安置階

段；三、重建階段。聚焦內容則以災難救援志工經驗敘說文本調查法為主。質性訪談的目的是希望從受災區訪談對象的口中

找出在地志工緊急救災經驗，以及一些研究者無法直接觀察到的事件與看法。 

進入災區研究場域實施觀察或訪談，個別訪談及焦點團體之文本資料分析以八八水災中之高雄縣茂林鄉多納村、茂林村，六

龜鄉寶來村，桃源鄉建山村及高中村三大鄉的村落的居民及中、小學校之學生為研究樣本。而研究對象則包含專業志工、社

區發展協會志工、部落婦幼協會志工。參與者包括四個焦點團體、三個深度訪談，共有20人。 

伍、資料處理 
本研究文本資料之處理，主要是以錄音逐字稿為主。資料呈現之方式是以八八水災事件為脈絡，採用八八水災社區部落緊急

救災志工社會心理背景分析，以及焦點救災經驗、人文關懷行動、服務工作模式之流程，將研究結果及意見兩部分整合呈現。 

一、 社區志工文本救災經驗的分析 
從九二一地震到最近一次的八八水災，臺灣歷經多次的災難，社區或部落的救援工作或重建社區發展也持續地進行著。在緊

急災害發生後，社區不斷地動員志工人力工作，背後也發現了一些問題，有待進一步的反省。 

依災害發生後的階段來說，第一階段是救難。搶救生命則交給專業人員，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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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紅十字會。當外圍救難無需要大型機具、特殊救難團隊，支援團隊通常是軍方、專業勘災人員及熟悉地形和具有特殊技

能的人員。在災難發生的前幾天，最需要的人其實不是志工，而是專業救災人員。他們有生存技巧，也有精確地圖和大型機

具，方有利於救難。在救災前期，這個部分是最重要的，能救出最多的人命，所以社區如有人受過救難訓練即可在第一時間

即時進入救災模式。 

第二階段是救援。通常是安置倖存者。救援和救難會有部分重疊，但救援的重點強調倖存者的安置，以及如何延續生活，此

階段之人道安置非常重要。在安置災民時，必須同時注意到災民人道和尊重性的感受，因為災民在災難後，自尊是非常低落

的，所以給予具有尊嚴、尊重的空間相當重要。檢傷則是剛救援完後最重要的工作，確認災民的傷害是否需要不同等級的治

療，然後才分別進行安置。 

此外，災民自助組織的參與也很重要。曾有NGO組織在工作中強調，想要儘快讓災難倖存者恢復生活秩序，最好的方法就是

讓他們參與救援工作，這也是尊重對方的一種方式。為什麼需要社區災民緊急自助？因為如果他們能把自己社區組織起來，

生活重心和自尊心才會恢復。 

過程中，我們會從災民內找到適合人選，請志工領導進行災區居民安置與未來重建的管理；因為親近性與熟識性，他會比外

部組織更能了解災民的需求與權利。 

在災難救災過程中，特別重視兒童保護工作。兒童是最容易被忽略的受害族群，在給予食物或照顧外，常常也會伴隨著兒童

被犧牲的情況，特別是在國外，如虐待、性侵或是人口交易都很可能發生。這時候更需要保護兒童，免於大人在情緒中給予

的傷害。 

二、 緊急救援志工分享經驗內容分析 
本研究之訪談內容主要是想要了解緊急援災志工的當時經驗及工作模式，並請當時參與者建構未來緊急救援志工可以改進的

有效工作模式。 

村內協會志工到鄉公所和教會集合的力量，臨時分配工作、時時開會，第一個是想辦法連絡外界尋求資

源，我們拿手機到處找尋訊號連絡外界，第二是找獵人去探勘地形的變化、評估安全。 

另一是青年會志工先去開路搬土石及緊急救援，另外也不斷呼喚住在河對岸的同胞，抱著希望、希望他

們還建在，確認大家的安全，尋找安置的住所，集合部落婦女進行瑣事安排，聯絡衛生所前去對病患看

診……後來看到山的那邊道路不斷的崩塌，大家都一直哭 水也不斷暴漲……。 

請問當時是什麼理由讓您們去考慮擔任社區部落緊急救災志工？你的動機因素為何？在此對話動機文本內容，其

實非常多元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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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我覺得這是我做為一個社區居民的責任---。 

