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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球與氣候相關的災害日趨頻繁，天然災害對於人類社會、經濟活動造成的損失已開始取

代軍事衝突，成為國家安全的挑戰及主要的威脅。我國為因應氣候變遷帶來的可能災害，提出

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其中高脆弱及敏感的山區聚落屬於優先強化調適能力。苗栗縣泰

安地區為發展經濟，各山地聚落持續發展觀光產業，引入飯店、民宿進駐，近年來日趨頻繁的

極端氣候，不僅對於山地聚落居民造成威脅，也對觀光業及外來遊客造成了不小的損失及威

脅，針對泰安地區進行調查後發現與飯店所在區域相比，進出的道路更易受災害的影響；另外，

雖然大多數業者以疏散避難為主要手段，但若交通中斷，44%受訪者表示工作場所儲備的物資

不足各人一日使用，且地方防災體系與泰安溫泉業者們欠缺直接的聯繫關係，不僅無法分享預

警情資降低災害，在災害來臨交通中斷時，難以掌握災情並提供必要援助，應結合在地非官方

的利害關係人共同擬具客製化之防災政策，以提高耐災力。 

(關鍵詞：山地聚落、觀光業、防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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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ather-related disasters recently increased around the word. Natural disasters 
have replaced military conflicts as a priority threat and challenge for national 
security. In Taiwan, the government has implemented “Adaptation Strategy to 
Climate Change in Taiwan” to deal with the damages caused by climate change.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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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lustrates that the highly environmental sensitive and vulnerable mountain areas 
should be marked as high-risk regions, therefore the adaptive capacities of those 
areas need to be reinforced and strengthened in preparation for weather-related 
disasters. Recently, hotels and guesthouses were introduced to the Taian township, 
Miaoli County. The increasingly frequency of extreme-climate events not only pose 
a threat to the residents in mountain areas but also to the tourism industries and 
tourists. Based on the present investigations, the access route is prone to dangers 
caused by natural disasters in Taian. Evacuation plan was the primary emergency 
measure for the hotels. In cases of the interrupted traffic, the hotels would not be 
sufficient for daily needs of tourists in the study areas. Moreover, the local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scue system do not share the information with the vendors. 
Therefore, the vendors could not gain the early warning to prevent and lower the 
damage brought by the debacle. When the traffic is interrupted by the natural 
catastrophes, it becomes even harder for the relief workers to provide necessary help 
to the local vendors because the vendors do not understand and cannot accurately 
analyze the overall situation. In conclusion, the government should coalesce with 
local unofficial vendors to simulate and customize the best disaster prevention 
measures for the certain region. 

(Keywords：mountain area, tourism industries, disaster prevention policy) 

前言 

台灣之山地地區因為獨特的地形、景

觀、原住民人文及溫泉開發等因素，吸引了

大量遊客前往休閒遊憩，並促進了許多飯店

與民宿的建設。但在 2008、2009 及 2016 年

間，南投縣、臺東縣及新北市等地，分別因

為颱風的侵襲，造成山地觀光區飯店本身毀

損及遊客受困的災害，依據 EM-DAT(2018)

統計近年來極端氣候所帶來的災害數量及強

度不斷上升，對於山區發展的觀光業及遊客

造成了不小的損失及威脅。 

我國為因應氣候變遷帶來的可能災害，

研議並提出「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

其中將高脆弱及敏感的山區聚落列為可能面

對較高的災害風險的地區，顯示我國已有在

關注山區聚落在面對極端氣候時的脆弱性，

但檢視近年來多數山地觀光區研究的重點，

主要仍是匯聚在超限利用等議題，少有針對

山地觀光區域的社區防災進行研究。另外，

以往的防災策略研究，大多聚焦在一般民眾

或是社區(楊靜怡， 2009；張學聖與廖晉賢，

2014)，顯少針對山地觀光產業進行調查，由

於調查研究之受訪者不同的背景將會造成決

策的差異，如未釐清山地觀光業者及從業人

員與一般民眾或社區的差異，而逕推動一致

通用型的社區防災策略，或有可能造成資源

的過度配置或是準備不足。 

本研究主要希望透過問卷調查的方式，

瞭解泰安鄉山地地區觀光業的規模、災害經

驗及防災策略（如：防災演練、通報合作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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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及災害期間的物資準備狀況等情形），藉以

