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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防災生活圈服務潛力之區位問題研究1
 

戴政安2、李泳龍3、姚志廷4
 

摘要 

基於地震防災的考量，必須能有效掌握居民避難設施選擇類型與避難設施配置之區

位，亦即進一步思考於滿足居民避難設施選擇偏好，同時也能有效檢討避難設施配置規

劃之適當性。本研究以921重建地區之南投都市計畫區為例，透過問卷調查方式，應用多項羅

吉特模型，以「設施型」設施為比較基準要項，學校型設施之避難路線選擇、規劃設計、硬體

設施；廣場型設施之硬體設施，係為影響居民面對災害時，決定避難設施類型選擇之重要變數。

藉由區位配置準則的影響(公共設施可及性、交通可及性、可容納避難人數、開放空間比、可服

務人口數、淹水潛勢、斷層帶影響範圍)，應用Weighted Voronoi圖形劃設防災生活圈其邊界線

大部份為曲線，比環域分析以距離為覆蓋半徑，更適合避難設施防災生活圈範圍之劃設。 

關鍵字：居民避難行為、防災生活圈、加權Voronoi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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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arthquake evacuation behavior of residents relates to geographical characteristics. The 

contingent plan considers proper disaster prevention living area for prompt reaction assumed the 

least nearest distances to safety shelter. This study considered the willingness of residents' 

evacuation and selected the reconstruction area after the 921 earthquake in Nan-tou urban 

planning district as a survey area. A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Multinomial Logit Model, the 

facility type shelters were selected as a comparative variable. The results explained the school 

shelter choice significantly affected variables were routes choice, planning and design of school, 

hardware. However the square type shelter hardware availability was significant in evacuation 

choice. Weighted Voronoi diagram was further used to adjust the edge of the dominant area of 

each service shelter according to the location allocation criteria (public service accessibility, 

transportation, accommodation of shelter, open space ratio, service range population, fault line 

impact range). Then spatial econometrics was applied to reflect the spatial correlation of 

evacuation behavior. 

Keywords： Residents’ Evacuation Behaviors, Disaster Prevention Living District, Weighted Voronoi 

Diagram 



建築與規劃學報 

85 

一、前言 

臺灣921大地震達芮氏規模7.3，由於地震發生於地下1公里處，屬於淺層地震，所釋放出來

的能量為1995年阪神大地震的8~10倍，因此造成極大的生命財產損失，死亡人數更高達2,104

人，全國經濟損失達新臺幣3,600億元，尤其以臺灣中部地區(臺中縣與南投縣)災情最為慘重。

隨著震災搶救與避難經驗累積，逐步建立完善災害預防制度，嘗試將震災造成的損害減至最

低，尤其是透過安全都市的規劃，能使災害發生時，保障居住於都市地區人民生命財產之安全，

將是臺灣都市防災規劃中相當重要之課題。 

就都市防災空間系統而言，可分為防災生活圈之劃設、防災據點指定及防救災動線系統規

劃。防災生活圈的劃設，必須能有效反映居民的避難需求，同時也可作為居民避難與救災之後

勤支援。防災生活圈之區位問題多半以路網結構或鄰里單元為探討基礎，尤其大地震後可能造

成原道路系統功能與空間結構的改變，房屋的倒塌對地區性道路可能產生阻絕現象，進而影響

後續諸多救援行動之效率；同時現行都市規劃之鄰里單元結構未能具體反映居民避難需求，以

之為依據的防災生活圈劃設，可能無法有效發揮預期功能。 

現行都市計畫書圖製作要點5第11條訂定：「主要計畫書之實質計畫應說明都市防災計畫」，

依不同災害避難需求指定避難設施，以因應都市地區發生地震時之緊急應變，而居民對於避難

設施選擇型態，若單方面由規劃者的角度劃設服務範圍，未能同時納入居民的觀點，可能會造

成規劃者與居民認知上的差距，導致都市防災空間資源使用的浪費或不足。目前臺灣防災體系

係由中央、縣(市)及鄉(鎮、市區)三級防災會報所組成，並於災害發生時設立對應的救災指揮組

織，且依各階層制訂各種防災計畫。在組織體系上可謂接近完備，然而就各層級之防救災規劃

內容而言，則尚待進一步研究方能完整建立。此外，關於避難設施之配置，目前雖有相關文獻

探討，但多僅針對實際可規劃為避難設施之公共設施做分析調查，然而實際情形可能發生居民

在地震災害發生後，無法迅速有效進行避難，尤其是位於發展密集的都市地區，更易因二次災

害造成生命財產的損失。 

基於地震防災的考量，必須能有效掌握居民避難設施選擇類型與區位配置，亦即進一步思

考於滿足居民避難設施選擇偏好，同時也能有效檢討避難設施配置規劃之適當性。本研究以921

重建地區之南投都市計畫區為例，透過問卷調查方式，進一步解析居民避難行為特性；同時結

合區位分析常用工具Voronoi圖形(diagram)，嘗試針對個別避難設施防災生活圈範圍劃設進行探

討，應用避難設施區位配置準則(供給面)，以Weighted Voronoi圖形探討避難設施現況分佈與防

災生活圈之區位問題；其結果可提供防災都市計畫規劃之考量，俾作為地方政府部門推動地區

災害防救計畫之參考依據。 

                                                      
5 全國法規資料庫 http://law.moj.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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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回顧 

(一)避難行為特性 

國內傳統防災研究領域裡，大多運用數學規劃理論，假設需求者為同質性需求、空間為均

質分佈，透過最佳化模式求取最佳避難設施區或疏散車輛行駛路線(林楨家、謝瓊慧，2003；王

中允、嚴國基，2006；王中允、廖承志，2008)。對於疏散避難之相關研究，主要以設施供給面

為考量，採用區位分派模式(Location-Allocation Model)，透過最適化概念分派避難資源，例如：

劃設防災生活圈、指定避難道路等(李泳龍等，2009；何明錦等，2009)。 

藉由災害的類型、規模、頻率、空間分佈及發生時間，配合個人遭受災害經驗、次數及損

失情況，會影響居民的災害調整行為，並認為個人的受災經驗愈多，愈相信災害事件會再次發

生(Kates, 1971)。對於避難路徑的選擇： Løvås(1998)提出9種避難路徑選擇模式，分別為正確

的選擇、習慣左轉、隨意選擇、跟著指標路徑、方向的選擇、最短路徑、常用路徑、模式參數

及群眾的選擇。Lindell and Whitney(2000)透過12項地震避難行為調整，發現大多數避難行為與

社經背景有關，社經背景的調整與改變會影響地震避難行為的改變。 

對於避難行為相對弱勢群，針對999位65歲以上的老年人進行行動力減少之研究，發現老

年人行動力大幅減弱，健康狀況的察覺能力較差，並指出其行動力大幅減弱與年齡大於70歲等

因素相關(Ayis, et al., 2006)。李泳龍等(2008)提出地區避難交通計畫的接受意願、教育程度及居

住年數等3個變數，為影響居民面對地震時，避難與否的顯著因素。戴政安等(2012)則提出居民

防災意識、疏散注意事項、離家避難決定、災害經驗影響、地震與土石流自救行為等5項變數，

係為影響居民面對災害時，避難行為意願高低之重要變數。但地理環境的差異亦會造成受災經

驗的不同，影響居民調適行為，空間的差異造成經驗上的不同，影響個人的識覺、態度及行為；

個人特性的不同對調適行為會有不同程度的影響(曹建宇、張長義，2008)。 

Renn et al.(1992)認為過去的災害經驗會影響居民的風險知覺，進而影響其避難行為，居民

在風險知覺產生後，會採取個人相關防災行為(傳遞災難資訊、瞭解警報系統、參與防災演習等)

