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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帶土地使用規劃策略跨國比較研究
張學聖1、陳姿伶2

摘要
傳統結構性措施改變原本不安全的環境，直覺地留下環境安全的訊息，普遍受到認同與接
受。結構性措施不應為唯一的的地震災害防減災措施，隨著地震災害規模劇增挑戰結構性措施有
限的耐震效果，非結構性措施中土地使用規劃憑藉限制開發區位、類型、強度，引導開發遠離已
知災害風險地區，並將開發引導於相對安全地區。美國與紐西蘭面對大規模地震災害，儘管防減
災土地使用規劃的公信力與信賴度受到挑戰，惟認知災害預防的重要性故仍逐步完成活動斷層的
劃設與防減災土地使用規劃。現階段台灣各類直接管制、間接管制與資訊揭露法令規範仍趨一般
性與通則性，參考美國與紐西蘭作法，有必要確實將災害風險資訊納入為開發計畫准駁參考，以
及更全面性納入災害風險資訊與地質敏感資訊於土地使用規劃。是以，本文借鑒他國推動防減災
土地使用規劃經驗，蒐集相關法令規範與防減災土地使用規劃措施，跨國比較省思與討論，期供
未來臺灣修訂防減災土地使用計畫的參考。

關鍵字：非結構性防減災工程、地震災害、土地使用規劃、活動斷層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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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ructural measures change risk environment into safer place and such improvements leave a
secure impression. With large scale of earthquake disasters, structural measures might provide
limited against effect. Relatively, non-structural engineering measures such as land use plan receive
increasing attention by controlling development location, type and intensity and to physically lead
new development away from risk area but safer places. Although the faith and confidence of land
use planning on disaster mitigation are challenged by the public, both America and New Zealand
have identified and regulated land use planning on active fault zone. Currently, the regulations of
direct, indirect and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n seismic disaster in Taiwan are too general, and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disaster risks into consideration while approving development plans. Therefore,
this study refers to disaster mitigation land use planning experiences in America and New Zealand to
conduct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land use planning and related acts. This study might be suitable
referred to future disaster mitigation land use plan in Taiwan.

Keywords: Nonstructural engineering measures, earthquake disaster, Land use planning, Active 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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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亞太地區位處板塊衝撞介面致地震災害頻傳，臺灣更是位於環太平洋地震帶上，持續的壓縮
推擠機制致能量持續向上累積，地震的不可預測性增添災害的敏感性與致命性(Allen, 2006；James,
2008；O’ Brien et al., 2008；Guga-Spair and Vos, 2010；CRED, 2011)。傳統地震防減災多投注於結
構性措施的耐震補強，儘管結構性措施的施作確實得以減少人命損失，惟規模劇增的地震災害屢
屢重創建成環境，如1971年美國舊金山地震新建成建築物的倒塌毀損、1995年日本阪神地震重創
高度抗震技術國家，結構性措施的侷限性與非結構性措施的協力逐漸受到重視。非結構性措施
中，土地使用規劃為重點風險去除手段(Risk Elimination)，藉由直接限制特定地區、開發強度、
開發類型等，引導未來開發遠離已知災害風險地區(Godschalk, 1991)。
美國1971年聖費爾南多地震發生以前，長期倡行結構性措施，包括「抗震設計附錄」、「Riley
Act」、「Field Act」等，將抗震係數納入建築法規。1971年聖費爾南多地震重創許多新開發完成
的建築物，始出現結構性措施不足應付日益增強地震災害的議論聲浪，故於1972年通過「AP地震
斷層帶土地使用法案」(The Alquist-Priolo Earthquake Fault Zoning Act)，劃設活動斷層帶並限制新
開發提送地質探勘報告與工程耐震報告。1989年洛馬普利塔地震再次引發公共注意，除了斷層破
裂帶之外，土壤液化與地震引發的山崩致災嚴重，故1990年發佈實施的「地震災害套疊法案」
(Seismic Hazards Mapping Act)，繪製地震引發的地質災害，包括活動斷層帶、土壤液化區與地震
引發山崩潛勢區，市、郡、州土地使用規劃機關皆須納入開發准駁的依據。
紐西蘭長期倚賴「建築法」(Building Act)與「資源管理法案」(Resource Management Act)推
動地震防減災工作。然而，2001年公佈的國會環境報告提出數項發現：(1)現階段建築技術仍不敵
斷層錯動的衝擊；(2)少數地方土地管理機關確實依據斷層避免帶檢討與修訂地區計畫；(3)迫切需
要相對應的的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以減緩斷層錯動引發的地表破裂衝擊。因應該報告的公佈，地震
風險地區陸續進行地區計畫的檢討與修訂，包括威靈頓市議會於2004年的地區計畫增加地震災害
的應對措施與明定新開發須符合建築法耐震的規範，以及增加斷層避免帶新開發申請必須檢附土
地技術報告與工程報告；卡比堤海岸議會於2007年的地區計畫，增列風險評估分析，並依據重要
建築分類與斷層錯動重現期明定開發型態與開發申請附件資料，並增加鄰近斷層線的建築開發規
範。
臺灣因應地震災害擬定直接管制、間接管制與資訊揭露法令規範，包括建築技術規則規定建
築物抗震係數、都市計畫防災規劃手冊彙編納入重大地震掰害進行都市防災整體規劃與檢討，或
依據政府資訊公開法陸續公告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土壤液化潛勢區
等。儘管資訊揭露逐步進行中，但斷層帶、土壤液化或是地滑地質敏感區的直接與間接的法規規
定，仍較偏向一般性、通則性的規範。現階段防減災土地使用規劃，車籠埔斷層為唯一一條劃定
15公尺斷層帶的斷層線，沿線都市計畫據以檢討與修訂，包括豐原都市計畫與霧峰都市計畫，劃
定斷層線兩側各15公尺為限建範圍，並修訂土地使用管制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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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目前先進技術仍無法避免災害的發生，但無論是結構性或是非結構性措施皆是減緩災
害對經濟或性命的關鍵。然而，面對日益劇增的地震災害，結構性措施的侷限性受到嚴正考驗。
反觀非結構性措施-土地使用規劃，藉由改變建成環境的區位、類型與發展密度，引導發展遠離災
害風險地區，實質地減少災害損失與韌性發展(Friedmann, 1987；White et al., 2001；Burby, 2006)。
他國經驗應用土地使用規劃管制防減災的經驗，認為法律是支持應用預防性措施以促進公共健
康、安全與福利，其中防減災即是重要的公共安全與福利的作為(Thomas and Medlock, 2008；Alesch
et al. 2008)。本研究立基於防減災的角度，蒐集彙整美國與紐西蘭面對地震災害土地使用規劃處
理措施，其中亦包含各國所訂定的法案所帶來的支持作為，最後跨國比較分析進行省思與討論，
期借鑒地震災害頻仍發生國家防減災土地使用規劃作為，供台灣未來修訂防減災土地使用計畫之
參考。
本文除前言以外，第二部分為研究架構暨重要名詞界定，第三部分分別討論美國與紐西蘭的
防減災土地使用規劃作為，第四部分彙整現階段台灣因應地震災害的直接管制、間接管制與資訊
揭露，進一步彙整車籠埔沿線的都市計畫檢討與修訂情形，第五部分為跨國比較分析的省思與討
論，最後歸納本文的發現於結論與建議。