1.b.我只想幫助別人----。 

1.c.其實我想藉此提高我個人的服務簡歷----。 

1.d.我只想藉此機會找個工作的人。閒著也是閒著，又無法回去工作，只好就佔用我留在部落的空閒時

間----。 

1.e.我知道社區部落的問題，也看到它的機會，希望有所作為----。 

1.f.因這符合我的道德原則----。 

1 g.我想沒水電，什麼事都無法做；我只有去看什事可以幫忙？ 

1 h.提到可以讓學生志工學習非課本上的知識。 

1.i.也有人說傳統的族人對大自然環境的智慧經驗可以傳承到新的東西。 

2a.當災難把大家生活環境被破壞了；你是社區的一份子，更是要去關心一下。安置好家人後，則緊急

去看社區內的鄰居狀況，再看那些是可以為社區服務的。 

2b.我想是人的惻隱之心吧！當鄰居家被沖走了或有人出事了。你不可能都視不關己。 

請提供我們你的意見，對當時八八風災，你的緊急救援志願者工作環境狀況為何？請你談一談哪些語詞是能代表

你的感受。 

1a.我參與社區救災志工是用我的專業技能和能力在做有意義的工作。 

1b.社區村落則有一種積極救災的氣氛，大家一起參加救災團隊合作，至少可以較易得到物資或外在的

援肋資源。 

1c.我認為社區公職的人員應領導、負責任，並和社區內的志工做更有效的合作。 

1d.社區有教會、協會、村長頭目支持者的居民志工，因此須有人出來領導大家而參加的人都是志工都

義務平等，所工作分配需協商有共同目標完成。 

1e.颱風常來，反正有很多經驗，當時環境情況是很危險。 

2a.當時環境非常混亂；住家內淹水外面是風雨交加，很糟，當時逃命都自顧不暇了，怎麼會時間當志

工。 

八八風災後，你對於「社區」志工的工作任務及角色，有何想法？未來實習將到社區部落進行人文關懷活動及身心健康狀況

調查訪視時，您覺得該如何說話，才可以建立較好的關係？身為志工的你，準備如何開始？當你們（學生／志工）兩位一起

行動去做家訪，你覺得要注意什麼是很重要的？如何說話，才能有利於災民？ 

我覺得一開始要有好的關係是不容易的，因此我們的志工可能會找他們的朋友來接受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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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工作，但在災害過後，農地有被摧毀，在生計上也面臨困境，但志工對社區之關懷，不僅是情緒

上之支持，對於其生活、經濟上之愛心、關心，皆能讓姐妹們感到溫暖。 

  

（一）緊急災難在社區內階段性工作方法：加強地方村里內志工的災難準備及能力；培訓增強當地NGO／非政府組織或當地

救援志工組織應付災難的能力。災難發生時，志工的工作回應主要是志工迅速回應發生緊急災難時的程序與方法，包括如何

提供救難設備與協助，此時最主要的任務是成立緊急災變運作中心，以及受災回報狀況的系統，以減少第二次的危害。 

（二）緊急救災志工社區參與的方法：鼓勵不同專業社區居民的參與，並與當地非政府組織或當地救援組織機構官員合作，

調動當地資源，幫助他們培養自己的能力，盡可能以現存的社區中心和當地機構，如學校、醫院等，做為救援和重建工作的

協調地點，而不是耗用資源來興建專用的分配中心。 

成為外來援助和海外交流助人者的志工最常見而明顯的，是在緊急時期的救援階段提供資源，包括緊急救難隊和分配救援物

品，以及提供必要的後勤支援。這種做法必須確保有適當的監察制度，特別是在移交和分配資源上，同時也要估量這種緊急

行動對這個社區的長遠影響。 

（三）災變發生後的重建階段：此階段最重要的活動包括為罹難者及災民提供適切的支持系統與策略，以免遭受第二次的傷

害。此復建階段為長期的復建工程，評估災難發生後短、中、長期的破壞程度，以及如何進行各種救濟與復建的工作。 

（四）從災難管理的角度思維社工與志工的分工。在專業主義裡，社會工作者所發展出的去專業化，其實並非拋棄本身的專

業，而是站在專業角度下尊重人性的情況來影響案主、組織，使案主或組織在最自然的情況下感受到引領與啟發。在此思維

下，省思社會工作專業者在災難管理的階段中與志工所做的分工。如表1所示。 

表1: 美國紅十字會(ARC) 

