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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災害直接與間接損失之評估方法
柳婉郁 1*、張簡仕傑 2
摘

要

臺灣地處高災害潛勢地區，因此颱風、地震、淹水、土石崩塌等天然災害經常發生。發生天災時總會造成許

多人命、建構物、財產以及公共建設等直接性的損失。本研究將天然災害與其損失評估進行文獻回顧整理定義與方法，
提供未來建立評估模型之參考。本研究主要分析天然災害定義、分類、評估方法之文獻回顧，並對於估算災害損失的
方法進行分類，包括調查法、計量經濟法、時間序列分析、投入產出模型、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經濟會計成長模型
等。本研究結果指出，學術層面上，從災害的成因至災害的結果至中間的發生過程均需仔細評估，而評估方式則需針
對評估對象的特性進行調整。評估過程須先觀察災害損失現況，搭配過去的資料庫為基礎進行分析，災害損失種類，
以直接災害損失較容易估算，國內外學者因測量方法及損失物價值的估算不同而有所分歧，尤其在災害風險或災害損
失的研究上，以國家層級為主的研究較多，地方層級區域的研究則較少。臺灣目前的災害損失估計，乃是針對災害類
別而使用不同的方法，學界與不同執行單位之間的方法使用如何進行整合還需要多做考量。
關鍵字：天然災害、經濟評估、直接損失、間接損失

A Review on Evaluating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Loss of
Natural Disasters
Wan Yu Liu1* and Shih Jay Jhang Jian2
ABSTRACT Taiwan is located in an area with high disaster potential, and hence natural disasters such as
typhoons, earthquakes, flooding, and rock collapse often occur. A natural disaster always leads to direct losses
of many lives, structures, property, and public works. This study aims to conduct a comprehensive literature
review on definitions and methods of various situations for assessing the losses due to natural disaster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later researchers to develop related evaluation models. This study focuses on analyzing
the literature on definitions, classifications, and assessment methods of natural disasters, and classifying the
methods of assessing disaster losses, including survey, econometric model, time series analysis, input-output
model, computational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economic growth accounting model, and so o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how that from the academic aspect, it is required to carefully analyze the process from causes to
results of the disaster; and the corresponding disaster assessment method should be adjusted according to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valuation targets. During the assessment process, the disaster losses must be
first observed, and then be analyzed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database. With respect to the type of disaster
losses, it would be easier to assess the direct disaster loss. The academia has not had the same definition on
natural disaster losses, because they adopted different measurement methods and different methods of
assessing the loss value. Especially, few previous studies investigated disaster risks and losses on local-level
areas. The disaster loss assessment method applied to the current stage of Taiwan is still based on disaster
types. More concerns should be made on how to integrate the methods adopted between the academia and
different executive units.
Key Words: Natural Disaster, Economic Assessment, Direct Loss, Indirect L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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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臺灣地處歐亞大陸邊界，東邊鄰近太平洋，氣候容易
受季風及海潮漲退影響，加上屬於板塊推擠而形成的島
嶼，且處於高災害潛勢地區，因此颱風、地震、淹水、土
石崩塌等天然災害經常發生。天然災害又可寫作自然災
害，發生天災時總會造成許多人命、建構物、財產以及公
共建設等直接性的損失，導致各項活動中斷，如社會生活、
經濟活動、親友聯絡、基礎公共設施運作等間歇性的損失
(Zhou et al., 2018; Keerthiratne et al., 2018)。臺灣屬於
高災害潛勢地區，導致颱風、地震、崩塌土石流等天然災
害之發生 ；加上經濟快速發展，環境脆弱度增加，森林
生態多樣性降低，若不積極正視此一問題並尋求解決之
道，恐有危及國家永續發展之虞(Fang et al., 2018; Knez

et al., 2018)。近三十年來許多異常天候造成的山地崩塌、
土石危害，致災源頭都被指向山村居民的農墾行為
(Benali et al., 2018; Noth & Rehbein, 2018)。近年來科
學家發現，極端氣象災害事件對自然環境之衝擊，經常超
過 森 林 生 態 系 之 承 載 力 (Carrying Capacity)
(Pascapurnama et al., 2018)。根據內政部消防署災害統
計(2015)所顯示，台灣近十多年來，平均每年發生 2 次以
上颱風豪雨，而從 2001 至 2013 年以來，臺灣所發生之
天然災害所造成的人員傷亡累計達 5,443 人，其中有
1,136 人死亡，在這其中以颱風為最大的天然災害損失，
特別是 2009 年的因 5,443 人中的 4,503 人皆是颱風所
造成，約占了 83%的人數，再者，1,136 的死亡人數中，
颱風損害也是以 991 人占據了約 87%的人數，實為對臺
灣的人員傷亡中為最重要的部分，此外，因豪雨造成的水
災影響僅有 120 人的死亡數，約 10.5%，而總傷亡人數
為 285 人，也僅佔了約 5%左右(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2016a、2016b)。
有鑑於此，臺灣勢必要對於天然災害造成的損失評
估深入了解建立有效與精簡的估算模式，在此之前需要
先進行定義，由於政府現行對於天然災害的損失方面定
義與學界不完全相近，例如氣象局網站內的氣象因素損
失部分是以產業與公共建設的經濟損失金額為單位，消
防署是以房舍倒塌數作為計算等等，另外，國內外的學者
們也經常因測量方法及損失物價值的估算不同而有所分
歧，尤其在災害風險或災害損失的研究上，以國家層級為
主的研究較多，但範圍所減至地方層級區域的研究則較
少(洪鴻智、劉怡君、簡頌愔，2014)，為避免後續進行研
究時在使用及溝通上產生理解偏差，本研究將天然災害