二、 研究架構暨重要名詞界定
(一)研究架構
有鑑於各國面對地震災害的防減災土地使用規劃存在差異，包括災害衝擊、社經環境、法制
系統等，其中法令規範更是影響各國研擬防減災土地使用規劃的關鍵。是以，本文嘗試回顧各國
因應地震災害的防減災土地使用規劃，進行跨國比較研究，分析重點為地震災害背景、斷層帶的
劃設方式、土地使用與建築開發的法令規範等。進一步，本文嘗試蒐集彙整臺灣現行因應地震災
害的法令規範，以及相關土地使用規劃作為。最後，再根據跨國比較研究結果提供臺灣後續研擬
防減災土地使用規劃之參考。本文內容涉及到重要名詞，包括結構性措施、非結構性措施與土地
使用規劃，將於下一節進行界定與說明。
(二)重要名詞
1.結構性措施(Structural Measure)
憑藉物理性工程降低或避免可能的災害衝擊，或是施作工程補強技術達到防災與建築物的回
復能力，常見的結構性工程措施例如提高建築物防震係數、避難場址、避難路線規劃等(UN/ISDR,
2009)。
2.非結構性措施(Non-structural Measure)
任何非憑藉物理性工程手段，而是透過知識、經驗或協議方式以降低風險與衝擊，特別是透
過政策與法律、公共意識的提升、訓練或是教育方式(UN/ISDR, 2009)。非結構性手段包括風險去
除(risk elimination)、風險分擔(risk sharing)、風險減輕(risk reduction)。風險去除包括土地使用規
劃的禁限建、遷建等，風險分擔包括保險、社會救濟制度等，風險減輕包括預警、改變土地使用、
避難等(柯于璋，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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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土地使用規劃(Land Use Planning)
考量長期經濟、社會與環境面向下不同社群的需求，運用政府職權指認、評估並決定不同區
位的土地使用(UN/ISDR, 2009)，手段包括直接限制特定地區、開發強度、開發類型等，引導未來
開發遠離已知災害風險地區，並實質地將開發引導至相對安全地區(Godschalk, 1991)。