災難階段 志工角色 社區領導角色 

1.緊急救援 

2.賑災與救援 

3.安置、復健 

4.重建再造 

主動、陪伴、人性關懷、尊重、 組織領導分工資源調度幕後協調 

巡視社區、清點人數、認養照顧 專業救援團隊進行救難與援助 

建立以社區互助為基礎的災害

緊急救援網絡 

社區再發展的方向與產業振興 

 

三、資料分析討論 
 

焦點團體文本呈現災區志工的緊急救援工作經驗，其實就像組一個社區部落緊 

急應變小組。災難危機的處理，第一步是緊急救援社區內人員，第二步則須先滿足人類基本需求（如住房、食品和服裝）。街坊鄰

居緊急動員不同單位人員共組互助隊；整合提供男生主外應變緊急動員、機車運載物資，修路、女生則主內以燒飯、照顧老小。緊

急救災工作之分組包括：修建道路+搜救；飲用水；環境清潔；醫護／安置組；社區關懷；膳食組；機動組。 

 

（一）志工緊急救災工作模式分析 

 

1.原住民部落和社區志工對參與緊急救災認知經驗是不同。 

 

2.原住民部落災後重建志工，與受災區的重建志工組織的生活狀況和處境，存 

有文化差異現象存在。 

 

3.受災區志工，對重建健康生活學習型組織資源期待，研究建置評估、討論、 

行動的數位平臺。 

 

（二） 災害緊急救援社區志工隊自力救濟工作 

不論是天災或是人禍，人類都無法逃離災難的侵襲，臺灣亦然，從 1999 年 

的九二一大地震到 2009 年的八八水災，其間還有大大小小的颱風。而災害後，緊急救援工作的挑戰和影響相對增加，換言之，每

一災難就嚴厲地考驗政府的因應能力和人類的智慧。臺灣經歷了 10 年前的大地震，似乎沒有學會如何救災，以致八八水災救災的

腳步一直站不穩。中央政府對災難救援的無知與忽視、過多的政治考量、中央與地方救災分工不清、地方政府經驗不足，也都是造

成救災步伐混亂的原因。 

 

1. 災害救援第一步：人命觀天，社區志工動員搶先急救人命就災區的居民來說，災難第一時間即是社區總動員搜尋危險區域的居

家安全人口，通報撤離低窪地，到安全高地安置、緊急救人。即使是眼看著財物受損，也必須先保命。救人的黃金時間是 72 小時，

最多七天。不管是倒山、路塌、淹水，土石淹沒或火災，此大規模災難時，社區部落所有用得上的機具都要調動前來支援，居民村

長、長老要立即指揮上陣，社區醫護人力與救護車人員在旁待命，塌壞的道路要指揮管制，家屬要安撫，殯葬事宜要準備，倖存者

要緊急安置，救災物資要籌募管理，志工人力開始募集，災難受害情形資料要精確掌握，救災資訊要迅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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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救援收容中心則設在廟宇、學校、活動中心、教會等有水電、浴廁、臥 

鋪的地方，能維持生活必需。當然，求舒適是不可能的，但是，尊嚴、安全仍不可缺。緊急收容中心由社區志工人員提供管理與服

務，志工與物資成為不可或缺的資源。在緊急收容中心除了提供暫時安頓之外，也要同時提供悲傷輔導、創傷壓力舒緩、心理與社

會評估等服務。 

 