與其損失評估進行整理，並以此進行文獻回顧，期望整理
出能應用於多種情況的定義與方法，提供未來建立評估
模型之架構發展。

二、 天然災害定義、分類與評估
首先，本文對於「天然災害損失」進行定義，按照天
然災害、災害損失評估依序了解其意義並說明。
(一) 天然災害之定義
天然災害(natural disaster)，亦稱自然災害或簡稱天
災。由於災害的發生原因為「天然變異」、「人為影響」，
表現形式也分為「天然形態」及「人為形態」
，通常認定
是以「天然變異」為主因而產生，並表現為「天然形態」
的災害稱之為天然(自然)災害，如地震、颱風、豪雨及暴
潮，廣義而言只要是因天然變異所引發皆屬於天然災害
(Paudel & Ryu, 2018)。換言之，由人為影響而表現出人
為或自然形態的災害稱為人為災害。但實際上災害成因
十分複雜，有時單一原因就可能形成數種不同災害呈現，
此時的災害類型就需要根據表現形式與主導之災害原因
去判斷(交通部中央氣象局，2015)。此外，雖然說自然災
害的嚴重程度通常與發生地區的人口或恢復力有關
(Bankoff et al., 2004)，但若此天然變異的發生區域內沒
有人受害，即表現出的天然形態並未影響到該地區的人
員傷亡，則此天然變異不會被稱作天然災害 (Alexander,
2002; Blaikie, et al, 2004)。
(二) 天然災害與損失之分類
天然災害分類在各國之間都有差異，主要是因災害
成因的複雜性，還有該地區的環境複雜性、人口的疏密、
政府的重視程度等等，此外天然災害也有突發性與緩發
性。若根據中央氣象局(2015)的分類，台灣的天然災害大
約可歸類為七種，詳細參見表 1，此七種天然災害的分類
是根據發生的特點、災害管理與防災系統的不同所做的
分類。在臺灣所遭遇的天然災害中，該屬氣象類型的為最，
尤其在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自 1996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
的統計，在臺灣約有 115 筆紀錄有發布颱風警報，是所
有天然災害發生最多者。
而關於災害損失的部分，國內學者多將災害損失分
為直接與間接損失，並按照損失的有形與無形來分類。間
接損失最早是由 White (1945)提出，指災害發生時廠商
停止生產的使得收益減少現象。Okuyama (2007)認為直
接損失導致經濟活動、生產和消費行為和商業活動的中
斷所帶來的損失為間接損失。直接損失可視為資產與存
量完全或部份在災害發生時受到破壞，包括建物、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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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產品、半成品、原料與零件的實質損失；而間接損失

替換為花費。因此，災害損失可以不同損失的項目總和來

為從災害發生之後到重建完成前，財貨停止生產的流量，

表示，再經轉換為統一幣值以便於估算(紀雲曜、李雅芬，

或以貨幣表示的停止提供服務之價值，然而各學者對間

2013)。

接損失定義不盡相同，雖然概念上都是從直接損失所衍

Rose(2004)建議以投入產出表(IO)及可計算一般均

生出來的損失，但實際上難以明確分辨直接損失、間接損

衡模型(CGE)為分析工具。研究亦提及多數學者同樣應用

失。

此兩種方法或是再搭配其他方法做估計。林幸君、高慈敏
關於災害損失的分類，Breaden (1973) 、 Grigg

(2006)是以區域投入產出分析的方式，分析國內 2003 年

and Helweg (1975) 與 Grigg et al. (1976)對於洪水災

至 2005 年因天然災害所造成之農業損失在總體經濟變

害 產 生 的 淹 水 損 失 分 類 為 五 種 ： 直 接 損 失 (direct

數的衝擊數據，中、南部造成的衝擊超過六成，推估是因

damages)、間接損失(indirect damages)、次要損失

為中、南部地區為農業相關產業集中區，此外也影響了總

(secondary damages)、無形損失(intangible damages)

體就業率。但因區域投入產出法為部分均衡分析，並無法

及不確定損失(uncertain damages)。Smith et al. (1981)

估計出農產品的物價膨脹等。

在評估洪災損失分為直接、間接、主要、次要、可計及不

災害造成其他影響就是損失，典型災害影響可以定

可計六種。

義為經濟流動的改變，包括產品獲得不易、販售活動無法

(三) 災害損失評估(disaster losses assessment)

進行、產品耗費提高、物價上漲、必要服務稅收會調降及

根據 GFDRR(2010)的一篇關於孟加拉地區的研究報

產生不可預期的開支等。災害損失的發生時間，傾向發生

告所述，在計算損失前需要先明確定義破壞(damage)與

於災害事件發生之後一段較長的時期，直到經濟完全復

災害(disaster)的關係，一般而言災害造成的直接影響可

原和物理資產或結構被完全重建，此外，這裡的損失評估

被歸類為破壞，破壞的定義為整體或部分的物理財產毀

是 以 當 前 的 價 值 為 標 準 (GFDRR, Global Facility for

損，例如建築物與其組成人員、基礎構造、自然資源等等，

Disaster Reduction and Recovery, 2010)。對於災害影

此部分的測量傾向於在事件過程中將物體的單位與價值

響與時間的關係圖可以詳見圖 1。

表 1、台灣天然災害之分類
Table 1 The Classification of Natural Disaster in Taiwan
災害類型

包含之災害種類

氣象災害

颱風、豪雨、霜害、乾旱等

海象災害

暴漲、海嘯、瘋狗浪、海水倒灌等

洪水災害

河水氾濫、淹水等

地質災害

山崩、地滑、塌陷、土石流、土壤流失等

地震災害

房舍倒塌、土壤液化、水庫潰堤等

農業災害

農作病蟲害、農作環境災害等

森林災害

森林火災、林木病蟲害等

資料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2015)
圖 1 可看出災害發生後造成的破壞，可以在災害後

生活水準(Freeman III, 1993)。在紀雲曜等人(2013)的研

較短時間內被觀察，在破壞到完全復原的過程中，任一點

究中提到，利用災區的生命與各結構物相關之經濟資料，

皆為當前損失，損失的花費也是以當前價值計算，最右方

推求其與洪水深度的損失經驗曲線為最常用於災害損失

虛線則代表完全復原後與災害前的情況不同，如經濟流

評估的方法。但生命損失的經濟估計其實是非常有爭議

動雖完全復原，但不一定能回復到災害發生前的水準。

而且困難的，臺灣現階段仍是以個人總工資所得作為估

災難損失也可被定義為使受災之群眾所獲得的最小

算的標準，再換算以現金的物價水準做最後評估。但人命

補償金額，根據計算，該金額是能使災民保持未受災前的

或結構物仍屬於直接損失的部分，紀雲曜等人(2013)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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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間接損失可定義為相對次要的損失或非災害發生當下

發現，都市地區的人類流動性會受自然或人為災害影響，

造成之損失，如精神創傷、土地價格變動等等。

在沿海地區的都市尤其易受熱帶暴風雨影響。此結果顯

Chang et al. (2012)研究提到，隨著時間的流動，長

示出：(1)熱帶暴風雨能造成人類流動性擾動。(2)此種人

期下來自然災害導致的人為損失雖然會逐漸減少，但是

類的流動性並不同於突然從規範下脫序的流動，除非此

目前每年的變異性都很大，而且每次的大型災難都會導

熱帶暴風雨極端強大。洪鴻智等人(2014)對於河川流域

致人口流失。另外也發現自然災害損失會與人口及國民

颱風災害損失－以莫拉克風災為例的研究中提出，災害

的產品總量增加有相關性 (Chang et al., 2012)，該研究

損失為災害與脆弱度的互動結果。由於颱風造成的影響

中發現多數都市地區幾乎沒有經歷過同類型的災害兩次

可能片集合穿上、中、下游乃至週邊坡地，而各地區不同

以上，這表示他們無法以過去的經驗判斷該居住地是否

的脆弱度在特定條件下產生互動，進而引發程度類型不

具有風險，故推測這可能是導致每年災害損失的變異大

一的災害損失。藉由將颱風視為外來衝擊，將不同災害衝

的原因。Wang 與 Taylor(2014)以社群網站 Twitter 使用

擊的型態與地區脆弱度做互動，解釋災害損失的空間分

者做的研究，意圖了解經過暴風雨 Sandy、颱風 Wipha

布特性與重要因素(洪鴻智等, 2014)。

和 Haiyan 之後，人類流動性的擾動會有什麼變化。研究

破壞

完全復原

此處為災害發生所帶來的破壞
此為完全重建及經濟流動復原

5年

災害損失
此處表示災害發生

時間(月)
資料來源：修改自 GFDDR(2010)