評估觀光業在本地防災工作中能扮演的角色

及負責的功能。另外，也將針對觀光業者在

疏散避難時的決策因子進行研究，透過特定

族群的決策因子研究，可以協助瞭解相關決

策的形成原因及防災政策需加強、改變的方

向，以利於規劃、修正日後推動山地社區與

觀光業者協力應對颱風及附帶災害防災工作

之參考，配合當地特性推動客製化的防災策

略。 

研究區域 

1. 地形及地質 

苗栗縣泰安鄉地處苗栗縣東南方，西鄰

獅潭、大湖及卓蘭，南接臺中市和平，東北

與新竹尖石、五峰為界、西北則與南庄鄉為

界，總面積有 614.5127 平方公里。1908 年泰

雅族頭目杜賴.蓋努在汶水溪河床發現溫泉露

頭後不久，日本殖民政府就在此地設置警察

療養所，並取名上島溫泉，供殖民政府警察

及眷屬使用。光復後上島溫泉改名為泰安警

光招待所，至 1980 年代開始引進資金開發為

溫泉區。泰安地區的溫泉觀光業者主要分布

在汶水溪兩岸臺地，飯店、民宿及防災機關

構之分布如圖 1 所示，屬於泰安鄉錦水村境

內，海拔高度大約 450 至 500 公尺，所在地

的地勢較為平緩，整體而言區域之地勢由西

向東漸高，區內支流大致呈南、北流向，經

匯聚於汶水溪後由東向西流動。區內大多為

高山，屬砂、頁岩互層之地質。 

 

圖 1 研究區域及飯店民宿分布圖 

Figure 1 The study areas and the distributions of the hotels 

 2. 氣象狀況 

本研究區屬亞熱帶氣候，以苗栗縣泰安

鄉附近之中央氣象局公館測站的紀錄為例，

月平均降雨量及月均溫之變化分別如圖 2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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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所示，自 2007 至 2016 年本區之年平均降雨

量為 1,774.25 mm，雨季主要集中於每年 5 至 

9 月的夏、秋兩季；月平均溫度為 16.2℃，夏

季溫度達 27 至 28℃，冬季則 15 至 16℃。 

 

圖 2 2007 至 2016 月平均降雨 

Figure 2 Monthly-averaged rainfall of years 
2007~2016  

 

圖 3 2007 至 2016 月平均溫度 

Figure 3 Monthly-averaged temperature of 
years 2007~2016 

3. 歷史災害 

苗栗縣泰安鄉每每因颱風危害溫泉觀光

業，1959 年之葛洛禮颱風導致溪水高漲，淹

沒汶水溪沿岸除上島溫泉外之溫泉露頭（蘇

芳韻，2005）；2005 年馬莎颱風期間，溫泉區

內因交通中斷，導致 130 位遊客受困（苗栗

縣政府，2005）；2012 年蘇拉颱風期間，溫泉

區內因交通中斷，導致有 91 位遊客受困（中

央社，2012）；2013 年蘇力颱風期間，因為豪

雨導致路面坍方及橋樑被沖垮，有 600 多人

受困山中（TVBS，2013）。 

研究方法 

1. 問卷設計 

為有效瞭解苗栗縣泰安鄉溫泉觀光業之

防災策略，本研究以問卷設計方式透過結構

性問卷（封閉式）研究觀光業者在面對風災

及附帶的土砂災害時的災害管理認知情形，

利用事先提供的問題，供受訪者在其中選出

最接近其觀點的答案。部分問題並結合李克

特(Likert)五等量表，來評量受訪者對於特定

因子的重視程度，以五等量表尺度（非常重

要（相信）、較重要（相信）、重要（相信）、

不太重要（相信）、完全不重要（相信））了

解受訪者對特定因子的重視程度，重視程度

越高，代表此一因子對受訪者採取防災避難

行為的影響越大；並在卷末另以開放式問題

了解觀光業所採行的防災策略以及現行制度

的不足之處。 

另外，在提到災害管理時，國際間普遍

採取美國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總署（FEMA）的

定義，將災害管理分成減災階段、整備階段、

應變階段及復原階段四個階段(陳亮全等，

2006)，本次的研究重點主要聚焦在山地部落

觀光業者在減災、整備及應變三個階段時的

災害認知及決策因子，在減災階段，希望透

過員工的災害經驗及防災避難演練情形瞭解

員工的災害意識，以及是否清楚工作場所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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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曾經或可能發生災害的地點及災害的種