保障自身安全。Dash and Gladwin(2007)亦透過問卷調查，瞭解居民對於災害風險認知之重要

性。地震、水災、山崩等災害亦影響居民災害知覺特性，災民、一般居民關心不同潛在災害威

脅，災害經驗對於災民的態度有顯著的影響(Ho, et al., 2008)。災害經驗調查顯示救災決策者對

居民災害當時之危機處理影響是相當困難的，透過居民災害認知可以解析居民避難行為反映之

諸問題，有助於都市防災政策發展(Pennings and Grossman, 2008)。 

本研究具震災經驗者為調查對象，考量當時居民避難行為特性，並以居民面對地震災害

時，避難設施的區位選擇所考量的要因，建立居民避難設施類型選擇模型，以具體掌握震災發

生後居民避難行為與避難設施選擇類型考量因素，俾做為政府部門訂定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之參

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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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防災生活圈 

「防災生活圈」係由鄰里單元，漸次擴展至社區，通常居民日常生活大多可推估在一個活

動範圍內。此外，在都市公共設施服務範圍內，受制於服務規模與公共設施特性，也約束其活

動範圍與有效服務半徑，形成一個生活上之圈域，亦可稱之為生活圈。(三船康道，1995；木下 

勇等，1996)。「防災生活圈」強調將防災規劃融入居民生活，使居民將防災視為生活的一部份；

其設置目的為在生活圈域內建立防災設施，以自家社區環境為據點，規劃避難動線指定、救災

路線、避難設施指定及火災延燒防止帶規劃等項目，透過避難設施合理規劃與居民防災意識提

昇，達成自主性之防災生活圈，並依據圈域內的生活環境改善、策劃提升市街地的防災性，以

社區的充實、活力規劃提升對地區災害的對應力，以提升都市防災效率與功能(三船康道，1995；

木下 勇等，1996)。 

「防災生活圈」之架構，首須檢討都市空間結構，以延燒遮斷帶為骨幹，配合避難設施、

防災據點及防救災交通動線系統等的指定，形成都市整體之防災避難網絡。依據指定都市防災

空間之屬性區分其層級，共區分為3個層級之防災生活圈(參見圖1)：1.近鄰生活圈為發生災害剛

開始，最短步行距離所能接觸到最近避難據點的服務範圍；因此，劃設單元必須以一般居民所

熟悉的避難設施為圈域中心，例如：國小或派出所。2.文化防災生活圈與。3.區生活圈為災害

發生後第一時間內，配合災害發生時序，對於處理收容、救災等問題之場所，都需要預先加以

指定，訂定避難與救援空間計畫(日本都市計画学会，1999)。 

有關都市計畫公共設施配置之研究，多半由居民觀點分析，同時偏重在具鄰避型的公共設

施，探討其態度與選擇行為傾向(李永展、林啟賢，1998)。對於防災避難設施之區位配置，則

是經專家學者由人口服務半徑水準、基地特性及周遭環境特性進行推估其配置之合理性(李泳龍

等，2008)。通常，臨時避難據點服務範圍並未均勻覆蓋全體避難需求點，特別是受制於地理條

件差異，且都市人口密度愈低的地區，部分地區無法完整覆蓋避難需求點(李泳龍等，2009)。

戴政安等(2011)提出一套簡易避難設施區位評估之整合工具，提供規劃者透過免費的工具軟

體、簡易的使用方法，進行避難設施安全性評估，運用SITATION進行避難設施最佳區位求解；

同時進一步整合TELES及Google Earth軟體應用，方便防災地圖修改與展示，以符合都市發展所

需之防災地圖。但仍缺少結合供給面條件，探討都市防災生活圈之問題。緣此，有必要考量居

民避難行為與避難設施之配置，進而有效探討都市防災生活圈區位問題，逐步朝向安全都市的

規劃目標。 

http://agata107.ktkr.net/wj/vision/2011/04/post-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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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防災生活圈之構想 

資料來源：日本都市計画学会，1999 

三、研究設計與調查 

(一)研究範圍 

Burby et al.,(2001)指出都市人口密集地區，一但發生震災將造成極大的損失，所以都市地

區應預先進行完善的減災與避難計畫，讓災害發生時所造成的損失能減至最小。避難設施分為

避難所(Shelter)：提供因地震等災害致使房屋倒塌與毀損而無法居住之受災居民，臨時居留、

保護而指定的學校、社區中心等建築物；避難場所(Evacuation Site)：因應大規模震災後所衍生

之各類型災害，提供有效必要面積之大規模公園與綠地，並給予避難者安全停留避難空間(柏原

士郎等，1998)。 

本研究對應不同避難人員不同避難需求：緊急避難需求、臨時避難需求、中長期避難需求

(參見圖2)，也對應災害發生不同時序列中所扮演的角色，避難設施之劃設可分為以下三個層級

(參見圖3)： 

http://agata107.ktkr.net/wj/vision/2011/04/post-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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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避難需求與避難設施關係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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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避難設施層級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1. 緊急避難據點：震災發生第一時間至半日內，居民因察覺到災害危險而自主性地離開住家，屬於個

人的自發性避難行為。此階段之避難設施類型為住家鄰近道路或鄰近之開放空間，例如：空放空間、

廣場為主。 

2. 臨時避難據點：為震災發生後半日至二週時間內，居民因住家直接遭受地震損壞，因而自緊急避難

據點遷移至臨時避難據點進行避難行為，此階段之避難設施類型以學校、廣場及設施型等設施為主。 

3. 中長期收容場所：為震災發生後二週時間以上，當居民住家因受地震影響全毀而確實無法於短期內

修復時，則由政府出面搭建組合屋，以供災民作長時間的生活安置，此階段之避難設施類型為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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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公園、大專院校、大型體育場(或棒球場)及軍方某特定營區等設施為主。 