2. 社區動員自力救災，內部資源先統合人力先分工 

八八風災中斷一切訊息，路斷、橋斷、資訊斷，使得社區部落統籌救援責任落到村長、里鄰長及長老身上；而內部資源須先處理，

統籌救援的責任則先召集內部人力，分工、行動先向地方政府的局處應變中心、區域醫院所、消防局等，而後向中央請求支援調動

軍隊，動用中央部會系統資源，甚至宣布緊急命令；而地方政府最熟悉地方政治、社會、文化脈絡。除非地方政府癱瘓，或是需求

人力、機具超出地方政府層級能力之外，否則分工方式應該是地方指揮第一線救災作業，中央調動資源、人力、機具、資訊協助諮

詢，如此有條不紊的救災作業，才不會相互踩腳。 

 

3. 災難救援第二步：集中安全地安置 

 

第二階段是短期安置。移居緊急收容中心，是因為居住場所有立即性危險而處置。生活品質不佳，例如：感染、生病、不適應等，

或資源撤離，而必須及早關閉，而將倖存者從緊急收容中心轉送到可以居住較長期間的地方。中央政府應協助地方政府結合民力與

國外援助資源，興建組合屋社區、協調借住軍營，或租用民間餘屋。同時進行以下工作： 

 

首先，應加速徵調人力、機具，進入災區，清理淤泥、人畜屍體、消毒、排水等，一旦天氣炎熱或陰雨，容易引發社區感染，工程

人員、國軍、消防人員、衛生人員是最佳組合。此時，對災區仍應進行交通管制，除救災人員、當地住民與家屬外，一律限制進入，

才不會干擾救災。此外，中央政府應指定資源豐沛的縣市認養受災縣市，包括工程與消防人員、醫療人員、社工人員、機具、物資

等整隊進來，才不會零零散散，造成災區縣市政府的困擾。但是，支援者不可我行我素，要充分配合當地的指揮系統。 

 

第三，災害救助與便民措施。清查受災傷亡人員、財產、農漁作物、工廠、商店等，盡可能標準一致、簡便行政、快速補償，避免

擾民與不公平。例如：立即主動補發相關證件，快速發放慰助金，以利災民調整生活步調，避免災民不安騷動。 

 

第四，學童教育安置。不管是失依兒童或學校損毀，學童都必須安置到有社會支持的新學校。尋求親友協助安頓是最理想的，如果

沒有親友，安置學校的家長會應出面認養受災學童，其學費、書籍簿本、服裝、午餐等費用由政府補助。以目前的情形，並不一定

要將受災學童全部北遷，遙遠易地安置的心理與社會成本高於鄰近鄉鎮安置。 

 

 

 

陸、結語 

 

建議社區成立緊急應變小組，而參與小組成員應由熱心居民志工主動報請加 

入。救災指揮官或隊長由大家推派出任，擔此重任應有領導力，才可有效領導救災志工，落實緊急救援工作。最好是有領導團體的

經驗，或曾經參與救援的培育訓練的人，如此才知如何策訂計畫、如何展開行動等。從救援開始，隊長必須進入，在社區第一線防

救備災就如同作戰般，主要目的是危機處理，為捍衛社區家園而戰！ 

例如：可訂出方案如：一、社區危機處理小組平時固定時間召開會議。二、發言 

人統一由救援志工隊長或社區村長擔任，任何相關事務可直接與救災指揮官或志工隊長聯繫反應。三、工作形成由參與者討論、模

擬、演練而形成。從歷次的災變慘痛經驗檢討發現，當前社區公共安全問題的主要癥結在於：一、居民災害危機意識薄弱；二、志

工對社區肋人服務工作的理念動機不同；三、社區人力資源管理不易落實；四、文化差異、災害知能因應能力不足。特別是來自於

社區的志工居民對於傳統防救災的智慧文化不解，志工災害防救能力之不足，更是讓社區部落內的環境安全性有了潛在的大危機。

所幸，綜合前述各節討論，八八水災後，民間社區志工的災害安全意識較為提升，災害防救志工團體組織的類型似乎更為多樣化。

然而，不論是「睦鄰救援隊」、「社區婦女志工防災宣導隊」、健康保健志工救護隊、急難救助隊或其他各類型之災害防救協力組織

的推動，想要達到既定之成效，就必須從下列幾方面落實執行： 

 