)

圖 1、天然災害影響之時間圖
Fig. 1 The Timeline of Natural Disaster Imp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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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天然災害損失之分析
蕭代基等人(2007)建議考量 Hicks(1946)補償變量
定義以取代不同災害損失計算上的爭議。損失為能使受
損財產的所有權人可回到原先未受災時的福利水準，所
需給予該人補償的最小金額。要使得受災資本的所有權
人能回復到未受災時相同的福利水準，有三種作法：(1)
使該受災資本恢復原狀的成本，稱為恢復成本
(restoration cost)；(2)以新的資本替代受災資本的成本，
稱為替代成本(replacement cost)；(3)不復原直接提供該
受災資本原來提供的服務，即補助災民喪失服務的價值
(value of lost services)。上述三種方法都能達成目的，
但成本可能相距甚大。若有較低機會成本的作法可達到
相同目標，就不應採取較高成本的作法，因此在估算時將
取上述「成本最低者」作為真正損失的估算，亦即最具成
本有效性。因此，依照各資本提供的服務功能進行分類後，
衡量給予受災者(即資本所有人)最小的補償金額，在加總
所有最小補償金額後，即可得到災害損失的估計值。當房
屋受災損壞，若不復原且不另購，則採計受損房屋的價值；
若所有人先租屋後修復房屋，則採計租屋與修復之成本；
若另購其他住宅，則衡量新宅與其他方法之最小值。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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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失(即直接損失)的定義方式可以適用於家戶及產業，且
不會造成重複計算的問題。直接損失所引致的漣漪效應
應該被稱為經濟影響(張明城，2010)。此外亦有學者
(Kates, 1965)建議以直接損失的某百分比估算間接損失。
Clower(2005)研究中認為評估天然災害的經濟衝擊非常
重要，一般對於災害的直接或間接影響效果的衡量方式
詳見表 2。
在實證方面，Gordon et al. (1998)的研究中以空間
區劃模型(spatial allocation model)、南加州計畫模型
(SCPM, the Southern California Planning Model)及問
卷調查法分別對南加州各地區進行地震模擬，估計對交
通運輸破壞程度，研究最後亦建議整合區域投入產出模
型，以 Miller 與 Blair (1985)之價格模型，估算地震發生
之直、間接成本。在日本研究中 Yamano et al. (2004;
2007)同樣以區域投入產出模型，探討日本發生電力與交
通網因天然災害而被破壞後對區域產業之衝擊，研究結
果顯示，間接損失遠大於直接損失，尤其製造與商業密集
的都市地區受衝擊大於週邊城鎮。一般而言，調查法、投
入產出模型及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的使用評估較為普遍。
除了上述使用的方法，近代學者亦提出不同於表 2 之評
估方法。

表 2、估算災害損失之方法
Table 2 Methods of Accessing the Natural Disaster Loss
方法

適用性

調查法(survey)

提供直接影響的資訊，但可能出現無回應

計量經濟模型
(Econometric Models)
Box-Jenkins 時間序列分析
(Time Series Analysis)
投入產出模型
(Input-OutputModel)
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s)
經濟會計成長模型
(Economic Accounting Models)

有可用之實質資料時可使用，受資料時效性影響可行性
使用 ARIMA 模型並以過去資料分析進行預測
可以計算直接或間接影響效果，但屬於靜態且屬於線性分析
類似投入產出模型，但不適用於複雜性高的區域
可以多方結合使用，但在人力資本的鑑價問題則是最大問題點

資料來源：修改及整理自林幸君、高慈敏(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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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天然災害損失評估之理論方法
1. 夜燈強度與風場模型綜合評估

2. 類神經網路經驗模式

Elliott et al. (2015)對於中國沿海地區的經濟活動受

徐永衡、劉俊志、鄭兆尊與陳永明(2015)探討台灣地

颱風衝擊的研究，藉由觀察夜燈圖(Nightlight imagery)

區 1960 至 2009 年單一颱風事件災害與水稻受害程度

提出了夜燈強度(Nightlight intensity)與風場模型(Wind

( % ) 的關係，採用類神經網路(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field Model)作為計算的迴歸方程式。其公式為：

ANN )建立農業損失經驗模式。ANN 是一種模擬人類大
腦學習能力的演算法，具有強大的非線性建模能力，而且

𝑁𝑁𝑁𝑁𝑁𝑁ℎ𝑡𝑡𝑡𝑡𝑡𝑡𝑡𝑡ℎ𝑡𝑡𝑖𝑖𝑖𝑖 = 𝛼𝛼 + 𝛽𝛽𝑓𝑓 𝑓𝑓𝑖𝑖𝑖𝑖 + 𝜋𝜋𝑡𝑡 + 𝜇𝜇𝑖𝑖 + 𝜀𝜀𝑖𝑖𝑖𝑖

Nightlight 表示單位 i 在 t 年的夜燈強度，f 表示毀
損指數，ε 表示誤差項。變項𝜇𝜇𝑖𝑖 可以被認定為未觀察到的

沒有傳統統計回歸方法的缺點，並不需要諸多前提假設
的限制(徐永衡等人，2015)。研究採用被害程度 (%) 作
為預測標的可以避免農業損失金額與水稻栽培面積因時
間改變而變化。此外徐永衡等人( 2015 )認為被害程度在

單位時間內無法改變的影響可能受颱風毀滅及經濟活動

模式推估應用上，換算成水稻災害損失面積以及金額較

影響。𝜋𝜋𝑡𝑡 則是時間虛擬變項，用於測量隨時間變化而改變

為容易，可以作為客觀的災害評估指標。

經濟活動與颱風影響之間的顯著性時又可改寫為：

數之後，再由「神經元數目選取」過程，以交叉驗證法選

的經濟因素，如聚集災害緩和發展。而此公式應用於計算

𝐺𝐺𝐺𝐺𝐺𝐺/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𝑖𝑖𝑖𝑖 = 𝛼𝛼 + 𝛽𝛽𝑁𝑁𝑁𝑁 𝑁𝑁𝑁𝑁𝑁𝑁ℎ𝑡𝑡𝑡𝑡𝑡𝑡𝑡𝑡ℎ𝑡𝑡𝑖𝑖𝑖𝑖 + 𝜋𝜋𝑡𝑡 + 𝜇𝜇𝑖𝑖 + 𝜀𝜀𝑖𝑖𝑖𝑖