本研究有關避難設施防災生活圈區位問題探討，主要係以臨時避難據點為評估目標，至於

有關臨時收容所與中長期收容所可就提出之臨時避難據點進一步選擇適當場所建立之。 

(二)研究設計 

本研究以921重建地區之南投都市計畫區為例(參見圖4)，透過多項羅吉特模型(Multinomial 

Logit Model)、ESRI ArcGIS Model Builder、Weighted Voronoi圖形應用、因素分析及群落分析

等研究方法與工具(參見圖5)，解析都市防災生活圈區位服務問題評估，並提出結論與建議，以

下分就各研究方法敘述之： 

圖 4  南投市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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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研究設計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1. 多項羅吉特模型 

為探討居民避難設施選擇類型考量因素，本研究以曾受921震災影響之南投都市計畫區為

研究地區，考量當時居民避難行為特性，依據避難行為結構，提出居民地震防災認知、地震災

害消息來源、避難行為抉擇、避難設施選擇、避難路線選擇等影響(參見圖6)。藉由家戶受訪者

背景特質(年齡、教育程度、居住年數)、避難設施類型(學校型、廣場型、設施型)、居民地震防

災認知、地震災害消息來源、避難行為抉擇、避難設施選擇、避難路線選擇，解析居民避難設

施選擇類型考量因素，進而影響避難設施防災生活圈區位問題規劃。 

 

地震防災認知

地震災害
消息來源

避難開始

避難行為
移動中

避難行為準備

面對災害時
避難行為抉擇

避難設
施選擇

長時間逗留

緊急避
難據點

移動繼續
臨時避
難據點

避難路
線選擇

安全
判斷

避難行為繼續

避難結束

 

圖 6  居民避難行為結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修改自塚越 功、梶 秀樹，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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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SRI ArcGIS Model Builder 

避難設施適宜性評估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通常進行避難設施適宜性評估時，重複的計

算步驟(如何分類、要用哪些空間分析工具、權重如何計算等問題)，不同的圖層都要重複相同

的處理步驟，容易降低避難設施適宜性評估的效率。緣此，本研究應用ESRI ArcGIS Model 

Builder建構避難設施適宜性評估，必須同時考慮不同區位條件、影響因素及限制，並給予調整

權重，計算現有避難設施之適宜程度，協助規劃單位進行決策。然而，為能獲得最佳的組合，

必須重複各種計算程序(如何分類、要用哪些空間分析工具、權重如何計算等問題)，同時不同

的圖層都要套疊，間接降低避難設施適宜性評估的效率。透過ESRI ArcGIS Model Builder模型

工具，其中模型可分為三大類：1.重複性工作模型：有效地執行重覆性工作，例如：大量圖資

處理；2.適宜性模型：可於模型中設立準則，並篩選符合條件的資料，例如：土地適宜性分析

等問題；3.演變趨勢模型：用於預測事件演變的趨勢，例如：森林火災漫延狀況等。本研究整

合Model Builder之重複性工作模型、適宜性模型，並透過文獻彙整，將避難設施適宜性評估指

標整合為三大類(參見表1)，並分述如下： 

(1) 接近性 

避難設施之接近性，係考量避難設施與其他防救災設施、道路之關係，防救災需求之觀點，

將避難設施區位配置於能迅速聯繫其他防災據點之區位，方便獲得救災資源，發揮避難設施之

功能。避難設施適宜性評估準則之接近性指標，包括公共設施可及性、交通可及性等劃設準則。 

(2) 有效性 

震災後避難設施需提供居民進行避難行為，因此避難設施在區位之供給與需求成為考量的

重點，其中避難設施本身應具備足夠的開放空間，有效提供居民之避難需求。由於地震災害發

生後，避難設施內建築物之毀損與倒塌，容易造成有效避難面積的減少，需要將開放空間的比

例納入考量，衡量避難設施開放空間的效用。考量避難設施合理服務範圍之人口數，瞭解避難

設施區位的有效性，界定較具有服務效能的避難設施。避難設施適宜性評估準則之有效性指

標，包括可容納避難人數、開放面積比及可服務人口數等劃設準則。 

(3) 安全性 

避難設施之安全性主要是考量避難設施之災害潛勢狀況，避免災害發生時，避難設施受到

災害波及而損毀，造成更大的傷亡。受於資料取得之限制，考量目前國內已有之災害潛勢研究

資料，避難設施適宜性評估準則之安全性指標，包括淹水潛勢、斷層帶影響範圍等劃設準則。 

表 1  避難設施適宜性指標文獻彙整 

            指標 

作者  
接近性 有效性 安全性 

三船康道(1995) 區位性、接近性 區位性、機能性 － 

石井一郎等(1996) － － 
避難設施規劃應避開活斷層與淹水

潛勢地區 

杜建宏等(2007) 接近性 有效性 風險性 

Tai et al., (2010) 接近性 有效性 安全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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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Weighted Voronoi圖形應用 

避難設施防災生活圈範圍係假設所提供的避難設施服務是均質的，居民選擇避難設施僅以

「距離」為考量因素。亦即，相鄰的避難設施之間會有分割服務空間的現象，其形狀為不規則

鑲嵌式圖形，其向量式空間分析的演算法，被稱之為蒙洛諾伊空間圖形(Voronoi Diagram)，其

領域(Region)分隔切線為相鄰兩個避難設施之垂直平分線，任何需求點至所屬領域之避難設施

均較其他避難設施之距離為近(Okabe, et al., 1992)。 

對於避難路徑的選擇，室崎益輝(1993)歸類為歸巢性、日常動線性、向光性、向開放性、

易視路徑選擇性、直進性、最短距離選擇性、本能危險迴避性、安全性及從眾性等特性等10種

特性。緣此，本研究係假設避難設施服務均質條件下，最短距離條件為主要的影響要因，居民

到避難設施可及性愈高，防災生活圈域也相對擴大。緣此，本研究考量避難設施區位配置準則

(公共設施可及性、交通可及性、可容納避難人數、開放空間比、可服務人口數、淹水潛勢及斷

層帶影響範圍)，應用Weighted Voronoi圖形，加權距離定義為歐幾里德距離除以權重 iw ，權重

值愈大的避難設施，其防災生活圈範圍愈大。 

4. 因素分析與群落分析 

面對不可預知的地震災害，掌握避難設施選擇類型有助於瞭解居民避難行為，以落實安全

都市之目標。對於避難設施防災生活圈範圍評估，本研究透過防災生活圈範圍評估指標，依南

投都市計畫區特性與資料取得方便性修正指標內容，但考量道路網特徵建構整體的評估系統為

前提，對於避難設施周圍所形成之道路動線，參考Odani and Uranaka(1999)相關研究，係將道路

之服務功能受害情形分為下列四等級：等級1.完全暢通；等級2.行人通行，車輛稍通；等級3.