類，並透過調查災害通報及合作機制的方

式，瞭解個人是否清楚災害發生時的求助管

道。針對災害整備階段的問卷問題，主要是

希望瞭解在災害即將到來時，員工及業者對

於避難物資的儲備情形是否足夠，一旦交通

中斷，無法疏散時，有無足夠的物資足堪受

困遊客及員工使用以及通訊器材的使用狀

況；另外，是否知悉緊急應變計畫中的安全

避難處所，俾利引導他人前往。最後則是災

害應變階段時，防災情資的來源，以及對於

相關情資的重視程度，以及做成疏散避難策

略的決策因子。 

2. 問卷發放對象 

本次問卷發放對象是苗栗縣泰安鄉的溫

泉觀光業者，包含：泰雅風情咖啡民宿、虎

山溫泉、瑪懷舒溫泉館、尤瑪阿麗、友泰民

宿、泰安觀止溫泉會館、泰安戀情溫泉民宿、

騰龍溫泉山莊、錦水飯店、湯悅溫泉會館、

湯唯溫泉、日出溫泉渡假飯店及竹美山閣等

13 處。上述飯店及民宿主要位於泰安鄉錦水

村境內，沿汶水溪河階台地分布。泰安鄉錦

水村透過苗 62 線交通外界，苗 62 線終點結

束在錦水村內警光山莊停車場口，因此，一

但中間因災害導致道路中斷或是無法通行

時，溫泉區將形同孤島，外界也難以進入救

援，在 2005、2012 及 2013 年間，就曾經因

為颱風來襲，導致遊客受困。 

3. Ｔ檢定分析 

本區飯店與民宿所在位置如以泰安橋為

界區分為上下游兩群體，上游部分大多為規

模較大的飯店或是民宿且位於汶水溪臺地右

岸，下游部分多係規模較小的民宿或是飯

店，且位於汶水溪臺地左岸，在分析統計資

料時利用Ｔ檢定針對前述兩個群體的平均數

進行分析，檢定兩群體的決策因子有無一致

性。本研究中，問卷調查對象為獨立樣本的

方式，故採用獨立樣本 T 檢定。 

在進行Ｔ檢定前，可透過 Levenew 同質

性檢定公式或是 F 檢定等方式進行變異數相

等測試，判斷兩樣本的變異數是否相等。如

果兩樣本的變異數相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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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x 為樣本平均數、 m 為族群平均

數、σ 為族群變異數、n 為樣本數、 s 為樣

本變異數、
2
ps 為共同變異數

2σ 的估計值。 

結果分析與討論 

2301 
 



水土保持學報 50 (1): 2297–2311 (2018) 

Journal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50 (1): 2297–2311 (2018) 

 

1. 基本資料分析 

本次問卷共計發放 170 份，回收 158 份，

問卷回收率 92.9%。排除未完全答卷或錯誤問

卷後，有效問卷計 142 份，答卷者基本資料

分析如下表： 

表 1 受訪者基本資料彙整表 

Table 1 Summarized information of the respondents 

 

2. 災害認知 

就受訪者災害經驗而言，有 76 名受訪者

（佔總受訪人數的 54.0%）曾有經歷坡地落

石、坍方或土石流等災害的經驗；有 72 名受

訪者（佔總受訪人數的 51.0%）有經歷風災的

災害經驗；僅有 5 名受訪者曾經有過震災的

災害經驗。另外，142 名有效問卷的受訪者都

曾經面對 1 種以上災害的經驗，其中有 27 名

受訪者在泰安溫泉區的職業生涯中，甚至曾

經遭遇過 2 種以上的災害，毫無災害經驗的

受訪者為 0 人。 

另外，就防災措施的經驗而言，有 86 名

有效問卷受訪者（佔總受訪者的 61%）有配

合鄉公所或其他單位進行過防災演練的經

驗，是最多受訪者曾體驗、執行過的防災應

變措施經驗；但僅有 24 名受訪者參與過政府

單位的防災會議，討論防災整備及提出需

項目 變項 人數 比例 項目 變項 人數 比例 

性
別 

男 73 51% 
工
作
經
歷
時
間 

1 年以內 39 27% 

女 69 49% 1 至 3 年 46 32% 

年
齡 

20~30 歲 52 37% 3 至 5 年 25 18% 

31~40 歲 47 33% 5 年以上 32 23% 

41~50 歲 28 20% 

工
作
場
所
規
模(

房
間
數) 