將某區域的 GDP(GDP/AREA)與夜燈毀損度進行迴

歸分析，即可計算出兩者間的關係是否顯著。此時的變項
𝜇𝜇𝑖𝑖 則代表沿海地區鄉村-都市的修復效果，𝜋𝜋𝑡𝑡 仍然是時間

虛擬變項，計算的結果顯示夜燈強度確實區域

其研究模式的建立經由「資料標準化」轉換為 Z 分
取最佳神經元數目，最後根據最佳神經元數進行「模式建
立」
以建立 ANN 模式。最後再依此模式將 TCCIP( Taiwan
Climate Change Projection and Information Platform
Project ) 所 產 出 之 MRI 基 期 (1979-2003) 與 世 紀 末
(2075-2099)情境颱風事件，計算全臺每場颱風災害的水
稻受害程度，並以基期與世紀末的改變率做為評估標準：

GDP(GDP/km2)有顯著關係。在該研究的結果顯示，颱
風造成了 20%的破壞效果，並縮減了該年 14%的平均收
入。再利用區域 GDP 與夜燈強度的關係來計算整個經濟
網路活動變化的總災害損失，並建立了可以運用於任意
年分(時間)的計算式：

改變率( % ) = �

世紀末平均值
基期平均殖

− 1� × 100%

根據結果顯示，世紀末台灣水稻生產風險改變率有
上升的趨勢，另再研究最後亦認為此模式能以易取得的
資料快速推估各縣市在颱風侵襲前的水稻受害比例，並

𝑛𝑛

Loss𝑖𝑖𝑖𝑖 = � 𝑛𝑛𝑛𝑛𝑛𝑛ℎ𝑡𝑡𝑡𝑡𝑡𝑡𝑡𝑡ℎ𝑡𝑡𝑡𝑡−1 𝑓𝑓𝑡𝑡 𝛽𝛽𝑓𝑓 𝛽𝛽𝑁𝑁𝑁𝑁
𝑖𝑖=1

能模擬近未來資料，進而快速進行農業災害評估。
3. 脆弱性指標
李欣輯、楊惠萱、廖楷民與蕭代基(2010)以社會脆弱

根據此算式計算中國沿海自 1992 年至 2010 年的損

性(Social Vulnerability Index, SVI)嘗試建立水災災害損

失，發現約有百分之 40 至 60 的行政區之經濟活動會因

失的評估指標，並探討臺灣各縣市的社會脆弱性，其架構

颱風而受損，平均來說，每個縣市會受到約 5.4 億美金的

有三個面向，分別為最大可能損失，自保能力，復原與適

經濟損失。

應能力。三個面向的指標內容如表 3：

Journal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65(4): 237 - 254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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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社會脆弱性面相定義
Table 3 The Definition of Social Vulnerability
社會脆弱性取向

指標
泛指家庭中所有可以換算為金錢的外在實體財物

最大可能損失

例如：交通工具、住屋、所有物等
泛指可據以評估生命維持及保護自身與財產安全的能力與抵抗力者。

自保能力

例如：獨居老人、女性、孩童、依賴人口(身心障礙者、遊民等)、風險認知、災前準
備等。
泛指可使災後家戶快速復原，回歸平日生活者，且能自災害事件中習得經驗以抵抗下

復原適應能力

次災害侵擾。
例如：財力(低收入戶)、社會支持、保險等

資料來源：李新輯等人(2010)
研究採用標準化之分數(Z-score)作為脆弱性因子，

建議可嘗試應用社會脆弱性指標，透過 GIS 圖層的繪製，

原因在於標準化後的平均系果能夠進行比較，再者過去

將圖層套疊淹水潛勢圖以呈現淹水風險地圖，以便應用

的研究指出若要將各因子分數加權處理，需經過時間調

於未來災害損失評估上。

查或是參考專家問卷決定(江宜錦、吳杰穎，2007)，且隨

4. 投入產出分析

著時空變動，加權的比重也隨之改變，故暫不使用此方式。
結果顯示臺灣東部地區相較其他縣市而言，水災的
社會脆弱度較高，西部地區，嘉義縣的社會脆弱度則較低。

林幸君、周秝宸、張冠珍(2013)以此重大災害及另一
重大風災－凡那比風災為例，進行臺灣因天災產物損失
對農業及整體經濟之影響。詳細如表 4 所列。

表 4、颱風之農業產物及民間設施損失
Table 4 The Agricultural and Product Losses by Typhones
農林漁牧業產物損失

莫拉克(元)

凡那比(元)

農產

4,932,034

3,124,373

畜禽

1,487,300

161,871

漁產

4,173,795

730,439

林產

237,489

26,884

小計

10,830,618

4,043,569

農田

4,774,870

112,380

農業設施

244,856

283,665

畜禽設施

130,165

28,503

漁民漁業設施

488,123

48,380

小計

5,638,014

472,927

總計

16,468,632

4,516,495

農林漁牧業民間設施損失

資料來源：農委會統計室；林幸君、周秝宸、張冠珍(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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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運用 Miller 與 Blair(1985)供給面投入產出分

提及損失經驗曲線法最早是 1964 年由美國聯邦保險署

析(Input-Output Analysis)進行探討。定義(I − A)−1 為李

(Federal Insurance Agency)依美國的國家洪水保險法

昂提夫產業關聯程度矩陣(Leontief ’ s Inverse Matrix)。

案(National Flood Insurance Act)所建立之概念，並在

推導公式後的結果如下：

1968 年應用在洪水保險階段。此法之優點在於能夠考慮
到同一建築隨依水深度而影響的損失變化情形，彌補前

∆X = (I − A∗ )−1 ∆𝑋𝑋�

∆𝑋𝑋� 表示各部門增加之產出，若只看國產品之投入與產出
之平衡關係可將此式改寫為：

∆X = (I − A∗𝐷𝐷 )−1 ∆𝑋𝑋�

研究結果發現，莫拉克颱風及凡那比颱風造成農工
業受創，因而產生的經濟減損效果，總產出分別減損
161.5 億元及 73.9 億元，乘數效果為 1.49 及 1.33；總附
加價值分別減損 72.3 億元及 32.7 億元，占國內生產毛
額比重約 0.06%及 0.03%；總就業人數分別減少 14,660
人及 7,154 人，致使失業率上升 0.13 個百分點及 0.06 個
百分點。對農業(農、畜、林、漁產部門)之衝擊，產出減
損分別為 113 億元及 41.3 億元，占總產出效果七成及五
成六；附加價值分別減少 54.1 億元及 23.6 億元，占總附
加價值七成五及七成三；颱風肆虐使得農業就業機會減
低，減少之就業人數皆占總就業效果約九成(林幸君、周
秝宸、張冠珍，2013)。
(一) 天然災害之直接損失價值估算模式
1. 區域性災害損失評估法：
此法最早為 Grigg et al. (1975)所使用，主要是為彙
整各種類型的損失以推估區域內的災害損失，以單位面
積之淹水損失×淹水面積計算損失，雖然此方法將各種災
害區域以產業作為分類，能夠顧及不同的土地使用差異，
但此計算方法估算太過簡略，忽略淹水程度及深度的變
化，且不同開發程度的影響在這些損失成果也無法觀察
(蘇明道、張玲芳、糠瑞林、林美君，2002)。故此方法雖
然過去有其優點，但現今已少有研究使用此方法作為唯
一估算方法。過去使用此法之研究有：Grigg et al. (1975)；
蔡長泰(1995)；方舟顧問公司(1997)；台灣水利規劃試驗
所(1998)。
2. 損 失 經 驗 曲 線 法 (Empirical Depth-Damage
Curves)：
此方法為國內外最被廣泛使用的估算方法，主要是
利用利用區域內之建物與相關之經濟資料，推求各種類
型建築物之淹水深度損失經驗曲線。Smith(1994)的研究