行人稍通，車輛受阻；等級4.完全不通行等。整體而言，道路寬度愈小，在寬度8公尺以下之道

路，其道路阻絕數目會較多，建物因地震倒塌所造成之破碎瓦礫，可能會散佈至道路路面上，

導致道路的阻塞，建物傾覆程度，對於行人與車輛能否通行有顯著影響。故本研究以道路網觀

點建立防災生活圈範圍評估指標，考量住宅區分佈、避難行為相對弱勢群等項目，其內容分述

如下： 

1X ：住宅區街廓到緊急通道(20公尺以上)最短路徑 

2X ：住宅區街廓到消防設施最短路徑(8公尺以上) 

3X ：住宅區街廓到警察設施最短路徑(8公尺以上) 

4X ：住宅區街廓到避難設施(學校)最短路徑(8公尺以上) 

5X ：斷層帶範圍內住宅區街廓數量 

6X ：避難設施防災生活圈範圍內，避難行為相對弱勢群(12歲以下年幼者與65歲以上年長者)

人口量 

運用因素分析，萃取出可代表6項指標之重要因素，俾能針對避難設施防災生活圈範圍現

況，有效進行整體評估，透過6項指標變項實施資料縮減，達到以較少構面解釋分析之目的。

應用群落分析，將因素分析所得因素類別，按各因素之負荷加以分類，並分群解釋分析內容所

受到的不同因素影響程度。藉此解析避難設施防災生活圈範圍結合指標後之各類型的特色，並

藉由其分類結果結合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屬性與圖面資料展示，

俾使避難設施防災生活圈範圍防災能力具體且明確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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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問卷調查 

南投都市計畫區目前共有 14 里(漳和里、三興里、嘉和里、嘉興里、漳興里、平和里、康

壽里、三民里、龍泉里、仁和里、南投里、漳仁里、崇文里及振興里)，人口合計 43,243 人、

15,675 戶(2010 年 4 月底止)。本研究之問卷樣本以式(1)決定，以抽樣比率 0.5、抽樣誤差容忍

值 5%、信賴水準 95%水準下條件下，以戶數為單位，至少抽取 375 份有效問卷。 

2

2 2

1

1 1

NZ P P
n

N e Z P P

  
        

 ---------------------------------------------------------------------------------- (1) 

n 樣本數 

N 母體數 

Z 標準化常態數值，假設信賴水準為 95% 

P 抽樣比率，設定為 0.5。(黃俊英，2009，設定 P  0.5，俾使問卷樣本數 n 值最大) 

e 抽樣誤差容忍值 5% 

調查日期為2010年5月12日至2010年5月16日，派訪談員進行現場問卷調查，共計發放442

份問卷至南投都市計畫區範圍，回收396份有效問卷，46份無效問卷(漏答、多選及無法判定其

內容為無效)。實地調查係以南投都市計畫區範圍內之住戶進行地區抽樣，其適用於進行問卷調

查而無受訪者名冊之情形，優點為即使沒有居民基本名冊資料，亦可進行問卷調查，並方便於

在不做任何分類的情況下，從總體中依區間長度，順時針抽取樣本單位的抽樣調查方法；缺點

為受訪者偏向在家率高的住戶。 

然而本研究為獲得具代表性的樣本，可分配與母群體之屬性構成比例接近的對象樣本，步

驟為選定南投都市計畫區消防通道(8公尺以上道路)，再以消防通道(1.三和一、二、三路；2.中

山街；3.公園街；4.公所街；5.嘉和一、二路；6.大同路；7.大庄路；8.府南二路；9.建國路；10.

漳南路；11.復興路；12.忠孝路；13.文化南路；14.文昌街；15.文林路；16.民族路；17.民權街；

18.民生街；19.玉井街；20.祖祠路；21.龍井街)鄰近區域為問卷調查範圍，隨機抽樣第一間住戶

(含商家)為訪問起點，訪問完畢(或拒絕接受訪問)後，以順時針方向選擇距該戶位置5~10間之住

戶繼續進行訪問，按此步驟反覆實施，直到達到所需樣本數為止。 

四、實證分析 

(一)居民避難設施選擇類型 

1. 信度分析 

本研究主要運用問卷調查收集研究分析資料，在進行分析前，必須先衡量問卷信度，以衡

量問卷之一致性。緣此，本研究將依據問卷內容進行信度分析，而Cronbach’s α值是目前研究最

常使用之信度指標，故本研究將以Cronbach’s α值檢定各主要構面衡量之ㄧ致性。Cronbach’s 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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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需在0.7以上才算好，但若Cronbach’s α僅有0.5、0.6時，亦可勉強接受(邱皓政，2009)。針對

問卷進行信度分析，其問卷之各變數構面Cronbach’s α值介於0.746到0.933之間，顯示具有良好

之信度，一致性水準相當高(參見表2)。 

表 2  問卷內容信度分析表 

變數 Cronbach's α 值 題數 問卷樣本數 

地震災害認知 0.746  5 

396 

地震災害消息來源 0.781  5 

避難行為抉擇 0.830  7 

避難設施選擇 0.799  6 

避難路線選擇 0.762  7 

規劃設計6 0.845  3 

硬體設施7 0.924 10 

軟體設施8 0.933  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 多項羅吉特模型 

就個體選擇模型而言，係假設居民對替選方案之偏好乃透過效用函數表示，當居民面對眾

多替選方案時，將選擇對其效用最大之方案。由於避難設施選擇類型共分為三類：學校型、廣

場型及設施型(柏原士郎等，1998；李泳龍等，2009)，本研究運用多項羅吉特模型建構避難設

施類型選擇模型，解析居民避難設施選擇類型影響變數，以「選擇避難設施類型－設施型」為

模型之比較基準要項。 

(1) 自變數相關分析 

多項羅吉特模型之自變數之間若具有高度關聯性，將會影響多項羅吉特模型分析的預測能

力。透過相相關分析檢視自變數之關聯性，由於自變數屬性有連續性與間斷性兩種，本研究藉

由Pearson係數與Spearman係數之檢定，將地震災害認知、地震災害消息來源、避難路線選擇、

避難設施評價(規劃設計、硬體設施、軟體設施)、年齡、教育程度及居住年數等自變數進行相

關性分析，若相關係數大於0.7者，則擇一排除，結果發現可以將所選取之9個變數全部納多項

羅吉特模型(參見表3、表4)。 

                                                      
6 規劃設計包括：合理區位、平時與異常結合、長期規劃等項目。 
7 硬體設施包括：緊急指揮中心、帳棚區、供水裝置、照明設施、簡易廁所、物資儲存區、直升機坪、消防設施、廣播

系統、定期硬體設施維護管理等項目。 
8 軟體設施包括：避難手冊、防災教育宣導、防災演練或演習、定期軟體維護與資料更新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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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居民避難設施類型選擇影響變數 Pearson 相關性分析表 