一、凝聚社區志工防救災共識：針對社區地理位置、自然環境，找出潛在安全威脅，擬訂相關社區防災計畫，激發社區居民凝聚攸

戚相關的共識，確實體認「生命共同體」的真諦，引發其參與感。 

 

二、善用社會服務志工人力資源及網絡：秉持「民間力量無窮」的理念，廣結社會資源做為睦鄰救援的後盾，落實「社區防災人人

有責」理念。 

 

三、加強災害救援志工能力訓練：要求參加志工隊成員專心投入志願服務社區救援訓練，確實習得緊急救援的基本技能，以備應急

之需。 

 

四、借重學者專家和合作共學：「知識加上經驗才能產生智慧」。塑造以學術領導實務之認知，主動尋求學者專家的專業指導，以提

升專業水準。 

 

五、配合災後生活重建社會工作輔導：由社區志工團體共同建立工作合作模式、培養與公部門災害防救組織相輔相成的信心，積極

爭取政府消防、警察等機關的輔導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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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致力永續經營：社區安全是長期持續性的工作。應摒棄隨風而起、無疾而終的惡習，宜持之以恆地發揚光大。「無恃敵之不來，

恃吾有已待之」，才是面對不可測災變的應有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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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難後女性『靱性』心理的再現 
 

  88 風災後，一年來進出高雄縣鄉鎮部落數十回。為什麼在災區看到的女人比男人多 ? 所接觸

到的婦女可能不只千人，但男人似平只有近百人。本文作者不禁在想，女人真是難為? 重建之路她

們真的責任重大? 本文作者嘗試的回顧國內外文獻從 1990 年至 2010 年，對於災難創傷壓力症侯

群，和女性的心理衛生相關研究，以探究 88 風災後現象，災難對女性心理衛生而言，有那些影響

和那些特殊現象存在。研究文獻資料分析發現，婦女患上創傷後壓力症侯群機率較男性為高。 
 
  災難後女人的靱性( persevering)及堅忍(steadfast)的特質一再被激發，而這歷程的催化元

素就是對人類生命的愛與熱情 (passion )。(Sandra &Thomas and Joanne & Hall 2008) 女人在

遭逢重大變故，持續支撐他們往前走的力量不僅是外在表現的靱性，最重要的是存在內心理深層的

情緒，＂我不能被打倒、我要再站起來，為我的家人、生活、生計、故鄉，＂ 這些語詞在災變後，

常存留在災區女人心中，那靱性意志力量，不屈不擾像一條『橡皮筋』。(Wasserstein, & LaGreca, 1998) 
 
  88 水災後，我們聽到、看到，感同身受到。身為一個肋人者，這一年來，陪伴災後婦女的生

命故事一路走來，許多歷程是那麼令人感慨人生境域。災後培力其實一直面臨挑戰，從剛開始社區

婦女們的經驗敍說---她說反覆在腦中出現風聲，雨聲、土石流湍急聲、山林轟塌崩下聲，石頭滚滚

落下聲、淹水、土石踹急、房子倒塌、土地層下陷、道路斷、橋斷、掩埋等創傷畫面一幕幕。到重

覆靭性的解構翻轉再現，其實不知不覺中我們一起走過低潮，己形成了再建構未來重建健康村的藍

圖。 
 
  災難對每個女人所受到的影響多少都會有程度差異，不同處境而引發極強烈的心理痛苦情緒和

生理反應，願意說其實是好的，常會說著、說著，因啜泣而中斷-----。有位姐妹說：她每一次哭完

擦乾眼淚後，唉！嘆一聲氣後， 她總告訴自己不能倒，為家人一定要再戰下去，這是老天給我的 ”
試練” 。女人的靱性其實是這樣被建構著，PTSD 是否存在她的身上？其實存在又如何？她還是要