述區域性災害損失評估法的缺失，但此法的缺點在於僅
能用於單一建物的推估，無法外推至區域性，除非備有相
當大量且齊全的地理資料 (蘇明道、張齡芳、糠瑞林、林
美君，2002)。張齡方、蘇明道(2001)提出結合地理資訊
系統(GIS)與政府統計之資料庫的方式，並先應用在探討
住宅區等地區的估算。
蘇明道(2005)研究以此方法進行台灣的洪災風險評
估系統之研發，研究中提及淹水並不一定會造成損失，除
非涉及經濟活動，因此需針對洪水災害進行暴露量分析
以評估損失。而一般建立損失曲線的方法有合成法或災
害損失資料統計分析法兩種，所謂合成法是調查各受淹
水單位之內容物，並依不同之淹水深度推估其損失程度，
例如建立一標準居家模型，模擬一般家具與內容物之擺
設，並推估積水深度與損失關係(張齡方、蘇明道，2001)。
雖然計算居家的曲線時方便，但由於與一般公司企業等
的擺設有很大差異。其他如零售商與大型企業的經營規
模又會有所差異，即使在同樣的淹水深度，也會因產業與
商家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損失程度，在同樣水深下，不同住
宅區的損失曲線。因此該研究採用災害損失資料統計分
析法，並結合 GIS 中的門牌對位方式推出各區域之座標，
再配合過去的淹水分布資料等推求事件發生時的淹水深
度，進而分析及建立該區域經濟活動或土地利用之淹水
深度－損失經驗曲線。透過政府普查區域的社會經濟資
料後，將資料進行彙整成鄉鎮村里之統合資料。再透過淹
水 潛 勢 分 析 模 組 (Flood Hazard Model, Flood Loss
Model)的資料格式，將社會經濟普查資料分散至各個網
格之後，便能以此網格搭配災害分析模組所產出之淹水
調查或模擬資料得到淹水深度之分布情況，再輔以前段
所述之淹水深度與損失之關係曲線，便可建置出以網格
資料為基底的特定區域災害損失評估模式。此後再加入
暴露量分析，藉由淹水資料、建物位置與使用類別來了解
一般家庭或工商業等遭遇淹水災害的數量大小。一般而
言可使用門牌地址座標與淹水的資料網格套疊來判斷，
或是利用社會經濟普查資料，配合多種相關的背景資訊
來反映與套疊淹水資料。
使 用 此 方 法 的 學 者 自 Penning-Rowsell &
Chatterton(1977)發展以來，Smith(1994)應用於南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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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災評估；王如意、蘇明道(1999)；張齡方、蘇明道(2001)；

聯度分析及模糊層級分析法，以汐止受納莉颱風及象神

王如意(2003)； 糠瑞林(2005) ；蘇明道(2005)；張齡方

颱風之損失資料，進行洪災損失潛勢的研究。其研究中的

(2008)等多位學者也對台灣的颱風或水災進行應用，

灰關聯生成的基本原則為利用數據中的數值做正規化

Gissing & Blong(2004)則是針對澳洲地區進行研究，

(normalization)處理，例如對一個數列之所有數據均用

Pappenberger et al. (2012)則是透過歐洲中期天氣預報

數列中之最大數去除，從而得到一個新數列之方法叫最

中心之資訊，探討全球自 1979 年至 2010 年這 30 年間

大值化處理。灰關聯的原始序列為：

的水災，並嘗試建立一個通用的淹水曲線模式。Dankers,
et al.(2014)則是使用河流模擬近 30 年的氣候情況，並嘗
試了解水災的情況是否受氣候變遷而有影響，Amadio et
al. (2016)、Velasco et al. (2016) 、Wu et al. (2016)等
也有相關應用。

(0)
(0)
(0)
xi (k)= �x1 (1),… , x1 (k)� ϵ X，k = 1,2,…, n ϵ N

其區間值化處理式為下式：

xi* (k)=

3. 灰色系統理論(grey system theory)
灰色系統理論(grey system theory)最早由中國學

(0)
(0)
xi (k) - minxi (k)

(0)
(0)
max xi (k) - min xi (k)

者鄧聚龍於 1982 年創立，在中國多使用顏色深淺作為表

灰關聯度乃藉由分析兩個離散數列之間的相似程度

示訊息的明確程度，而灰色則表示部分明確而部分不明

來判斷關聯度，此兩者之關聯性可以用灰關聯度表示(黃

確，灰色系統理論便是用於處理資料較少、樣本數小、所

琦蓁、鄭思蘋，2007)。

知訊息不完整等等，具備不確定性問題的理論，而這樣的

灰關聯的定義為兩序列間之關聯度，若進行比較時

特性便稱之為灰特性，具有灰特性的系統就是灰色系統。

僅有一個參考序列，此情況稱為局部性(localized)灰關聯

該理論主要針對系統模式之不明確性或資訊不完整時，

測度，反之，若多個序列中任何一者皆可做為參考序列，

進行關於系統的關聯分析(relational analysis)、模式建構

則稱為整體性(globalized)灰關聯測度。藉由專家問卷

(constructing a model)等方法來探討並了解系統。

(34 份)之方式評估各影響因子對洪災損失之影響程度比

由於灰色系統理論將任何隨機過程視為在一定時空

較，回收後再進行 FAHP 權重分析，調查出汐止的洪災損

區域變化之灰色過程，即任何無規則的離散時空數列，皆

失影響因子，如天然因素：平均淹水深度、平均降雨量、

可被認為是潛在之有規則序列的一種表現，藉由生成變

河川分布狀況(主流、支流)、離主要河道最近距離；人為

換可將無規序列轉變成有規序列，只要研究的原始數列

因素：單位面積生產總額(住宅或工商)、抽水站、人文因

有四個數據以上，就可通過生成變換來建立灰色模式，灰

子(人口密度、交通運輸、重要設施)等，最後再進行潛勢

色模式簡稱 GM 模式(grey model, GM)，乃灰色系統理

分析。為將潛勢值轉換為合適之損失現值金額，分別以象

論之基本模式，也是灰色控制理論之基礎 (傅立，1992)。

神與納莉颱洪之損失資料透過 GM(1,1)模式建立洪災損

另外 GM 模式建模時須先對原始數列進行生成變換，此

失曲線，建模象神與納莉颱洪損失之響應函數，由於納莉

部 分 又 分 為 累 加 生 成 (accumulated generating

颱風是在象神颱風隔年才襲擊台灣，經歷過象神颱風影

operation, AGO) 與 累 減 生 成 (inverse accumulated

響之後，在相同之潛勢下之損失金額稍有下降，顯示居民

generating operation, IAGO)，相關運算式如下：

的淹水經驗能提高其對淹水之預警，進而降低淹水可能
造成之損失 (黃琦蓁、鄭思蘋，2007)。

假設原始數列為 x(0) = (x(0) (1), x(0) (2), …x(0) (n)) 累加
生成之運算式如下所示：

最後該研究之研究結論指出，以灰關聯度分析模擬
各評估區域之整體洪災損失潛勢，以一洪災損失潛勢指
數表示之。利用灰色建模法能處理無規律序列之優點，以
GM(1,1)模式模擬洪災損失潛勢指數與單位面積損失之