             變數 

變數 

地震災 

害認知 

地震災害 

消息來源 

避難路 

線選擇 

規劃 

設計 

硬體 

設施 

軟體 

設施 

地震災害認知 1.000 0.478 0.400 0.479 0.405 0.479 

地震災害消息來源 0.478 1.000 0.412 0.426 0.429 0.394 

避難路線選擇 0.400 0.412 1.000 0.420 0.436 0.393 

規劃設計 0.479 0.426 0.420 1.000 0.566 0.495 

硬體設施 0.405 0.429 0.436 0.566 1.000 0.444 

軟體設施 0.479 0.394 0.393 0.495 0.495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  居民避難設施類型選擇影響變數 Spearman 相關性分析表 

                      變數 

變數 
年齡 教育程度 居住年數 

年齡 1.000 -0.497 0.267 

教育程度 -0.497 1.000 0.175 

居住年數 0.267 0.175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 模型較估與分析 

本研究運用多項羅吉特模型建構避難設施類型選擇模型，地震災害認知、地震災害消息來

源、避難路線選擇、避難設施評價(規劃設計、硬體設施、軟體設施)、年齡、教育程度及居住

年數等為自變數。模型檢定結果分述如下： Cox&Snell R2與Nagelkerke R2分別為0.595、0.734，

表示自變數與依變數有關聯性；概似比指標9(Likelihood-ratio index)為0.425，顯示本研究自變數

的資料型態適切多項羅吉特模型，可信賴其校估結果，其預測機率為88.5％(參見表4)。 

A. 學校型設施 

多項羅吉特模型自變數之Exp(B)，係假設當其他自變數不變時，具顯著性自變數增加1單位

時，其倍率的改變，其結果分述如下(參見表5)： 

a. 避難路線選擇對居民避難設施類型選擇為學校型設施時，具有顯著正面影響。由Exp(B)=1.354來

看，災害發生時，居民前往學校型設施，若依據日常活動的習慣路線、愈近愈好、愈安全愈好、

跟多數人共同移動、依災害時的直覺反應、選擇筆直的樓梯或路徑避難、政府單位安排的避難

路線等情況時，選擇避難設施為學校型相對於設施型之選擇意願將增加為1.354倍。 

b. 學校型設施之「規劃設計」對居民避難設施類型選擇具有顯著正面影響，且學校型相對於設施型設

                                                      
9
 概似比指標

2 可以檢定多項羅吉特模型與所採納之變數間的配適能力，其數值介於 0 至 1 之間，愈貼近 1，代表所建

立之模型與自變數間的配適度愈佳，亦即變數對模型的解釋力愈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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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之規劃設計愈使居民滿意，居民選擇意願將增加為1.427倍，原因為國民教育法第四條規定：

「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由直轄市或縣轄市主管教育機關，依據人口、交通、行政區域及學校

分佈情形劃設學區分區設置」。學區亦為設施區位的衍生，即運用某設施所服務的人口分佈空間

範圍，與該設施機能有關，因此學區的劃設觀念較接近居民的一般生活領域範圍，且較能反映

一般居民的行為特性。且學校平時可為學生上學之場所，異常時學校操場可作為緊急避難空間

使用。就長期規劃而言，學校符合平時與異常結合之使用。 

c. 學校型設施之硬體設施對居民避難設施類型選擇具有顯著負面影響，原因為學校硬體設施很重要，

但921震災時，部份學校教學大樓半倒或傾毀，導致居民面對災害時，認為必須依當時的災害狀

況瞭解硬體設施安全性，決定避難設施選擇類型，因此學校型相對於設施型設施之硬體設施安

全性，居民選擇意願減為0.995倍。 

B. 廣場型設施 

廣場型設施之硬體設施對居民避難設施類型選擇具有顯著正面影響，原因為廣場型設施具

有較大空間，可容納帳棚區、供水裝置、照明設施、簡易廁所及廣播系統等設備，並提供居民

避難時所需，因此廣場型相對於設施型之硬體設施愈使居民滿意，居民選擇意願將增加為1.125

倍。 

表 5  居民避難設施類型選擇之多項羅吉特模型校估結果 

避難設施類型 a 自變數 估計係數 Wald 顯著性 Exp(B) 

學校型 

地震災害認知 0.192 0.114 0.735 1.212 

地震災害消息來源 0.456 0.966 0.326 1.577 

避難路線選擇 0.303 1.272 0.021
＊＊

 1.354 

規劃設計 1.782 5.147 0.035
＊＊

 1.427 

硬體設施 -0.257 2.795 0.071
＊
 0.995 

軟體設施 0.056 0.019 0.892 1.057 

年齡 0.026 0.009 0.925 1.026 

教育程度 0.422 1.291 0.256 1.525 

居住年數 0.239 1.452 0.228 1.270 

廣場型 

地震災害認知 0.435 0.593 0.441 1.545 

地震災害消息來源 0.463 1.003 0.316 1.588 

避難路線選擇 0.241 0.179 0.672 1.135 

規劃設計 0.263 0.327 0.568 1.301 

硬體設施 0.101 1.867 0.072
＊
 1.125 

軟體設施 0.380 0.902 0.342 1.026 

年齡 -0.061 0.050 0.824 0.941 

教育程度 0.313 0.720 0.396 1.367 

居住年數 0.305 2.376 0.123 1.356 

Cox&Snell R2:0.595, Nagelkerke R2: 0.734 

Likelihood-ratio index: 0.425 

Predicted probability (%): 88.5 
＊＊

 95% Confidence level 
＊

 90% Confidence level 
a 參考類別：設施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戴政安、李泳龍、姚志廷：都市防災生活圈服務潛力之區位問題研究 

98 

(二)避難設施適宜性評估分析 

本研究將重複性工作模型與適宜性模型，整合避難設施適宜性評估作業並進行量化，將空

間關係轉換成實質的規劃指標，節省資料轉檔與重複製圖過程，建立一套完整且實務可行的避

難設施適宜性評估模式與流程。以避免災害發生時避難設施無法發揮效用，方便作為未來都市

計畫防災規劃之考量。避難設施適宜性評估指標每個階層對應不同劃設準則與指標(參見圖7)，

每個指標依據距離遠近與不同等級比率，給予不同的分數與權重，最後加總計算全部的指標得

分，總分愈高代表此避難設施相對愈安全，總分愈低則代表此避難設施相對愈危險(參見表6)。 

可容納避
 難人數

  交通可及性

開放空間面積除以避難設施總面積

避難設施合理服務範圍之人口數

不同降雨量條件下，可能淹水地區的空間
分佈狀況

斷層帶與避難設施之距離

  公共設施
  可及性

開放空間比 

可服務
人口數

  淹水潛勢

  斷層帶影
  響範圍

開放空間面積除以2平方公尺

    與消防設施之距離

    與醫療設施之距離

    與警察設施之距離

    與緊急通道之距離

    與消防通道之距離

    與救援輸送通道之距離

避難設施適宜性

 接近性

 有效性

 安全性

規劃目標
適宜性指標

適宜性變項
適宜性變項解釋  

圖 7  避難設施適宜性評估指標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應用ESRI ArcGIS Model Builder工具，建構避難設施適宜性評估，可以隨時根據不同區位