三、 美國、紐西蘭土地使用規劃管制手段
(一)美國經驗
美國西部斷層帶密佈，加州聖安德列亞斯斷層(San Andreas Fault)更是多起大規模地震災害的
源頭。結構性措施為美國過去常見的防減災手段，1906年舊金山大地震，劇烈的水平錯動引發無
數起大火延燒三天，1925年聖塔芭芭拉地震，多處建築物嚴重毀損與倒塌，1927年正式將「抗震
設計附錄」(seismic design appendix)納入「統一建築法規」(Uniform Building Code)，確立了建築
物防火安全準則與抗震係數。1933年長灘地震致公共建築物嚴重受災，
「Riley Act」與「Field Act」
，
提高學校的抗震設計標準。
但是，建築物的抗震係數與耐震設計仍不敵地震的衝擊，1952年克恩縣地震、1969年聖羅莎
地震、1971年聖費爾南多地震重創加州地區，尤其新建完成建築物嚴重受損。結構性措施的耐震
補強不敷應付日益劇增的地震災害，是以非結構性措施「AP地震斷層帶土地使用法案」(The
Alquist-Priolo Earthquake Fault Zoning Act)與「地震斷層帶套疊法案」(The Earthquake Fault Zone
Mapping Act)於1972年通過。1989年洛馬普利塔地震與1994年北嶺地震，地震引發的山崩與土壤
液化為關鍵致災原因，故1990年發佈「地震災害套疊法案」(Seismic Hazards Mapping Act)，繪製
斷層、山崩、土壤液化災害潛勢圖。
綜上而言，結構性措施受到廣泛的接受與落實，然而地震規模的劇增挑戰耐震工程抗震能
力。經歷過多次重大地震災害衝擊後，各項法律的制訂與通過支持應用預防性措施以促進公共健
康、安全與福利。非結構性措施，配合防減災計畫的推動，奠基於地質災害潛勢特性，以預防性
觀點推動防減災工作，包括指認災害空間位置、擬訂災害潛勢區設計準則、提供誘因並引導開發
至無災害潛勢區、研擬高災害潛勢地區的徵收期程、應用特殊規劃以減少災害暴露程度、運用災
後期間實施未來減災策略(Thomas and Medlock, 2008；Alesch et al. 2008)。
(1)「AP地震斷層帶土地使用法案」與「地震斷層帶套疊法案」
「AP地震斷層帶土地使用法案」立法主旨：規範活動斷層帶周邊的建築與開發以確保公共安
全，地方土地主管機關必須將AP地震斷層帶土地使用法案納入地方土地使用分區規範，且有責任
確保建築結構物不得橫跨活動斷層線，並規範座落於管制地震斷層帶的開發提送地質報告。除此
之外，1977年確立地震斷層帶資訊揭露的責任與義務，無論是開發者或是交易雙方，皆必須履行
災害風險資訊揭露的責任。
「地震斷層帶套疊法案」確立斷層帶調查、繪製的精細度，美國地質調查單位(U.S. Geological
Survey)運用1/24,000地形圖指認與繪製活動斷層帶，進一步依據活動斷層特性建議新開發人居建
築物的管制。1977年確立150公尺為活動斷層帶管制範圍、60-90公尺為低度活動斷層帶管制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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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1所示)。根據法案規定，位於活動斷層帶上的開發申請計畫必須提送地質探勘、建築物耐震
工程等報告，確認建築物的耐震能力後始核發建築執照。

圖例
潛在活動斷層
曾於第四紀活動之斷層，實線為斷層經確認的位置，長虛線為
可能座落的位置，短虛線為推測的位置，點線為存疑型斷層
空照圖指認(非田野調查)，立基於年輕型地質特性判定為第四
紀活動的斷層
地震斷層帶

圖 1 美國加州地震斷層帶
資料來源：http://maps.conservation.ca.gov/cgs/informationwarehouse/index.html?map=regulatorymaps

(2)「地震災害套疊法案」
「地震災害套疊法案」於1990年發佈實施，其中第7.8章第2部分明訂加州資源保護機關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Conservation)隸屬於礦物與地質部 (Division of Mines and Geology,
DMG)，有責任劃定地震災害區，以減緩各項地震災害性命傷亡與財產損失。各項地震災害的劃
定乃是依據地形、地表、地下地質、鑽鑿、歷史地下水位、山崩現況、坡度、岩石、地質結構、
地震預測等資訊，標示AP法案活動斷層帶、土壤液化區與地震引發山崩潛勢區。市、郡、州土地
使用規劃機關皆須納入開發准駁的依據，其中地質探勘與土壤條件為開發計畫申請的要件，此外
根據法案規定位在地震災害區的建築物買售皆需依法告知地震災害潛勢狀況(如圖2所示)。