1

x

(1)

= (�x
k=1

3

2
(0)

(k) , � x
k=1

(0)

(k) , � x
k=1

n
(0)

(k) ,…, � x
k=1

(0)

(k)

累減生成則為此方程式之逆運算。
黃琦蓁、鄭思蘋(2007)便採用灰色系統理論之灰關

關係，可將指數轉換為概略之損失金額，讓民眾易於了解
災害之嚴重程度。不過須注意取得資料來源之可信度及
精確性，避免進行推估與建模時產生錯誤的判斷。其他使
用灰色系統理論之研究，王玮明(1998)便使用灰色系統
理論來建立甘肅省的農業氣象災害拓樸預測模型，先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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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1978 至 1994 的過去氣象災害受災面積建立 GM(1, 1)

地理圖區、地形圖等土地利用圖層及門牌資料等行政圖

模型，並以此為基礎進行未來 12 年的氣象災害預測，該

層，透過此軟體可以簡化系統計算流程及時間。另外透過

研究結果顯示出建立的拓樸預測模型有相當良好的預測

軟體內建之評估方式建置成可自動化計算的模組，用以

效果；另外陳文正(2005)藉由 2002 年經濟部水利署所建

取代過去的人工評估流程。

置的「濁水溪流域逕流測預報系統」中的灰色理論預測模

該研究的損失評估模組依據國內各類颱風災害損失

式、類似降雨查詢模式兩部分作探討。首先修改原始以四

相關研究、部會署歷年損失統計資料，及國家災害防救科

點外差為基礎的的 GM(1, 1)模型，以三點外差方式進行

技中心從 2005 至 2012 年針對颱風災害所進行的災損調

預測後，再與實際雨量值進行比較。結果發現使用三點外

查資料所建立(李欣輯等人，2013)。圖 2 為損失系統的計

差的 GM(1, 1)模型效果較佳，但類似降雨查詢模式又比

算模組架構與詳細分類，是根據土地法、國土測繪中心之

灰色模型更佳，因此，研究結論表示灰色系統理論在實際

土地利用資料，並參考李維森等人(2010)的莫拉克風災

運用上仍需有輔助決策機制。

後調查等資訊，共分類成七個模組，分別為影響人數、土

4. 臺 灣 颱 風 災 損 評 估 系 統 (Taiwan Typhoon Loss

地流失、住宅損失、農林漁牧、工商服務、公用建物損失、

Assessment System, TLAS)：

交通及水利設施損失模組等。

國 家 災 害 防 救 科 技 中 心 (National Science and

利用 TLAS Taiwan 所建置的自動損失計算模組，可

Technology Center for Disaster Reduction, NCDR)整

以快速形成初步的損失評估結果，即時提供災後重建或

合國科會、國研院歷年的研究成果，陸續建立災害影響戶

人力物力配置之參考。除了災後損失評估之外，TLAS

數、農林漁牧損失、工商服務損失、公用建物損失、交通

Taiwan 亦可應用於災前工程效益分析，作為防洪治理工

及水利設施損失等模組，並依此所開發之評估系統，於

程最佳方案之選擇工具 (李欣輯等人，2013)。最後研究

2013 年正式啟用，由於此系統使用地理資訊系統(GIS)為

以宜蘭縣梅姬颱風之淹水事件作為示範範例，進行災後

操作介面，在操作上與國內政府單位與學術單位所使用

損失推估，並透過實際的農業損失調查資料作驗證，結果

之系統整合性相當高。目前為國內政府單位最新使用的

所顯示確實有相當不錯的評估效果。而除了災後損失評

災害損失評估系統，能準確有效的預測與估算颱風災害

估以外，此系統也能夠提供災前的工程效益分析，以及其

損失，並能透過圖層套疊與其他系統結合使用。

他相關單位的重建經費評估、預算分配或防災策略規劃

根據李欣輯、陳怡臻、郭玫君(2013)的研究，TLAS

之參考。

Taiwan 的重要價值為空間的彙整輸入與分析。例如彙整

資料來源：李欣輯等人(2013)
圖 2、損失計算模組之架構
Fig. 2 The Framework of Loss Module
陳世帆(2013)使用 TLAS 系統探討蘭陽溪流域氣候

產生淹水潛勢圖，再以此系統評估各種衝擊與損失，再根

變遷對於其淹水災害之衝擊，首先以模式 5、10、25、

據水利設施、國民所得、避難處與經濟損失等指標訂定淹

50、100 和 200 年重現期降雨量，並評估淹水危害之容

水門檻。

忍門檻。先將各年度分別應用淹水模型估算淹水情形與

連唯盛(2015)則將 TLAS 系統結合地文性淹排水模

Journal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65(4): 237 - 254 (2017)
式(Physiographic Drainage-Inundation model, P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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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