條件更改參數值，只需要將權重參數設定，按下執行，就可以自動的完成每個步驟，減少繁瑣

重複性的工作，並幫助規劃者進行避難設施的指定，與研擬未來進行災前整備的方向。其分析

結果：南投都市計畫區漳興國小、康壽國小、平和國小等避難設施適宜性較差(相對危險)，原

因為鄰近車籠埔斷層帶，遠離緊急通道，且開放空間比皆小於30%，於大規模震災後為相對危

險性較高之避難設施。漳和國小、南投國中、南投高中、南投國小、南投高商、嘉和國小、南

崗國中等避難設施，遠離車籠埔斷層帶，位於緊急通道(>20公尺)附近，鄰近醫療、消防、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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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救災設施，且避難設施面積較大，適宜性較佳(相對安全)，但是仍需考量災害潛勢的影響，

適度的進行減災規劃，才能整備安全之避難設施(參見圖8)。 

表 6  評估指標分類表 
(  )為此圖層的權重值 

階層 1 階層 2 階層 3 階層 4 分類 分數 

避 

難 

設 

施 

適 

宜 

性 

評 

估 

接近性  

A0(0.3) 

公共設施可及

性 A1(0.5) 

與 消 防 設 施 之 距 離 

A21(0.3) 

500 公尺以下 100 

501 公尺~1,000 公尺  75 

1,001 公尺~1,500 公尺  50 

1,501 公尺~2,000 公尺  25 

2,001 公尺以上   0 

與 醫 療 設 施 之 距 離 

A22(0.3) 

500 公尺以下 100 

501 公尺~1,000 公尺  75 

1,001 公尺~1,500 公尺  50 

1,501 公尺~2,000 公尺  25 

2,001 公尺以上   0 

與 警 察 設 施 之 距 離 

A23(0.4) 

500 公尺以下 100 

501 公尺~1,000 公尺  75 

1,001 公尺~1,500 公尺  50 

1,501 公尺~2,000 公尺  25 

2,001 公尺以上   0 

交通可及性 

B1(0.5) 

與 緊 急 通 道 之 距 離 

B21(0.3) 

100 公尺以下 100 

101 公尺~200 公尺  75 

201 公尺~300 公尺  50 

301 公尺~400 公尺  25 

401 公尺以上   0 

與救援輸送通道之距離 

B22(0.3) 

100 公尺以下 100 

101 公尺~200 公尺  75 

201 公尺~300 公尺  50 

301 公尺~400 公尺  25 

401 公尺以上   0 

與 消 防 通 道 之 距 離 

B23(0.4) 

100 公尺以下 100 

101 公尺~200 公尺  75 

201 公尺~300 公尺  50 

301 公尺~400 公尺  25 

401 公尺以上   0 

有效性  

B0(0.3) 

可容納避難人

數 C1(0.3) 

開放空間面積除以 2 平方

公尺 

2,501 人以上 100 

2,001 人~2,500 人  75 

1,501 人~2,000 人  50 

1,001 人~1,500 人  25 

1,000 人以下   0 

開放空間比 

D1(0.3) 

開放空間面積除避難設施

總面積 

81%以上 100 

61~80%  75 

41~60%  50 

21~40%  25 

0~20%   0 

可服務人口數 

E1(0.4) 

避難設施合理服務範圍之

人口數 

非常多 100 

多  75 

普通  50 

少  25 

非常少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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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評估指標分類表(續) 
(  )為此圖層的權重值 

階層 1 階層 2 階層 3 階層 4 分類 分數 

 

安全性  

C0(0.4) 

淹水潛勢10 

F1(0.5) 

不同降雨量條件下，可能

淹水地區的空間分佈狀況 

0 公厘 100 

150 公厘  75 

300 公厘  50 

450 公厘  25 

600 公厘   0 

斷層帶影響範

圍11 

G1(0.5) 

斷層帶與避難設施之距離 

非常遠 100 

遠  75 

普通  50 

近  25 

非常近   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8  避難設施評估指標結果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10

 運用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所公開之淹水潛勢資料，繪製累積降雨量 150 公厘、300 公厘、450 公厘及 600 公厘之南投

都市計畫區淹水潛勢空間分佈，瞭解避難設施淹水分佈狀況，無淹水地區較為安全，以此類推。 
11

 斷層帶影響範圍則以 1,000 公尺為單位，距離 1,000 公尺以內，屬於距離斷層帶範圍非常近，距離 2,000 公尺以內，屬

於距離斷層段範圍近，以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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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難設施必須於災害發生前後都能保持道路可通行之狀態，讓居民能安全的進行避難行

為，因此進行避難設施規劃時，應謹慎考量道路防災機能、斷層帶、避難設施服務容量等因素

之影響，劃設最安全的避難設施。透過GIS屬性與圖面資料展示，可提供地方政府在地震災害

發生前，有適當的工具研判災情，以利各級防救災單位，做出迅速的應變作為，減少居民生命

財產的損失。 

(三)考量區位配置準則之避難設施 Weighted Voronoi 應用分析 

本研究係假設避難設施服務均質條件下，最短距離條件為主要的影響要因，居民到避難設

施可及性愈高，防災生活圈域也相對擴大。緣此，本研究應用避難設施區位配置準則(供給面)，

透過Weighted Voronoi圖形劃設防災生活圈區位範圍，藉由可及性與服務水準的角度，探討南

投都市計畫區之避難設施服務現況，並運用GIS展示分析屬性與圖面資料。 

Weighted Voronoi 圖 形 係 假 設 二 維 歐 幾 里 德 平 面 上 避 難 設 施 所 在 位 置 為 P ，

 1 2, ..., ,2nP P P P n   ，  1,2,...,iw i n ， 其 中
iw 為 權 重 值 ，

 
   

 
, ,

, , 1,2,...,
i i

i i

i j

d p p d p p
V p w p j i i n

w w

  
    
  

，為集合  ,i iV p w 構成的Weighted Voronoi圖

形，其中  , id p p 是兩點間的歐幾里德距離，
iw 為

ip 的權重值(Dong, 2008)。 

應用Weighted Voronoi圖形，加權距離定義為歐幾里德距離除以權重
iw ，權重值愈大的避

難設施，其防災生活圈範圍愈大，權重值為避難設施區位配置準則考量公共設施可及性、交通

可及性、可容納避難人數、開放空間比、可服務人口數、淹水潛勢及斷層帶影響範圍(參見圖9)。 

都
市
防
災
避
難
設
施
規
劃

緊急
避難據點

臨時
避難據點

安全狀況

可提供大
範圍避難

面積

現有避難據
點覆蓋範圍

整體規劃

是否覆蓋

否

避難據點
改善建議

是

可容納避難人數

開放空間比

可服務人口數

淹水潛勢

交通可及性

Weighted 

Voronoi

圖形應用

中長期
收容所

增設避難據點規劃

防災生活圈
劃設

公共設施可及性

斷層帶範圍影響

區位配
置準則

 
圖 9  都市防災生活圈範圍劃設規劃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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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重值之考量係以區位配置指標分為接近性、有效性及安全性等，對應區位配置劃設準則