圖 2 USGS 地震與地質潛勢災害土地使用規範圖
資料來源：http://maps.conservation.ca.gov/cgs/informationwarehouse/index.html?map=regulatorym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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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紐西蘭經驗
紐西蘭橫跨太平洋板塊與印度-澳洲板塊，板塊碰撞致地震頻仍發生。其中，斷層的重複破裂
致災嚴重，故紐西蘭關注調查斷層破裂重現間距與複雜性3劃分活動斷層等級4，進一步劃設斷層
線與斷層避免帶(Fault Avoidance Zone)，並繪製於1/250,000或1/50,000比例尺圖上。斷層避免帶主
要針對近120,000年破裂的斷層線進行指認，並將斷層線左右各20公尺範圍納入斷層避免帶，建議
於斷層避免帶上應盡可能避免建築行為(Becker et al., 2013)。面對地震災害與斷層重複破裂的威
脅，紐西蘭長期倚賴「資源管理法案」(Resource Management Act)與「建築法案」(Building Act)，
以減緩斷層重複破裂的衝擊。
1.「資源管理法案」
「資源管理法案」，明定區域委員會與土地管理機關有責任推動防減災工作，區域委員會負
責整合災害風險資訊於區域政策與區域計畫，並要與土地管理機關合作；而土地管理機關則有則
任將風險資訊納入地區計畫5(District Plan)，有效的控管土地使用與開發類型以減緩災害衝擊。
2.「建築法案」
「建築法案」，依據歷史地震災害建築物毀損資料，訂定4種類別(如表1所示)：
(1)I類：建築物於災害衝擊時對性命與財產損失最低，包括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30 m2、農用建築物、
郊區的獨棟建築物或塔狀建築物、柵欄、桅桿、游泳池等；
(2)II類：(2a)木構住宅建築，單層樓木構住宅；(2b)一般建築物且未歸類於其他類別，木構住宅規劃範圍
>300m2、不屬於NZS 3604木構建築類別、多層住宅、商業使用、工業使用、辦公使用、零售使用等
低於5,000人容納空間與低於10,000 m2總面積、公共建築、電影院/劇院小於1,000 m2的停車空間；
(3)III類：建築物可能容納一大群人或對社區為高價值或對公共產生危害的，包括緊急醫療設施、超過300
人聚集的建築物、超過250人的學校或日托中心、超過500人的大學或成人學校、健康照護設施高於
等於50人、超過250人的機場航廈或車站、超過5,000人的建築物、發電廠/淨水廠/污水處理廠與其他
未歸類第4類的公共設施、其他未歸類於第4類的建吳物或設施且內含危險物質；
(4)IV類：災後重要建築，如緊急醫療、避難設施等。
表 1 斷層重現間距與重要建築物分類
重現間距分級
I
II
III
IV
V
VI

重現間距
≤2,000 年
>2,000 年與≤3,500 年
>3,500 年與≤5,000 年
>5,000 年與≤1,0,000 年
>1,0,000 年與≤20,000 年
>20,000 年與≤125,000 年

重要建築分類(BIC)
土地細分或已開發地區
素地
BIC 1
BIC 1
BIC 1 與 2a
BIC 1 與 2a
BIC 1, 2a 與 2b
BIC 1, 2a 與 2b
BIC 1, 2a, 2b 與 3
BIC 1, 2a, 2b 與 3
BIC 1, 2a, 2b, 3 與 4

資料來源：Kerr et al., 2003

3

4

5

斷層複雜性可分成 3 類：（a）已被正確界定，斷層線已被正確的指認，且一般多為幾公尺至數十公尺；
（b）地表變形分佈
較為寬的位置，一般多為數十公尺至數百公尺，且一般多涵蓋數條斷層線；
（c）斷層線尚未確認，一般多為斷層線中斷或
土石流/山崩而受到隱藏。
斷層破裂重現間距區分為 6 級：I. ≤2,000 年；II. >2,000 年與≤3,500 年年；III. >3,500 年與≤5,000 年；IV. >5,000 年與≤10,000
年；V. >10,000 年與≤20,000 年；VI. >20,000 年與≤125,000 年。
地區計畫中涵括各項土地使用與不可使用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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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紐西蘭長期受到斷層重複破裂的威脅，且亦有斷層避免帶的劃設，但欠缺實際的土地使
用規劃管制。根據2001年3月的紐西蘭國會環境報告-「邊緣上的建築-鄰近斷層線上的使用與開發」
(Building on the Edge – The Use and Development of Land On or Close to Fault Lines)，少數土地管理
機關確實執行指認並管理地震災害地區，迫切需要相關準則以減緩斷層錯動地表破裂的衝擊，例
如引導開發遠離潛在斷層破裂地區6、限制土地使用於斷層避免帶、擬定長期社區居民的溝通計畫
避免鄰近斷層破裂帶的建成區更多或更高強度的開發等。
因應2001年紐西蘭國會環境報告，高地震風險地區陸續辦理各項檢討與修正工作，如威靈頓
地區於2001年委辦一項研究「地震斷層災害對財產的衝擊」(Perrin and Wood, 2002)，研究報告指
出：地區計畫未正確地標示斷層避免帶，各類建築開發未受到應有的控管或限制。是以，威靈頓
市議會(Wellington City Council, 2009)，地區計畫的修訂內容包括降低開發強度、開發申請案應提
具土地技術報告與工程報告等。又如卡比堤海岸議會(Kapiti Coast District Council, 2007)除了更新
斷層避免帶位置之外，並參考重要建築分類(如表1所示)與斷層錯動重現期決定開發規範如土地技
術報告。