1~10 間 13 9% 

51~60 歲 15 10% 11~20 間 7 5% 

學
歷 

高中畢

（肄)業 
59 42% 21~30 間 17 12% 

大學畢

（肄)業 
76 53% 31~40 間 26 18% 

碩士 6 4% 41 間以上 79 56% 

博士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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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另外有 19 位受訪者勾選其他類，並註記

未曾配合鄉公所或其他單位執行過任何的防

災應變措施，受訪者防災應變措施經驗種類

如圖 4。 

受訪者中大多與消防局/分隊建立災害通

報及合作機制者，有 91 人；次多的受訪者（82

人）與警察分局/派出所建立災害通報及合作

機制；未建立相關機制者有 7 人；與鄉公所

及縣政府相關單位有災害通報及合作機制者

分別只有 49 及 9 人，受訪者防災合作單位統

計如圖 5。 

考量山區交通因災害中斷，無法立即搶

通時，如果事前沒有足夠的物資儲備，受困

的民眾將面臨生存的挑戰，因此在本次研究

中即對觀光業者的儲備情形進行調查，發現

在房間規模 41 間以上的飯店的工作者中，有

72%的人表示飯店有自行準備足夠居住人員

一日所需物資；而房間規模 1 至 10 間的飯店

或民宿工作者中，僅有 23%的人表示有準備

足夠居住人員一日所需物資。顯示規模較大

的飯店或是民宿，具有較佳的災害物資儲備

能力，至少可以在交通中斷，外界支援無法

進入的狀況下，自行負擔所有居住人員一日

生活所需的物資，受訪者工作場所防災物資

準備情形如圖 6。 

 

圖 4 受訪者防災應變措施經驗種類圖 

Figure 4 Disaster experiences of the 
respondents  

 

圖 5 受訪者防災合作單位統計圖 

Figure 5 Collaborating Organizations of 
disaster prevention for the respondents 

 

圖 6 受訪者工作場所防災物資準備情形 

Figure 6 Preparations of disaster prevention 
supplies in the workplaces of respon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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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災害應變階段的疏散避難決策分析 

依據本研究問卷分析的結果，泰安溫泉

區的觀光業受訪者多曾經歷過風災及坡地落

石、坍方、土石流等災害。另外，研究本地

區的的災害歷史，也發現曾因颱風來襲，交

通因而中斷，導致遊客受困。依據以往研究，

透過疏散避難措施，引導、轉移民眾遠離危

險區域，是減少風災及坡地落石、坍方、土

石流災害，降低災害造成的損失最佳的方

法，本研究分別由資訊來源、警界資訊、環

境狀況、疏散避難經驗及經營行政考量進行

調查，以瞭解不同因素對於疏散避難決策的

影響情形。 

(1)災害應變階段對於不同來源災害資訊的信

任程度 

依據我國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之研究

計畫(2007)指出，災害潛勢區民眾對於颱風災

害消息來源的相信程度依序為行政單位、媒

體、親朋好友與鄰居。本研究之受訪者對於

政府機關宣導的災害資訊最為信賴（3.62

分），對於新聞媒體報導的災害資訊次之（3.61

分），大致與以往的研究相符，受訪者災害訊

息來源信賴度彙整如表 2。另外，依據受訪者

工作場所進行分析，泰安橋上游受訪者對於

災害訊息來源的信賴程度由高至低分別為媒

體、政府機關、同業公會、員工蒐集、親友

告知；泰安橋下游受訪者則是政府機關、媒

體、員工蒐集、同業公會、親友告知，受訪

者與災害訊息來源信賴度比較如圖 7 所示。 

 

 

表 2 受訪者災害訊息來源信賴度彙整表 

Table 2 Reliabilities of the disaster information 
sources for the respondents 

項目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親友鄰里告知 2.95 0.83 5 

新聞媒體報導 3.61 0.98 2 

政府機關宣導 3.62 1.04 1 

同業公會資訊 3.10 0.94 4 

員工自行蒐尋 3.11 1.03 3 

 

 