與條件：公共設施可及性(消防設施之距離、與醫療設施之距離、與警察設施之距離)、交通可

及性(與緊急通道之距離、與救援輸送通道之距離、與消防通道之距離)、可容納避難人數(開放

空間面積除以2平方公尺)、開放空間比(開放空間面積除避難設施總面積)、可服務人口數(避難

設施合理服務範圍之人口數)、淹水潛勢(不同降雨量條件下，可能淹水地區的空間分佈狀況)及

斷層帶影響範圍(斷層帶與避難設施之距離)。區位配置條件依據距離遠近與不同等級比率，給

予不同的分數(0~100分)與權重值(總和為1)，最後計算加總全部的指標分數，得到避難防災生活

圈範圍權重值，計算公式參見式(2)，各避難設施防災生活圈範圍權重值結果參見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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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南投都市計畫區內避難設施 Weighted Voronoi 服務範圍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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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區位配置準則的影響(公共設施可及性、交通可及性、可容納避難人數、開放空間比、

可服務人口數、淹水潛勢、斷層帶影響範圍)，應用Weighted Voronoi圖形劃設防災生活圈其邊

界線大部份為曲線，發現南投高商避難設施防災生活圈範圍變大，與消防設施、醫療設施、警

察設施等公共設施之距離皆在501~1,000公尺之間，與緊急通道(>20公尺)之距離僅101~200公尺

(參見附錄一)，透過Weighted Voronoi讓避難設施防災生活圈範圍有明顯差別的空間分佈，比環

域分析以距離為覆蓋半徑，更適合避難設施防災生活圈範圍之劃設(參見圖10)。 

本研究將6項個別評估指標變數( 1 6~X X )進行因素分析，藉由主成份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抽取共同因素，並根據特徵值(Eigenvalue)大於1的因素，做為抽取個數的

原則，轉軸方式則利用正交轉軸法中之「最大變異法」來萃取避難設施防災生活圈範圍評估準

則的因素構面。 

在確認本研究之變數皆適合進行因素分析後，採Kaiser法選取特徵值大於1以上的因素，經

由特徵值判斷本研究共萃取二個因素，以0.4作為轉軸後因素負荷量絕對值之選擇標準(參見表

7)，共縮減為3個因素構面，其中累積解釋變異量可以達到81.419%，具解釋代表性(參見表8)。 

表 7  因素成份分析矩陣表 

因素 

變數 

轉軸後成份矩陣 

一 二 三 

斷層帶範圍內住宅區街廓數量 0.761 -0.493 -0.286 

住宅區街廓到緊急通道(20 公尺以上)最短路徑 0.749 0.008 0.564 

住宅區街廓到警察設施最短路徑(8 公尺以上) 0.654 -0.026 0.592 

住宅區街廓到消防設施最短路徑(8 公尺以上) 0.190 0.878 0.004 

住宅區街廓到避難設施最短路徑(8 公尺以上) 0.460 0.690 0.309 

避難設施防災生活圈範圍內，避難行為相對弱勢群(12 歲以下

年幼者與 65 歲以上年長者)人口量 
0.163 -0.524 0.66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8  因素特徵值與累積變異量 

因素 特徵值 累積% 

一 1.837 30.619 

二 1.765 60.039 

三 1.283 81.41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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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依所涵蓋之內容將因素分析結果命名如下(參見表9)：因素一所選取之因素構面命名

為「疏散交通行為特性」，該因素構面所包含的變數為斷層帶範圍內住宅區街廓數量、住宅區

街廓到緊急通道(20公尺以上)最短路徑及住宅區街廓到警察社施最短路徑(8公尺以上)，其中以

斷層帶範圍內住宅區街廓數量之因素負荷量最高(0.761)，此因素構面解釋變異量最高30.619%。 

因素二命名為「道路防救災機能特性」，該因素構面所包含的變數為住宅區街廓到消防設

施最短路徑(8公尺以上)與住宅區街廓到避難設施最短路徑(8公尺以上)，其中住宅區街廓到消防

設施最短路徑(8公尺以上)之因素負荷量最高(0.878)，而該因素解釋變異量29.42%。 

因素三命名為「避難行為相對弱勢群分佈」，該因素構面為避難行為相對弱勢群(12歲以下

年幼者與65歲以上年長者)人口量，因素解釋變異量20.38%。 

表 9  因素命名表 

因素 命名 解釋變異量 

因素一 疏散交通行為特性 30.619 

因素二 道路防救災機能特性 29.420 

因素三 避難行為相對弱勢群分佈 20.38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為能進一步檢視6項個別評估指標經由因素分析所萃取出之3項重要因素的影響程度，茲將

南投都市計畫區內共107個住宅區街廓(土地使用分區)，按評估指標與內容相類似程度，將因素

分析所得因素類別，藉由群落分析結果，分別得到以因素一、因素二及因素三為外在基準條件

對107個住宅區街廓所作之分群，並將分群所代表之意義(相對危險與相對安全)，運用GIS進行

圖面展示，結果發現：1.平和國小避難設施防災生活圈範圍相對危險之主要原因為鄰近斷層帶

(車籠埔斷層)，且遠離消防設施，因此其相對危險性高。2.南崗國中與嘉和國小避難設施範圍大

部份為相對危險地區，主要原因為此區避難行為相對弱勢群較多。3.漳興國中、漳和國小及康

壽國小避難設施範圍大部份為相對安全地區，主要原因為鄰近消防分隊，且此區住宅區街廓大

都位於緊急通道旁，因此相對安全(參見圖8、11)。 

由於避難設施防災生活圈應該在災害發生前後都盡量保持道路可通行之狀態，讓居民能安

全的進行避難行為，因此在進行避難設施規劃時，應謹慎考量道路防災機能(X1~X4)、斷層帶範

圍內住宅區街廓數量(X5)、避難行為相對弱勢群分佈(X6)等評估指標項目之影響，劃設最安全的

避難設施。透過GIS屬性與圖面資料展示，可使避難設施防災活生圈範圍防災能力具體且明確

的呈現，但影響程度的多寡與後續應進行何種程度的補強措施，仍需要進行更深入的評估，評

估危險因素對避難設施的影響程度，並界定避難設施與其所防災生活圈範圍需要進行何種程度

的補強措施，使避難設於都市防災規劃上能更趨於完善，提供居民安全的避難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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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南投都市計畫區內避難設施防災生活圈範圍評估指標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五、結論與建議 