四、 台灣921集集地震規劃作為
台灣位於環太平洋地震帶，歐亞大陸板塊與太平洋板塊之次板塊菲律濱海板塊碰撞，持續的
壓縮推擠機制致能量向上累積，地震災害成為本島天然災害損失之首。是以，地震災害法令規範
因運而生，本文以下分就三大類分述之：直接管制、間接管制與資訊揭露(詳如附表1所示)。直接
管制法令規範，主要禁止活動斷層、土石流潛勢溪流、嚴重地層下陷地區建築高危害性建築物或
是公有建築物，另外活動斷層線通過地區限制建築類型與高度，以及明定土質結構不良、地層破
碎、活動斷層地區不得規劃作建築使用。
間接管制法令規範，主要強調地質調查的重要性，包括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山崩與地滑地
質敏感區、土壤液化地區、土地崩塌或土石流失地區皆需因應地質特性進行地質調查。資訊揭露
法令規範，明定地質敏感區包括活動斷層、山崩與地滑等須公告，惟實務上僅車籠埔斷層帶完成
公告。2016年2月的旗山地震，其他地質災害為災損的肇因，陸續將完成土壤液化調查區域，分
階段公開調查成果與相關圖資，截至2016年10月共計7個都市地區完成公告，包括台北、新北、
高雄、宜蘭、新竹、台南、屏東等。
1999年921地震，車籠埔斷層因上衝角度引發明顯的地表加速度、震度與地表變形，內政部
營建署於1999年11月8日以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1/5,000車籠埔斷層為基本圖，劃定斷層線兩側
各50公尺為暫時禁限建範圍，禁限建期間至1999年12月31日止。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今為科技
部)於2000年5月完成非都市土地車籠埔斷層線1/1,000測繪圖，內政部據以將斷層沿線15公尺編列
為管制範圍，管制期限為2001年12月31日止。儘管斷層線管制規定解除，地方政府仍據以修訂都
市計畫，包括豐原都市計畫與霧峰都市計畫，修訂斷層沿線15公尺土地使用分區並明訂限建管制
規範。
6

但報告亦補充說明，避免原則仍為長期目標，現階段的避免原則將造成開發商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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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921地震災害建築物震害調查結果7，豐原區共計534棟建築物毀損，119棟塌陷、72棟傾
斜、90棟嚴重破壞、76棟中度破壞、177棟輕度破壞，受毀損的建築物明顯集中於車籠埔沿線兩
側(如圖3a所示)。霧峰區共計133棟建築物毀損，39棟塌陷、19棟傾斜、42棟嚴重破壞、19棟中度
破壞、14棟輕度破壞(如圖3b所示)。豐原都市計畫與霧峰都市計畫因應車籠埔斷層進行都市計畫
通盤檢討與變更，配合內政部指定的15公尺斷層帶修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範斷層帶範圍內限
制住宅開發使用，且限制土地使用的強度與建築物高度。
南屯區
南區

后里區

東勢區

大里區
太平區

石岡區

神岡區

烏日區

豐原區

霧峰都市計畫

豐原都市計畫

霧峰區

圖例

圖例
建築物毀損
大雅區

斷層
鄉鎮界
都市計畫
縣市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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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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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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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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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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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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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屯區

2

國姓鄉

0

0.75 1.5

草屯鎮

3

(a)豐原區

(b)霧峰區
圖 3 建築物毀損空間分佈

五、 省思與討論
美國、紐西蘭與台灣因特殊的地理區位致地震災害頻仍發生，日益劇烈的地震災害挑戰結構
性措施的耐震能力，非結構性措施的協力開始受到重視。然而，面對地震災害的不可預測性，防
減災土地使用規劃的公信力與信賴度受到挑戰，例如斷層帶的劃設與公告，美國與台灣依據
1/25,000比例尺指認與繪製斷層線與斷層帶，紐西蘭則是依據1/50,000比例尺進行繪製，故斷層帶
範圍的劃定存在差異性，美國明定150公尺為活動斷層帶範圍、60-90公尺為低度活動斷層，紐西
蘭則是規範市區為20公尺與鄉村區為40 公尺，台灣則只有車籠埔斷層劃定15公尺為斷層帶範圍
(如表2所示)。跨國比較分析顯示，比例尺的精細度確實是斷層帶劃設範圍的重要考量，美國更進
一步將活動斷層進行分類，包括確認的斷層位置、可能的斷層位置、推測的斷層位置與存疑的斷
層位置，期盡可能提供地方政府更臻完整的斷層資訊。反觀，台灣目前僅劃設車籠埔斷層帶，尚
有數十條活動斷層周邊未有防減災土地使用規劃措施，本文認為，依據政府資訊公開法第6條與
第7條，實有必要公告並劃定影響範圍，除了供區域計畫與都市計畫參考修訂外，亦可提高周邊
的災害認知程度。