model)進行降雨與經濟損失的關係研究。研究以蘭陽平

Miller 與 Blair (1985)為理論發展先驅，並將理論應

原範圍內的各個集水區為對象，將不同重現期距下的降

用於實際的評估上，Yamano et al. (2004; 2007)也根據

雨情境進行模擬，進而推求不同土地利用的損失規模，分

此理論發展評估自然災害的損失模型，並進一步延伸舊

析洪災損失和降雨因子之間的迴歸關係。結果顯示分析

有的概念。相關文獻包括，林麗容(2007)探討了氣候變遷

土地利用與淹水面積後，農業受到洪災的面積最大。洪災

對於颱風及洪水災害的經濟影響，除直接損失以外，也估

損失在各重現期距降雨之下，以商業損失金額最高。並利

算相關的間接損失，表示透入產出模型實際上是範圍較

用迴歸分析求得降雨因子(降雨延時和累積雨量)和洪災

廣的估算方法。李霞(2015)嘗試採用多種不同的研究方

損失間的統計關係，可有助於損失規模評估及災前資源

法做估算，從成本節約、實際可行性及結果可信度三個角

預備(連唯盛，2015)。

度來探討及比較各種災害損失估算的方法優劣程度，其

(二) 天然災害之間接損失價值估算模式

結論中提出投入產出法與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的估算方

1. 投入產出模型

式，是較有效用的評估方式。刘慕华(2015)提及，許多自

投入產出法，理論係根據投入產出模型，由美國經濟

然災害造成的間接損失多過直接損失，只是無法在短時

學家李昂提夫 (Wassily Leontief)於 1936 年發表投入產

間估算並呈現指出，投入產出模型是一種評估間接損失

出第一篇論文《美國經濟制度中投入產出的數量關係》，

的實用方式。

1941 年發表《美國經濟結構，1919—1929》一書，詳

2. 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

細介紹「投入產出分析」的基本內容，至 1953 年出版《美

可 計 算 一 般 均 衡 模 型 (Computable General

國經濟結構研究》一書，進一步闡述了「投入產出分析」

Equilibrium

的基本原理和發展，係依據產業間「相互依存」的概念，

Johansen(1960)提出， CGE 模型可以代表一個經濟社

主要簡化自法國學者華爾拉斯 (Leon Walras)的一般均

會的縮影，模型的原理則奠定在經濟學的一般均衡理論

衡理論模型，使其得以應用在實證研究當中。投入產出亦

架構，其所分析的內涵著重在以市場為中心的各個經濟

被認為是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的簡化方式，作為一種科

個體的行為(這包括消費者、生產者與政府等)，涵蓋經濟

學的方法來說，是研究經濟體系(國民經濟、地區經濟、

個體和各項資源配置與市場績效的相互關係。競爭政策

部門經濟、公司或企業經濟單位)中各個部分之間投入與

屬於公共政策的一環，涵蓋的範疇主要在討論政府與市

產出的相互依存關係的數量分析方法。基本內容為編製

場的關係 (Waldman & Jenson, 2001)，因此，亦包含在

投入產出表、建立相應的線性代數方程體系，綜合分析和

CGE 模型的分析架構中。相比於投入產出模型，可計算

確定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錯綜複雜的聯繫，分析重要的

一般均衡模型的可應用範圍較為廣泛，較為著名的模型

巨集觀察經濟比例關係及產業結構等基本問題。

為兩部門分析與瓦爾拉斯分析。

Model,

CGE

Model)

最

早

由

投入產出模型是指用數學形式體現投入產出表所反

兩部門模型概念可利用 Edgeworth 箱型圖來表示，

映的經濟內容的線性代數方程組。其整體理論架構主要

假設社會上只有兩消費者 A、B，兩種財貨為 X、Y，社會

表現在三個表格當中，分別為投入產出表(又稱產業關聯

資源總量跟價格固定的情形下，消費者追求效用最大化、

交易表或基本表)、投入係數表與產業關聯程度表。通過

生產者則追求利潤最大化。社會所面對資源固定之箱型

編製表格和模型，能夠清晰檢視國民經濟各部門及產業

�總資本量、其中任何一點皆
圖，長為 𝐿𝐿�總勞動量、寬為 𝐾𝐾

結構之間的關係，特別也能反映國民經濟中各部門及各

為社會可行的要素，𝑂𝑂𝑋𝑋 表示生產 X 財貨的計算原點，𝑂𝑂𝑌𝑌

產業之間在生產過程中的直接、間接，以及平衡(均衡)關

則是生產 Y 財貨的計算原點。A 表示 X 廠商使用的勞動

係。

量為𝐿𝐿𝑋𝑋，資本量則為𝐾𝐾𝑋𝑋，Y 廠商則勞動量為𝐿𝐿𝑌𝑌，資本量則
�=KX +KY 符合資源或某要素之限制。
為𝐾𝐾𝑌𝑌，L� =LX +LY 又，K

投入產出表是指反映各種產品生產投入來源和去向

X

Y

的一種棋盤式表格。又稱為產業關聯交易表或基本表，為

利潤最大化的條件為 MRTS = MRTS ，符合條件之各

投入產出模型分析的起始，主要由三個部門所組成，包括

點 標 上 後 連 接 ， 即 為 生 產 可 能 曲 線 (production

購買部門(中間需求部門)、銷售部門(中間投入部門)及最

possibility curve)。而兩部門模型的損失估計，便是藉由

終需求部門，可紀錄某一國家段時間內各種商品從生產

生產與消費取得最大利潤的平衡曲線來推估，若受災害

部門(或銷售部門)送往所有消費部門(或購買部門)的所有

影響導致生產或消費量變化，在維持在大利潤的曲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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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層中，每項( Zij )來源皆區別為國內生產( Zij )與國外

最終可以推算出災害損失。

M

瓦爾拉斯模型的部分，李秉正(2002)便在評估增加

進 口 ( Zij ) ， 再 透 過 以 CES (Constant Elasticity of

政府固定投資對總體經濟與產業經濟的影響方面，使用

Substitution)函數代表國產品與進口品的關係，並進行

投入產出模型與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即 CGE 模型做比

兩者的加總，函數如下：
D

M

較，根據兩模型中的架構差異與實證結果來進行分析與

Zij = CES( Zij , Zij )

比較。研究中的 CGE 模型為台灣 CGE 模型，是遵循澳洲

消費面函數則分為家計、政府、投資等，在此模型中將家

ORANI CGE 模型的傳統，該模型是澳洲 Monash 大學

計以 CES 函數的方式表現並設定為外生變數，總政府消

所屬之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of Policy Studies, COPS)

費亦設定為外生變數，投資消費亦簡化為固定投資及存

於 1960 年代開始發展之基礎 CGE 模型(李秉正，2002)，

貨變動。投資需求支出的部分則假設總固定投資( Ij )與各

為進行模型的比較因此將模型進行簡化。模型主要使用

部門需求支出( Iij )成正比。
𝐼𝐼j = Leontief (I1j ,…,𝐼𝐼ij ,… Inj )

兩階段的(two-tiered)Leontief/CES 生產函數來表示，
分為生產與消費兩層面。生產面函數第一層為 Leontief
函數，其生產產品或服務為(Xj )，總和中間投入為( Zij )，
總和原始要素投入為( PIj )，其它成本支出項目為( OCTj )。
公式如下所示：

Xj = Leontief (Z1j ,…, Zij ,… Znj , PIj , OCTj )

貿易面則是沿用原模型中的小國假設，並將國內總商品
(中間消費 Zij 、投資需求 Iij )皆以 CES 函數表示其關係。

最 後 藉 由 凱 因 斯 ( Keynesian) 封 閉 法 與 新 古 典
(Neoclassical)封閉法對模型求解。該模型的結構圖如下
圖 3 所示：

資料來源：李秉正(2002)
圖 3、台灣 CGE 模型基本架構示意圖
Fig. 3 The Basic Framework of CG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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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顯示，投入產出模型得出的經濟影響度結果僅