基於地震防災的考量，必須能有效掌握居民避難設施選擇類型與避難設施配置之區位，亦

即進一步思考於滿足居民避難設施選擇偏好，同時也能有效檢討避難設施配置規劃之適當性，

其結果可提供防災都市計畫規劃之考量，俾作為地方政府部門推動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之參考依

據，本文之結論分述如下： 

(一)居民避難設施類型選擇為學校型設施時，避難路線選擇、規劃設計具有顯著正面影響，學

區亦為設施區位的衍生，即運用某設施所服務的人口分佈空間範圍，與該設施機能有關，

因此學區的劃設觀念較接近居民的一般生活領域範圍，且較能反映一般居民的行為特性。

且學校平時可為學生上學之場所，異常時學校操場可作為緊急避難空間使用。就長期規劃

而言，學校符合平時與異常結合之使用。學校型設施之硬體設施則有顯著負面影響，原因

為學校硬體設施很重要，但 921 震災時，部份學校教學大樓半倒或傾毀，導致居民面對災

害時，認為必須依當時的災害狀況瞭解硬體設施安全性，決定避難設施選擇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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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居民避難設施類型選擇為廣場型設施時，硬體設施變數具有顯著正面影響，原因為廣場型

設施具有較大空間，可容納帳棚區、供水裝置、照明設施、簡易廁所、消防設施及廣播系

統等設施，並提供居民避難時所需，因此廣場型相對於設施型之硬體設施愈使居民滿意，

居民選擇意願將增加為 1.125 倍。 

(三)應用 ESRI ArcGIS Model Builder 工具，建構避難設施適宜性評估，南投都市計畫區漳興國

小、康壽國小、平和國小等避難設施適宜性較差(相對危險)，原因為鄰近車籠埔斷層帶，遠

離緊急通道，且開放空間比皆小於 30%，於大規模震災後為相對危險性較高之避難設施；

漳和國小、南投國中、南投高中、南投國小、南投高商、嘉和國小、南崗國中等避難設施，

遠離車籠埔斷層帶，位於緊急通道(>20 公尺)附近，鄰近醫療、消防、警察等救災設施，且

避難設施面積較大，適宜性較佳(相對安全)，但是仍需考量災害潛勢的影響，適度的進行減

災規劃，才能規劃出安全且適宜之避難設施。 

(四)藉由區位配置準則的影響(公共設施可及性、交通可及性、可容納避難人數、開放空間比、

可服務人口數、淹水潛勢、斷層帶影響範圍)，應用 Weighted Voronoi 圖形劃設防災生活圈

其邊界線為曲線，南投高商避難設施防災生活圈範圍變大，與消防設施、醫療設施、警察

設施等公共設施之距離皆在 501~1,000 公尺之間，與緊急通道(>20 公尺)之距離僅 101~200

公尺，透過 Weighted Voronoi 讓避難設施防災生活圈範圍有明顯差別的空間分佈，比環域

分析以距離為覆蓋半徑，更適合避難設施防災生活圈範圍之劃設。 

(五)就南投都市計畫區避難設施服務範圍而言，平和國小避難設施防災生活圈範圍相對危險之

主要原因為鄰近斷層帶(車籠埔斷層)，且遠離消防設施，因此其相對危險性高；南投高商、

南崗國中及嘉和國小避難設施範圍大部份為相對危險地區，主要原因為此區避難行為相對

弱勢群較多；漳興國中、漳和國小及康壽國小避難設施範圍大部份為相對安全地區，主要

原因為鄰近消防分隊，且此區住宅區街廓大都位於緊急通道旁，因此相對安全。 

(六)建構安全都市防災生活圈，並將其與區域性之避難設施、防災設施結合，便於災害發生時，

進行救災避難活動之用；同時整建基礎設施強化廣域防災的路網與維生管線，加強防災管

理，進行區域防災計畫、資訊系統之規劃，並瞭解災害歷史特性。解析居民避難行為意願

空間分佈與避難設施防災生活圈範圍劃設，考量公共設施可及性、交通可及性、可容納避

難人數、開放空間比、可服務人口數、淹水潛勢、斷層帶影響範圍為區位配置準則，透過

Weighted Voronoi 劃設防災生活圈範圍，使避難設施防災生活圈範圍能完全涵蓋研究地區，

而彼此又不相互重疊。改善過去運用環域分析法進行服務範圍分析時，各避難設施防災生

活圈範圍相互重疊或無法涵蓋部份地區的缺點，並依圈內生活環境改善提升街區防災性，

以設施充實、安全設計加強都市防救災之對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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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南投都市計畫區避難設施防災生活圈範圍權重值得分表 

(  )為權重值 

避難

設施 

權

重

值 

接近性 A0(0.3) 有效性 B0(0.3) 安全性 C0(0.4) 

與公共設施可及性
A1(0.5) 

交通可及性 B1(0.5) 

可容

納避

難人

數 C1 

(0.3) 

開放

空間

比 

D1 

(0.3) 

可服

務人

口數

E1 

(0.4) 

淹水

潛勢 

F1(0.5) 

斷

層

帶

範

圍 

G1 

(0.5) 

與消

防設

施之

距離 

A21 

(0.3) 

與

醫

療

設

施

之

距

離 

A22 

(0.3) 

與警

察設

施之

距離 

A23 

(0.4) 

與緊

急通

道之

距離 

B21 

(0.3) 

與救

援輸

送通

道之

距離 

B22 

(0.3) 

與消

防通

道之

距離 

B23 

(0.4) 

開放

空間

除以

2 平

方公

尺 

C2 

(0.3) 

開放

空間

面積

除避

難設

施面

積 D2 

(0.3) 

避難

設施

合理

服務

範圍

之人

口數

E2 

(0.4) 

不 同

降 雨

量 條

件

下，可

能 淹

水 地

區 的

空 間

分 佈

狀 況
F2(0.5) 

斷

層

帶

與

避

難

設

施

之

距

離 

G2 

(0.5) 

漳興

國小 
59 25 75 50 50 50 75 75 0 50 100 50 

漳和

國小 
66 50 50 50 75 100 100 75 25 50 100 50 

南投

國中 
71 50 50 50 75 75 100 75 0 75 100 75 

康壽

國小 
52 75 100 100 0 100 100 75 0 50 50 25 

平和

國小 
53 50 50 50 0 100 100 75 25 50 75 25 

南投

高中 
78 100 75 100 75 75 100 100 0 100 100 50 

南投

國小 
66 100 50 75 50 75 100 75 0 50 100 50 

南投

高商 
81 75 75 75 75 100 100 100 50 100 100 50 

嘉和

國小 
67 50 100 75 75 75 100 75 0 50 100 50 

南崗

國中 
66 25 100 50 50 75 100 75 0 75 100 5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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