7

將調查區域分成 18 個分區，調查項目包括基本資料、損害資料與軟弱層破壞等，調查建築物以「棟」 為單位，調查過程
中並訂定建築物受損程度判別基準，並配合拍攝三至四張相片輔助說明，同時將調查的建築物標示於地圖上，最後將蒐集
所得資料建置成五千分之一地理資訊系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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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紐西蘭國會環境報告，儘管法令規範明定斷層避免帶範圍，惟實際規範地區土地使用開
發的「地區計畫」未確實將斷層避免帶範圍標示，致未能針對斷層避免帶上各類建築開發進行有
效控管或限制。是以，威靈頓市議會與Kapiti Coast District Council(KCDC)則依據該報告進行相對
應的檢討與修訂，述明斷層線與斷層避免帶的土地使用限建規定，且將地震災害風險視為開發準
駁的準則之一。反觀，台灣儘管有一系列直接管制、間接管制與資訊揭露的法令規範，惟確切落
實到土地使用與建築開發相當有限，以車籠埔斷層帶為例，沿線僅部分都市計畫區檢討修訂建築
開發與高度限制，非都度土地使用開發則未受到應有的限制。以及斷層線與斷層帶的土地使用管
制應具差異性，且應避免任何開發建築橫跨於斷層線。使外，地震災害風險資訊包括活動斷層線、
土壤液化、山崩潛勢等應納入為土地使用開發準駁的參考。
防減災土地使用規劃，美國強調災害預防的重要性，故依法要求地方政府研擬防災計畫
(Disaster Mitigation Plan)與地區防災計畫(Local Hazard Mitigation Plan)，防災計畫研擬的目的除了
依據風險分析指認高風險地區，更是爭取中央預算推動分年度建築物耐震補強的要件。紐西蘭則
是倚靠區域政策與地區計畫，依據斷層避免帶進行土地使用管制的規範。相較之下，台灣的防減
災計畫乃是依據災害防救法的規定，依據災害防救法第18條規定：災害防救基本計畫內容著重緊
急應變、救災事項、災後復原等，顯示台灣的防減災計畫偏重緊急應變與救災復原。儘管，都市
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5條規定：「災害發生歷史及特性、災害潛勢情形」為通盤檢討實
施基礎，現階段推動情形仍偏向避難圈劃設、避難道路等的納入，災害潛勢與災害風險資訊仍未
實質納入於土地使用規劃要素，歸因於規劃權實施的必要性與合理性，當私有土地被限定發展時
會直接面對財產權的爭議，必須考量土地使用管制對人命/財產損失與權益侵犯的合理性(陳新
民，2002；李以德，2004；蘇瑛敏、蔡承璋，2003)。

表 2 美國、紐西蘭與台灣地震災害規範彙整表

地質災害
比例尺
斷層帶範圍
斷層帶規範
防災土地使用計畫

美國
活動斷層、山崩與土壤液化
1:24,000
60-90 公尺或 150 公尺
地質調查與耐震工程報告
防災計畫與地區防災計畫

紐西蘭
活動斷層
1:250,000 或 1:50,000
20-40 公尺
建築強度、高度規範
區域政策與地區計畫

台灣
活動斷層
1:25,000
15 公尺
建築強度、高度規範
都市計畫通檢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六、 結論與建議
結構性措施不應為唯一的的地震災害防減災措施，隨著災害強度的劇增，加乘結構性措施的
有限耐震效果，土地使用規劃依據災害風險、地質敏感地區等，引導開發遠離已知災害風險地區
應為長期有效的防災措施。過去，活動斷層被視為地震災害的關鍵肇因，惟隨著災害事件與經驗
的累積，地震所引發的眾多地質災害如斷層錯動、土壤液化與山崩皆是重要的致災原因，是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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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調查工作必須更加多元，以提供更臻完備的地質敏感資訊。除此之外，現階段台灣各類直接管
制、間接管制與資訊揭露法令規範仍趨一般性與通則性，參考美國與紐西蘭作法，有必要確實將
各類災害風險資訊納入為開發計畫准駁參考，以及更全面性納入災害風險資訊與地質敏感資訊於
土地使用規劃，以引導新的開發遠離災害、分期推動既有開發的耐震補強，以降低地震災害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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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因應地震災害的相關法令規範
分
類

資
訊
揭
露

重點摘錄

條文內容

法規

第 3 條：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二、地質
地質災害的定義，包括地 災害：指自然或人為引發之地震、海嘯、火
震、斷層、山崩、地滑、 山、斷層活動、山崩、地滑、土石流、地層
土石流、地層下陷等。
下陷、海岸變遷或其他地質作用所造成之災
害。…
第 5 條：中央主管機關應將具有特殊地質景 地質法
觀、地質環境或有發生地質災害之虞之地
地質敏感區的定義、劃 區，公告為地質敏感區。地質敏感區之劃定、
定、變更與廢止。
變更及廢止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中
央主管機關應設地質敏感區審議會，審查地
質敏感區之劃定、變更及廢止。
第 2 條：具有特殊地質景觀、地質環境或有
發生地質災害之虞之地質敏感區，包括以下
地質敏感區包括活動斷
各類：…三、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四、山
層、山崩與地滑。
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五、其他經中央主管
機關認定之地質敏感區。
第 5 條：活動斷層指過去十萬年內有活動證
活動斷層及兩側易受錯
地質敏感區劃定
據之斷層。活動斷層及其兩側易受活動斷層
動或地表破裂應劃設為
變更及廢止辦法
錯動或地表破裂影響範圍，並經中央主管機
地質敏感區。
關劃定者為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
第 6 條：曾經發生土石崩塌或有山崩或地滑
發生條件之地區，及其周圍受山崩或地滑影
山崩與地滑的定義。
響範圍，並經中央主管機關劃定者為山崩與
地滑地質敏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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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類

重點摘錄

地質敏感區劃定的圖書
繪製規定。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負責公開活動斷層分布
資料。
述明活動斷層地質敏感
區的調查項目。