部分，藉由整理過去的文獻來進行題目設計。研究中分為

能視為短期的最大帶動效果，適用於某一特定時間時的

三個部分的文獻回顧，分別為(1)影響企業防災決策變數、

估計；CGE 模型則可視經濟體本身的變化以不同的架構

(2) 影響家戶洪災保險支出與防災決策變數、(3)影響廠商

進行估算效果，許多研究結論認為，CGE 模型的估算效

環保創新決策變數。在(1)影響企業防災決策變數的部分，

果較投入產出模型較為良好。

又可細分為障礙因素(懷疑的態度、相信、自信、時間)與

呂雨龍、王傳慶、楊浩彥(2005)使用 CGE 模型模擬

激勵因素(財務影響、所有權、職業健康與安全責任、企

國際油價變動與國內油品市場自由化對於總體經濟與產

業規範)；(2)影響家戶洪災保險支出與防災決策變數的部

業結構的影響。張靜貞、徐世勳(2012)則是以此方法模擬

分，則是彙整過去對於保險價格、防災意識、所得、年齡

以 H1N1 新型流感對台灣總體與產業經濟之影響評估。

等變數與投保災害顯得意願會行為的顯著與否；(3)影響

Gordon, Richardson & Davis(1998)使用南加州計畫模

廠商環保創新決策變數則是調查廠商的特性、產品特性、

型(Southern California Planning Model, SCPM)分析地

創新支出、環境管理等要素，並依照廠商本身是否有過災

震的對運輸相關行業的損失影響，其研究便提及使用可

害經驗來設計損失的金額等問題。問卷部分，選定為臺南、

計算一般均衡模型來進行損失估算。

高雄區域內共七個工業區，分別是高雄永安工業區、高雄

Ponjan 與 Thirawat(2016)以 CGE 模型分析泰國觀

仁大(大社)工業區、高雄仁大(仁武)工業區、臺南安平工

光業因洪水影響而減稅的影響，透過 2011 年的洪水對觀

業區、臺南永康工業區、臺南新營工業區與南部科學園區。

光的產業與經濟影響而發表的減稅政策，並根據 CGE 模

選擇原因為莫拉克風災對於南部地區的損失，以及多數

型為原型建構 TRAVELTHAI 模型用以分析政策的影響效

工業區與皆有淹水區式。第一部分主要詢問各對象(工廠、

果。研究中使用的 CGE 模型不同於過去所使用的投入產

企業)過去水災損失經驗、第二部分主要詢問廠所屬企業

出表作為基礎資料，TRAVELTHAI 模型(根據 THORANI

之基本資料。

可比較的靜態 CGE 模型)的係數是根據泰國官方公布

部分問題如下所示：問題一：由於目前颱風洪水險大

2000 個觀光衛星單位統計(Tourism Satellite Accounts,

多以附加險方式投保，假如有一單獨投保之颱風洪水險

TSA)的資料所建構的模型。在建構 THORANI 係數的基

可購買，水災發生後可理賠貴廠損失的所有設備(含機器

礎資料中，共有 8 個不同的需求，包含(1)產業 i 的國內

設備、原料、成品、半成品)現值，假如貴廠沒有購買現

生產、(2)對產業 i 的投資、(3)H 個群組的家計、(4)單一

有災害險，假設此保險的年保費為貴廠所保火險保費的 X

家計的輸出、(5)政府需求、(6)投資需求、(7)外國客觀光

倍，請問貴廠是否願意？最後藉由實際回收問卷所收集

需求、(8)國內觀光需求。在整理內生、外生變數之後，根

之數據進行彙整，並計算迴歸方程式，如下所示：

據五個特徵將可比較的 CGE 模型轉置成 TRAVELTHAI 模
型，這五個特徵分別為(1)投資與資本累計、(2)外國債務

Y = −29619.838 + 34970.518 X1 + 14.153 X2 −

的處置、(3)薪資調整、(4)政府帳款、(5)其他帳款。根據

63555.857 X3 + 32377.887 X4

上述的 8 個需求，共計 69 個商品以及 2011 年洪水後的
輸入輸出結果所建構的 TRAVELTHA 模型，加入減稅後

(Y)為水災實際損失(千元)、(X1)為停電天數(日)、(X2)為廠

的各項特徵，估計在洪水影響後之成果。結果顯示，實施

房面積總坪數(坪)、(X3)為是否已有防水閘門等設備、(X4)

減稅政策後，在短期預測的結果有助於 GDP 的提升。

為興建時是否已有廠房墊高(郭彥廉、陳家偉，2015)。
本文亦整理出其他直接與間接損失的評估方法。其

3. 實地調查法(survey)
此為簡單而有效的辦法，即問卷調查方式。郭彥廉、
陳家偉(2015)的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方式，在問卷設計的

評估方法之整理表格及損失評估之簡要方法概述如表 5
所示：

表 5、其他災害損失評估方法彙整
Table 5 The Methods of Accessing the Disaster L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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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損失估算方法

方法概述

區域性災害損失評估法

單位面積之淹水損失×淹水面積

損失經驗曲線法

將損失區域以網格方式分類，將並將損失區域之分布資料輸入，分別
對應至各網格，依照所擁有的單一網格資訊計算災害損失。
以少量的區域或資訊，配合確定即不確定因素產生關聯表及建構 GM

灰色系統理論

模式，再以此模式推估損失潛勢指數與單位面積損失，並可轉換成損
失金額。
TLAS 系統，台灣國內研發之災害損失系統，可透過載入區域資料，以

臺灣颱風災損評估系統

系統內建之公式計算災害損失，並將結果套疊至圖層上，除載入方便
外，內建的多種計算損失方式亦可用於比較，也可自行匯入其他資訊
進行估算。

間接損失估算方法

方法概述
藉由過去某時間內的產業投入與產出之財貨趨勢，進行模型建構並用

投入產出模型

於推估某一特定時間之經濟活動變化。可藉由代入受損失後的投入與
產出結果估計特定時間點的災害損失。

與投入產出模型大致相近，但其計算較為複雜，可用於推估一段時間
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

線上的經濟活動變化。或是某特定時間的經濟變化。方法類似投入產
出模型，將變數代入後即可，建構模型時須注意時間點的選擇。
藉由文獻回顧方式，整理出欲估算的災害損失類型與其顯著變數，再

實地調查法

依據對象及研究目的進行問卷設計，直接詢問其災害損失後再進行評
估與比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目前的整理仍有許多不足，如產業與災害的適用評

接損失多半是一時間難以看出，尤其選擇像投入產出模

估方法、實際金額的統一、以及實際調查資料之方法等等，

型等非長時間的估算方法更需要其他方式輔助。本文整

尤其在間接損失的部分，即使截至目前所蒐集之文獻，對

理之相關評估方法應為未來可選用方法之參考。若使用

於間接損失的部分仍偏向以總體經濟來做估算，也就是

短期就能計算的投入產出模型來估算，或是以灰色理論

採用投入產出模型或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或許透過總

模型進行運算皆可。唯一須注意是選用的變數即對象，否

體經濟變化的方式，再將結果中的直接損失與間接損失

則有可能產生錯誤的分析模型。

透過估算的變數來區分是個可選的方案，另外，直接損失
中的灰色理論，事實上亦可用於探討間接損失，利用少量
的資訊進行擴展，建構出可以用於估算的模型。此外，由
於間接損失本身估算的難度較高，不確定性也較多，其他
計算間接損失的方法亦可同樣適用於直接損失，由於總
體經濟上在財務的部分，較為容易計算成本或售價，但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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