圖 7 泰安橋上下游受訪者與災害訊息來源信

賴度比較 

Figure 7 Comparisons of the reliabilities of the 
disaster information sources for the respondents 

located at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of Taian 
bridge  

(2)災害應變階段時不同警戒資訊對於做成疏

散避難決策的影響程度 

由於研究區位於山區，其發生災害之屬

性以坡地災害為主，從不同警戒資訊來對疏

散避難決策的影響來看，以撤離通知及土石

流警報對於飯店、民宿工作人員的影響程度

最大，淹水警報在疏散避難決策中是影響相

關工作者程度最小的，警戒資訊對受訪者疏

散避難的影響程度彙整如表 3。但將泰安橋上

下游工作者進行比較時，發現雖然撤離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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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土石流警報仍是對於疏散避難決策較有影

響的警戒因子，但是對於淹水警報及災害潛

勢區的重視程度卻有所差異，上游的工作者

與下游工作者相比更為重視淹水警報的發放

範圍，不同警戒資訊對泰安橋上下游受訪者

疏散避難影響程度比較如圖 8，探究其原因可

能為上游的飯店或民宿大多位在距離溪流及

河岸較近的地方，所以相關工作者會因為所

在所在區位之特質影響而注重淹水警報。 

表 3 不同警戒資訊對受訪者疏散避難的影響

程度彙整表 

Table 3 Effects of the alert information on the 
evacuation of the respondents 

項目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所在地為災

害潛勢區 
3.77 0.91 3 

所在為颱風

警報範圍 
3.77 0.95 3 

所在為土石

流警報範圍 
3.88 1.02 2 

所在為淹水

警報範圍 
3.75 1.00 5 

所在已發布

撤離通知 
3.92 0.97 1 

 
 
 
 
 

 

圖 8 不同警戒資訊對泰安橋上下游受訪者疏

散避難影響程度比較 

Figure 8 Effects of the alert information on the 
evacuation of the respondents located at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of Taian bridge 

 (3)災害應變階段時環境狀況對受訪者做成

疏散避難決策的影響程度 

在災害應變階段時，交通中斷與所在地

發生災情等環境狀況因素對於全體泰安溫泉

區受訪者決定疏散、避難的影響程度最大，

如表 4 所示。對於泰安橋上、下游的受訪者

而言，交通中斷、所在地發生災情兩項因素

也是影響疏散、避難的重要因素，但對於「所

在地風雨加劇」因素，兩地的受訪者有不同

的看法。在決定是否疏散避難時，所在地風

雨加劇對於上游受訪者而言影響程度較小，

但下游受訪者卻較為重視，不同環境狀況對

泰安橋上下游受訪者疏散避難影響程度比較

如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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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同環境狀況對受訪者疏散避難的影響

程度彙整表 

Table 4 Effects of the environmental situations 
on the evacuation of the respondents  

項目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所在地同業

進行撤離 
3.71 1.02 4 

所在地已有

災情發生 
3.89 0.98 2 

所在地供電

情形失常 
3.77 1.07 3 

所在地部分

交通中斷 
3.90 0.96 1 

所在地風雨

程度加劇 
3.68 1.04 5 

 

 

圖 9 不同環境狀況對泰安橋上下游受訪者疏

散避難影響程度比較 

Figure 9 Effects of the environmental situations 
on the evacuation of the respondents located at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of Taian bridge 

(4)過去經驗對於受訪者作成疏散、避難的影

響 

受訪者之災害及防災經驗，亦會影響災

害應變的決策，不同的經驗會導致不同的選

擇。依據本研究的調查，過去曾經預先撤離

且有減緩災害損失的經驗，對於泰安溫泉區

的受訪者影響最大，如表 5。對於「曾因災害

造成人員或財務損失」及「未預先撤離，也

無重大災情」兩個因素，泰安橋上下游的受

訪者則有較大的歧異，不同疏散避難經驗對

泰安橋上下游受訪者疏散避難影響程度比較

如圖 10 所示。 

(5)經營考量對受訪者決定疏散避難的影響程

度 

有關飯店或民宿經營上考量對於災害應

變階段的避難疏散決策影響程度而言，影響

各受訪者最重的是飯店、民宿的自主防救災

能力，如表 6。但如果以泰安橋上游及下游來

區分受訪者得問卷，可發現對於上游受訪者

而言，主要考量的仍是飯店或民宿的自主防

災能力，但對於下游的受訪者而言，住客人

數影響較大，如圖 11。 

表 5 經營考量對受訪者疏散避難的影響程度 

Table 5 Effects of the evacuation experiences 
on the evacuation of the respondents  