基地位於活動斷層地質
敏感區應完成各項地質
安全評估項目。

間
接
管
制

基地位於山崩與地滑地
質敏感區應完成各項地
質調查項目。

基地位於山崩與地滑地
質敏感區應完成地質安
全評估項目。

條文內容
第 8 條：地質敏感區劃定計畫書應載明下列
事項：
一、劃定依據及目的。
二、範圍說明：說明涵蓋範圍之邊界，並附
下列圖說：
(一)位置圖：標示地質敏感區位置與行政區關
係，其比例尺不得小於十萬分之一。
(二)範圍圖：標示地質敏感區之邊界，其比例
尺不得小於二萬五千分之一。
三、地質環境。
第 4 條：震災之災害潛勢資料公開項目及公
開機關如下：一、活動斷層分布圖：經濟部
中央地質調查所。…
第 12 條：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應進行之基地
地質調查項目及內容如下：一、區域調查：
活動斷層地形特徵、地層分布及地質構造。
二、細部調查…
第 15 條：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安全
評估應包括內容如下：
一、說明基地地質調查確認之斷層、剪裂帶、
破碎帶或地表破裂之分布狀況，評估其與已
知活動斷層之關係。
二、說明活動斷層與土地開發行為基地之空
間分布關係，評估斷層活動時地表破裂或變
形對開發行為安全之影響。
三、以調查及評估結果為參據，依土地開發
行為應送審書圖文件之法令規定，研擬處理
對策。
第 16 條：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應進行之基
地地質調查項目及內容如下：
一、區域調查：
(一)環境狀況：土地使用狀況、植生狀況、降
雨紀錄、水系與蝕溝分布及坡地災害歷史。
(二)地質特性：地形、地層分布、地質構造、
順向坡特性、山崩與地滑徵兆及不穩定土體
或岩體之分布與特性。
二、細部調查：
(一)工程地質特性：坡度與坡向、不連續面或
地質弱面之特性、土壤與岩石之工程特性、
地下水水位或水壓及既有擋土或排水設施狀
況。
(二)地下地質特性：運用地質鑽探調查未固結
地質材料之分布及厚度、岩層之特性、不連
續面或地質弱面之特性。
第 19 條：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安
全評估應包括內容如下：
一、評估基地及相鄰地區，發生山崩或地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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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災震災火災及
爆炸災害潛勢資
料公開辦法

地質敏感區基地
地質調查及地質
安全評估作業準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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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類

重點摘錄

地質敏感區規定納入土
地利用計畫、土地開發審
查等參據，且補償土地受
到管制。
基計位於地質敏感區內
應提送基地地質調查與
地質安全評估。
山坡地開發利用致災之
虞須予限制。
界定山坡地開發利用得
致災情形。

基地開發應評估土壤液
化的可能性，且施作必要
土質改良措施。

基地位於砂土層有土壤
液化之虞者，應辦理地層
液化潛能分析；基地位於
山坡地，應辦理基地穩定
性調查；基地位於坡腳平
地，應調查地層不均勻
性。

基地開發應完成各項地
質調查與因應對策。
產業園區於填海造地位

條文內容
之潛勢及其對基地之影響。
二、評估開發行為對基地及相鄰地區之坡地
穩定性之影響。
三、以調查及評估結果為參據，依土地開發
行為應送審書圖文件之法令規定，研擬處理
對策。
第 6 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將地質敏感
區相關資料，納入土地利用計畫、土地開發
審查、災害防治、環境保育及資源開發之參
據。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其主管法令進行
前項作業，致使地質敏感區內現有土地受管
制時，其補償規定從其法令規定辦理。
第 8 條：土地開發行為基地有全部或一部位
於地質敏感區內者，應於申請土地開發前，
進行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
第 15 條：山坡地之開發、利用，致有發生災
害或危害公共設施之虞者，主管機關應予限
制，並得緊急處理。
第 11 條：本條例第十五條第一項所稱致有發
生災害或危害公共設施之虞，指下列各款情
形之一而言…四、土地發生崩塌或土石流
失。…
第 48-1 條：建築基地應評估發生地震時，土
壤產生液化之可能性，對中小度地震會發生
土壤液化之基地，應進行土質改良等措施，
使土壤液化不致產生。對設計地震及最大考
量地震下會發生土壤液化之基地，應設置適
當基礎，並以折減後之土壤參數檢核建築物
液化後之安全性。
第 64 條：建築基地應依據建築物之規劃及設
計辦理地基調查，並提出調查報告…建築基
地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分別增加調查內
容：一、五層以上建築物或供公眾使用之建
築物位於砂土層有土壤液化之虞者，應辦理
基地地層之液化潛能分析。
二、位於坡地之基地，應配合整地計畫，辦
理基地之穩定性調查。位於坡腳平地之基
地，應視需要調查基地地層之不均勻性。
三、位於谷地堆積地形之基地，應調查地下
水文、山洪或土石流對基地之影響。
四、位於其他特殊地質構造區之基地，應辦
理特殊地層條件影響之調查。
第 19 條：開發單位應對基地及毗鄰之受影響
地區預測評估邊坡穩定、地基沈陷、地質災
變、土壤污染及土壤液化等潛在可能性，並
提出因應對策。
第 5 條：第三條第二項第一款規定之工程細

150

法規

地質法

山坡地保育利用
條例
山坡地保育利用
條例施行細則

建築技術規則建
築構造編

開發行為環境影
響評估作業準則
產業園區築堤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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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類