往前走、做、撐著力量是必須，唯一她可以作的是說一說、哭一哭、駡一駡、嗆一嗆。 

  同時，筆者也看到有些人不願意談，她們總是說談了有何用？也有人逃避與創傷事件有關的地

點、思緒、活動，封鎖相關記憶---。不談其實那情緒一直會內化影響，開始反應負向情緒生氣，怨

天、麻木、消沈、沮喪、無助感，對事物失去興趣，對人產生疏離感，對未來逐漸感到悲觀。而這

些影響逐漸讓女人的能量消耗掉、在防禦警覺性的情緒增加、睡眠困難、緊張暴躁、強烈害怕、驚

嚇反應強烈、無力、無奈….等 PTSD 狀況強化發生。所以，助人者在陪伴過程中，如能以當事人為

中心，有效建立彼此互動關係者。其實敍說對當事人或女人而言，是一個很重要歷程，因為女人心

理的壓力或創傷，如能讓她有機會”說”，內在靱性激發對整個問題解決則越有幫助。 

  當人在歷經重大災難心理受到重創時，其實就容易產生如學理上所說的「創傷後壓力症候群」，

但每個人發生的原因都不一樣，可能是目擊、親身經驗、或被迫面對大自然災害( 例如: 地震、颱

風水災、土石流)，或人為的災難(例如: 虐待、性侵害、家暴 )，或重大疾病如癌症、所愛的人突

然死亡或分離…等；不論已實際威脅生命或身體傷害發生經歷或未發生。對女人而言，這樣的災後

社會處境可能發生 PTSD。如果災難經驗的心理動力因素，在災後特定的 PTSD 類型中有存在其角

色。(Mechanic, Griffin, & Resick, 2001).  

  而這次 88 水災的壓力衝擊是極度的事件，在女人身上可能由於整個原先的生活完全改觀，每

天面對外在環境改變且無形壓力重複排演出現的創傷情景。這些災區婦女人所承受的包括:生命受

到威脅、身心健康被傷害、原有疾病嚴重惡化、失去家園、失去工作、受到生計困境、老小家人的

照顧等壓力。因此，若婦女如前述：再經驗創傷事件的心理、情緒麻木，採逃避、害怕、無助、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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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等。外表就像『憔悴的婦女症候群』一樣。( Dutton,1996 ) 

  所以，災難後當婦女生活壓力情境的持續時間拉長與壓力強度亦可能相對提高，當這些脆弱因

子，也會是主要影響女性 PTSD 的因子，最後決定女性急性創傷後壓力疾患的發生與慢性疾病化病

程的發展。(Gleiser, K Ford J, Fosha D.2008 ) 

如果婦女原有疾病再加上災難而影響，極也可能強化產生 PTSD(創傷壓力症侯群)的共病症（併發一

種以上其他精神疾患）及自殺、物質濫用（酒精濫用、藥物濫用）、併發身體病症、失能等情形，

許多 PTSD 病患也有抗拒治療情形。 
因此，在治療災難女性創傷壓力症侯群方法上，應選擇整體的早期介入治療策略。介紹災難壓力症

侯群的反應正常；提供準確的資訊，講解災難事件、創傷壓力反應模式；災難創傷壓力症侯群反應

的常態化；強調轉化調適應能力；積極討論的災難適應與因應付方式；提供有關進一步服務的資訊；

提醒可能的並存創傷壓力問題；給出減輕創傷壓力的策略；自我識別症狀。(Petrùska Clarkson & Michael 
Pokorny1995） 

  美國心理協會在許多文獻均提出，選擇適合女性心理處境的策略才能有效療癒，特別是有時候

宣洩和節制技巧是要有一個平衡的歷程。女性通常較能接受且安全的心理治療法心理減壓法、認知

行為治療、團體治療、心理動力治療、家庭治療、創意治療與催眠療法等，都能有效幫助女性在

PTSD 症狀改善狀況達到復原。而治療的順序不管是心理治療或藥物治療亦或是兩者一起開始皆

可。心理治療專家、藥物治療專家，皆共同的建議，認為心理治療為 PTSD 患者的第一線治療，但

是藥物治療專家較主張將藥物治療與心理治療雙管齊下，特別是那些較嚴重及慢性的女性病人。可

著重於去打破限制、創造退行的環境以宣洩情緒。通常，適度地退行能讓我們把一些深藏的情緒宣

洩出來，有利於我們更好地生活，但是長期大幅度的退行卻會損害我們的社會功能。情緒如洪水，

疏通之後，如何讓它們在河道裏順暢地流動，而不至於氾濫成災，這是需要注意的。(Gleiser, K Ford 
J, Fosha D.20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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拾、綜合討論 
 