項目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曾因災害造成人

員或財務損失 
3.69 1.10 2 

曾預先撤離，卻

無重大災情 
3.46 0.92 3 

未預先撤離，也

無重大災情 
3.39 0.94 4 

曾預先撤離，減

緩災害損失 
3.87 0.9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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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不同疏散避難經驗對泰安橋上下游受

訪者疏散避難影響程度比較 

Figure 10 Effects of the evacuation experiences 
on the evacuation of the respondents located at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of Taian bridge 

表 6 經營考量對受訪者疏散避難的影響程度 

Table 6 Effects of the administrative 
considerations on the evacuation of the 

respondents  

項目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住客人數 3.87 1.08 2 

因防災措施產

生之花費 

3.50 1.14 4 

行政機關要求 3.74 1.04 3 

自主防災能力 3.92 1.03 1 

 

 

圖 11 經營考量對泰安橋上下游受訪者疏散

避難影響程度比較 

Figure 11 Effects of the administrative 

considerations on the evacuation of the 
respondents located at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of Taian bridge 

4. 現行防災應變措施以及期待政府加強的應

變措施 

本問卷除以封閉式的題目進行研究外，在問

卷的末端，以開放式的問題，希望了解各受

訪者現行工作場所的防災應變措施及希望政

府加強的防災應變措施，經彙整後，如表 7。

5. 檢定結果分析 

本次研究所在的泰安溫泉，飯店與民宿

的分佈，恰能以泰安橋為界。泰安橋上游的

民宿及飯店，規模較大；而下游的民宿及飯

店，除泰安觀止外均屬規模較小的飯店，上

游的飯店及民宿除騰龍山莊外，均位於汶水

溪右岸；下游則位在左岸。另外，上游民宿

及飯店所在的坡度較大且離河較近，下游坡

度較緩離河較遠，故將上、下游飯店及民宿

分作兩群體，進行 T 檢定，以了解飯店及民

宿對於災害訊息來源的信任程度及疏散避難

的決策因子是否會因為所在的位置及本身的

規模而有所差異。結果，除了對於「親友告

知的災害訊息」信賴程度、「同業公會提供的

災害訊息」信賴程度、「員工自行搜尋的災害

訊息」信賴程度、「未預先撤離，也無重大災

情對於疏散避難決策」的影響程度及「住客

人數」對於疏散避難決策的影響程度共計 5

題外，本研究顯示疏散避難的決策因子及災

害訊息的信任程度等面向，會因為飯店及民

宿所在的位置及本身的規模而有所差異，T

檢定分析結果如表 8 所示，本次研究採用 P

值>0.05 時，則訪問題目之結果不具差異性，

結果顯示所有訪問題目之 P 值均>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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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各受訪者開放問卷填答內容一覽表 

Table 7 Summaries of answers form the open questionnaire  

項目 問卷內容 

飯店、民宿的防

災應變措施為

何 

 配合消防或政府單位對執行防災避難或是疏散措施。 

 防災演練及宣導。 

 加強人員訓練及災時的人員管控。 

 先行疏散人員至安全區域，避免留在警戒區。 

 災前作好任務分工及編組：災中依編組啟動應變機制並通報派出所、消

防隊及鄉公所。 

 準備糧食、發電設備，並與各相關單位如縣府文化觀光局、消防、警察

留守人員建立聯繫管道。 

希望政府協助

加強的防災應

變措施為何 

 協助準備發電設備、確保交通動線及防災物資（糧食）。 

 應提供正確防災資訊。 

 迅速搶通中斷交通。 

 加強本地災情狀況通報的速度及準確度，並應協助彙整災害訊息。 

 災害潛勢區應預置機具、人力，災害發生時可迅速排除障礙並清理現

場。且道路是重要命脈，應以維護交通線順暢為重點工作。另業者應納

入災害應變的通報及情報系統。 

 地區資訊的串聯及統籌分配人力、物資。 

 加強邊坡整治、防止落石及土石流。 

 強化河川監測，即時通報沿岸業者。 

 將業者納入災害應變系統，通報災情或建立情報傳遞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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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T 檢定結果 