本計畫的成果如下： 

一、 由於本計畫乃以服務為優先，因此進行了多場次的工作坊、教育訓練及宣導，並於與

災民關係建立後，進行身心健康調查與後續追踪輔導。這些服務可如表 10-1 所示。由表

中可知，本計畫執行 

出勤

人力 

評估心

理 
需求 

精神醫療

服務 
心理諮商與輔導 

高危險個案追

蹤 

人數 
次

數 
人

次 

個別

輔導

人數

個別

服務

人次

團體

輔導

次數

團體

服務

人次

累計 
人數 

累計

服務

人次

847 1530 25 53 210 401 
 

社區心理（靈）健

康營造  
志工培訓  衛生宣導  教育訓練  

場次  人次  場次  人次 場次  人次  場次  人次  

29 803 27 1190 23 421 18 582 
 
期間，共辦了 97 場工作坊，平均每星期近兩場的工作坊，且有 2996 人次參與，由各子計

畫的訓練成果滿意度來看，這些訓練的效果算是不錯的。不過，如何維繫這些在地志工、

老師、牧師及專業人員，能持續地運用這些訓練教材，服務於災民，可能是未來可再多加

強之處。由於計畫執行期間屆滿，因此本計畫無法再執行下去；但因本計畫致力於促進在

地化，使得各子計畫主持人對於災後心理重建工作，仍於此計畫結束後，繼續像其它單位

由請計畫經費，執行後續的服務。例如：子計畫六向職訓局申請到「保來健康村培育計畫」，

繼續維繫在地志工，並以發展健康村的概念，進行災後社區營造；子計畫五則目前申請國

科會計畫，希望能通過後，完成其培力與情緒管理的服務模式；子計畫四則已申請到內政

部的經費，進行永久屋居民的身心健康調查；子計畫三則是藉由國教輔導團，繼續推展校

本位的災難教育融入課程。 
二、 在個案追踪輔導方面，本計畫藉由 PDS 的表現，並依 Foa 等人（1997）所建議的分

數，以 15 分以下是為正常，16 分至 20 分為輕微，21 分至 35 分為中等，36 分以上為嚴

重。以及 TLSA，並依李庚霖等人（2009）字 TLSA 調查中 1474 人在短版 CES-D 的平均

值及標準差來區分正常、輕微及中度嚴重的狀況，依李等人的調查，男性的平均值為 5.3，
標準差為 5.65；女性為 7.05，標準差為 6.62，因此，本計畫的男性受試在此量表得分在 7
分至 12 分視為輕微，13 分至 19 分視為中度嚴重，20 分以上視為嚴重，女性則是得分在

9 分至 15 分視為輕微，16 分至 22 分視為中度嚴重，23 分以上視為嚴重。 
由於 PDS 及 TLSA 於台灣為未有診斷切裁分段的研究，並且本計畫認為這些反應有可能

屬災後的自然反應，因此僅以請災民注意自己的身心狀況為主，並利用此反應進一步進行

追踪，以了解哪些災民需要進行心理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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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以下列結果函，利用志工及專業人員進行追踪了解，一方面反映此結果給災民，另

一方面了解其目前的狀況，以及判斷是否需要專業人員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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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收集的資料而言，PDS 的分數在中等嚴重程度以上者，佔 81.2%，而 TLSA 的分數

在中度嚴重以上者，佔 32.3%。本計畫除了進一步利用在地志工與社工人員，持續追踪關

懷，並且與凱旋醫院合作，將進行 PDS 及 TLSA 的切裁點分數研究，以及運用該醫院的

精神醫療資源，提供給可能具心理疾病傾向的居民，所需之服務。 
三、 由於本計畫發現增加人際關係網絡的鍵結，令災民會覺得是災後心理重建的良好方法

之一，會使其促進使用更具適應性的因應方式，本計畫亦朝此方向建構，亦即結合在地志

工、宗教團體、學校、專業人員等。原先，本計畫希望能建構出架起這些網絡系統的工作

模式，但是由於下列因素，使得此項目標未能達成，（1）災後的交通復甦工程緩慢，使得

遇到雨季來臨時（四月-八月），常使得計畫難以執行。（2）進入永久屋及災區進行計畫時，

發現同性質的救災團體相當多，且彼此競爭資源，將災民視為其管轄範圍，不容許其它團

體侵入，而無合作空間。這些狀態，令災民觀望，是何種資源較重要且貴重。這樣的情形，

令本計畫需修正自己的計畫方向。（3）本計畫雖有 6 個子計畫，倉促成軍，且對災後心理

重建的共識，仍需藉著經驗，才能慢慢聚焦，因而使得原先的構念，需不斷修正。（4）交

通不便利的因素，使得駐點工作，不易進行。雖然有這些因素，但是參與本計畫的所有人

員都體認到災後心理復健是一漫長的路程，絕非短時間就可看到效果，如何深耕與災民的

關係，更成為要繼續開展災後心理復健的基石。因此，本計畫的子計畫主持人，已知災區

的部落及團體建立起深厚之關係，就目前而言，對多納、茂林、寶來、桃園、那瑪夏，甚

至屏東的社會局，都具良好關係，使得目前在追踪輔導上，仍持續進行。 
四、 本計畫發現原住民災民的身心健康及生活變動皆比漢人災民要來得好，究竟為何此？

是值得未來再加以觀察的。依據 Norris,Tracy 與 Galea（2009）的看法，災後倖存者的身

心狀況發展具有不同的軌跡，有些是未受影響（resistance），有些為韌性者，有些會恢復，

有些會復發，有些的惡化是延宕發生的，有些則是持續惡化。由於有這些不同種類的發展

可能性，因此本計畫難以一個橫斷性資料，就下結論，這有待長期追踪研究使可回答。不

過，從生活變動的層面來看，漢人災民覺得各方面狀況均變差的有七、八成左右（除了人

際變動），但是原住民災民的感受則不覺得如此變差，且與 Wu 等人（2002）以 921 震災

的居民之調查結果鄉比較，原住民災民於災後的生活變動不見得變得較差。在成這樣的結

果之原因為何？有可能政府的災後輔助方案得宜，亦有可能原住民災民之本性，促其災後

的調適性，但本研究由於缺乏其它對照組，如居住於永久屋的災民、屬於災區但破壞性極

微的漢人居民等，因此，對於這樣的結果有待更進一步釐清。 
五、 至於是否要遷村的問題，本計畫雖從居住依附、防災準備及風險知覺的角度，探討原

住民災民與漢人災民的感受。結果發現，原住民災民在居住依附及防災準備的得分均顯著

地高於漢人災民，而在風險知覺之得分則顯著低於漢人災民。此結果是否意謂災區的原住

民部落可不必遷村？本計畫認為無法由這樣的結果就推論出需不需遷村，因為這只是一個

暫時性的資料，它仍需持續追踪，且需以永久屋的原住民災民為調查對象，再加上一些調

查內容的修正，才能較有實徵資料，而回答之。 
六、 子計畫一針對災難後的醫療網絡建立，整理了高雄縣衛生局於此次 88 水災的緊急醫

療措施，進行災害應變工作、藥物需求流程、心理衛生工作防疫災害應變、災區保健、衛

生安全等工作要項整理，並提出未來的訓練方向，此結果可提供未來災難醫學訓練的參考。 
最後，本計畫的建議是： 

(一) 彙整本計畫執行的工作坊，為訓練手冊，以供未來災難心理衛生之教材。 
(二) 建構參與本計畫的志工、專業人員之名單，提供地方政府參考，以運用這些人力資源。 
(三) 於未來，將這些素材建構於網路平台，以供需要者使用。 
(四) 本計畫應再做次回顧，整理執行之路並出版之，以供後續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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