Table 8 Results of the T-test  

序

號 
題目 

上游受訪

者平均數 

下游受訪

者平均數 
P 值 

1 對於親友告知的災害訊息信賴程度 2.97 2.93 0.7802 

2 對於新聞媒體報導的災害訊息信賴程度 3.89 3.15 2.178×10-5 

3 對於政府機關宣導的災害訊息信賴程度 3.84 3.26 0.0010 

4 對於同業公會提供的災害訊息信賴程度 3.18 2.96 0.1747 

5 對於員工自行搜尋的災害訊息信賴程度 3.11 3.11 0.9892 

6 
所在地為災害潛勢區對於疏散避難決策的

影響程度 
3.93 3.51 0.0060 

7 
所在為颱風警報範圍對於疏散避難決策的

影響程度 
3.97 3.44 0.0012 

8 
所在為土石流警報範圍對於疏散避難決策

的影響程度 
4.08 3.56 0.0028 

9 
所在為淹水警報範圍對於疏散避難決策的

影響程度 
3.99 3.35 0.0002 

10 
所在已發布撤離通知對於疏散避難決策的

影響程度 
4.14 3.56 0.0005 

11 
所在地同業進行撤離對於疏散避難決策的

影響程度 
3.94 3.33 0.0003 

12 
所在地已有災情發生對於疏散避難決策的

影響程度 
4.17 3.44 1.557×10-5 

13 
所在地供電情形失常對於疏散避難決策的

影響程度 
4.05 3.33 0.0001 

14 
所在地部分交通中斷對於疏散避難決策的

影響程度 
4.13 3.54 0.0004 

15 
所在地風雨程度加劇對於疏散避難決策的

影響程度 
3.86 3.39 0.0059 

16 
曾因災害造成人員或財務損失對於疏散避

難決策的影響程度 
3.99 3.20 1.963×10-5 

17 
曾預先撤離，卻無重大災情對於疏散避難決

策的影響程度 
3.58 3.26 0.0464 

18 未預先撤離，也無重大災情對於疏散避難決 3.45 3.28 0.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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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影響程度 

19 
曾預先撤離，減緩災害損對於疏散避難決策

的影響程度失 
4.13 3.44 3.913×10-5 

20 住客人數對於疏散避難決策的影響程度 3.97 3.70 0.1655 

21 
因防災措施產生之花費對於疏散避難決策

的影響程度 
3.70 3.17 0.0057 

22 
行政機關要求對於疏散避難決策的影響程

度 
4.01 3.30 4.079×10-5 

23 
自主防災能力對於疏散避難決策的影響程

度 
4.14 3.57 0.0015 

 
結果與討論 

本次透過發放問卷，研究苗栗縣泰安鄉

溫泉業者在本地防災工作中能扮演的角色、

負責的功能及決策因子等，及利用專業且開

放原始碼之機率統計軟體對於假設進行驗證

計算，研究分析結果發現以下數點結論與建

議： 

1.受訪者中，大多數都有面對風災或是坡地落

石、坍方及土石流等災害的經驗。從開放式

問題的回應及災害歷史發現，坡地落石、坍

方及土石流少有造成飯店或民宿的直接損

害，反倒是對交通動線造成較大威脅。 

2.大型的飯店對於物資的準備較為充足，但就

整體而言，仍有 44.4%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工

作的場所，所儲備的物資不足所有住客一日

使用，如發生突發災害，交通中斷時，將面

對物資不足的問題。 

3.在減災、整備的階段，僅有 16.90%及 34.5%

的受訪者曾經參與過鄉公所的防災應變會

議及與鄉公所有災害通報及合作機制，觀光

業界未納入政府的災害應變系統，欠缺地區

資訊的串聯及統籌以分配人力、物資等。 

4.泰安溫泉區欠缺警戒資訊分享的機制，疏散

避難決策的資訊取得不易，又僅能依賴苗

62 線進出，當災害發生才進行疏散，將面

臨人員難以或無法疏散的情形。 

5.就驗證與檢定來說，除了災害訊息的來源、

及少部分的決策因子外，泰安溫泉區泰安橋

上下游的受訪者在許多決策因子上都有所

差異，顯見受訪者對於疏散避難的決策因子

會受到工作場所的規模、所在地形的影響。 

6.本研究區內較大規模的飯店及民宿有較多

的物資儲備及空間，部分的飯店、民宿會共

同分擔整備防災物資，考量飯店或民宿業者

所在的位置是否可做為安全處所及物資的

集散中心，未來透過整合在地的產業，可發

展具本地特色的社區防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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