直
接
管
制

重點摘錄

條文內容

法規

址須完成土壤液化潛能
分析。

部設計書圖文件及工程預算書，應包括下列
各項資料：…(五)土壤液化潛能分析。

海造地施工管理
計畫申請審查辦
法

第 4-1 條：活動斷層線通過地區，當地縣 (市)
政府得劃定範圍予以公告，並依左列規定管
制：
一、不得興建公有建築物。
活動斷層線通過地區不
二、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規定得為建
得興建公有建築物、一般
實施區域計畫地
築使用之土地，其建築物高度不得超過二層
建築物或農舍進行高度
區建築管理辦法
樓、簷高不得超過七公尺，並限作自用農舍
限制。
或自用住宅使用。
三、於各種用地內申請建築自用農舍，除其
建築物高度不得超過二層樓、簷高不得超過
七公尺外，依第五條規定辦理。
第 49-1 條：…專案小組審查山坡地變更編定
案件時，其興辦事業計畫範圍內土地，經依
基地位於地質敏感地區 建築相關法令認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非都市土地使用
不得規劃作建築使用。
不得規劃作建築使用：…二、地質結構不良、 管制規則
地層破碎、活動斷層或順向坡有滑動之虞。…
五、有崩塌或洪患之虞。…
總編第 24 點：基地開發應分析環境地質及基
地地質，潛在地質災害具有影響相鄰地區及
基地開發應完成地質分 基地安全之可能性者，其災害影響範圍內不
析，災害影響範圍內不可 得開發。但敘明可排除潛在地質災害者，並
開發。
經依法登記開業之相關地質專業技師簽證， 非都市土地開發
在能符合本規範其他規定之原則下，不在此 審議作業規範
限。
專編第 11 編填海造地第 4 項：填海造地之開
填海造地的開發不得位
發…不得位於下列地區內。…(十二)活動斷層
於活動斷層五百公尺內。
五百公尺之範圍。…
第 39-1 條：…按其原都市計畫及相關法規規
定之建蔽率、容積率、建築物高度或總樓地
位於車籠埔斷層線二側
板面積，於同一縣(市)都市計畫住宅區、風景
各 15 公尺內的建築物，
都市計畫法臺灣
區、保護區或農業區之自有土地，辦理重
得於同一縣( 市) 都市計
省施行細則
建。…位於九二一震災地區車籠埔斷層線二
畫區自有土地辦理重建。
側各十五公尺建築管制範圍內之建築縣(市)
政府審查核准，得依前項規定辦理重建。
第 262 條：山坡地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不得開發建築。…三、活動斷層：依歷史上
最大地震規模 (Ｍ) 劃定在左表範圍內者：
山坡地位於斷層帶範圍
建築技術規則建
歷史地震規模
不得開發建築範圍
內不得開發建築。
築設計施工編
M ≧ 7
斷層帶二外側邊各一百公尺
7 ＞ M ≧ 6
斷層帶二外側邊各五十公尺
M ＜ 6 或無記錄者
斷層帶二外側邊各三十公尺內
土地崩塌地區如無確保 第 47 條：易受海潮、海嘯侵襲、洪水泛濫及
安全防護設施，禁止建 土地崩塌之地區，如無確保安全之防護設施 建築法
築。
者，直轄市、縣 (市) (局) 主管建築機關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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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類

重點摘錄

溫全開發不可位於活動
斷層、土石流潛勢溪流或
嚴重地層下陷地區。

室外儲槽場所不得設於
岩盤斷層等易滑動之地
形。
低放射性廢棄物不得設
於活動斷層。

針對處置低放射性廢棄
物的斷層限制範圍。

高放射性廢棄物不得設
於活動斷層。
電子支付平臺主機房與
異地機房應避免同時在
地震斷層帶。

條文內容

法規

商同有關機關劃定範圍予以發布，並豎立標
誌，禁止在該地區範圍內建築。
第 3 條：…本法第五條所稱無地質災害之虞，
指非位於活動斷層、土石流潛勢溪流影響範
圍或嚴重地層下陷之地區。前項活動斷層地
區，指位屬活動斷層兩側各一百公尺範圍內 溫泉開發許可辦
者；土石流潛勢溪流影響範圍，指位於行政 法
院農業委員會公開之土石流潛勢溪流影響範
圍內者；嚴重地層下陷地區，指位於經濟部
公告之嚴重地層下陷地區者。
公共危險物品及
第 37 條：室外儲槽場所之位置、構造及設備
可燃性高壓氣體
應符合下列規定…五、應定著在堅固基礎
設置標準暨安全
上，並不得設於岩盤斷層等易滑動之地形。
管理辦法
第 4 條：低放處置設施場址，不得位於下列
低放射性廢棄物
地區：
最終處置設施場
一、活動斷層或地質條件足以影響處置設施
址設置條例
安全之地區。…
第 2 條：本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活
動斷層或地質條件足以影響處置設施安全之
低放射性廢棄物
地區，其範圍及認定標準如下：
最終處置設施場
一、活動斷層之主要斷層跡線兩側各一公里
址禁置地區之範
及兩端延伸三公里之帶狀地區。…四、單一
圍及認定標準
崩塌區面積大於○．一平方公里以上，且工
程無法整治克服之地區。
第 4 條：高放處置設施場址，不得位於下列 高放射性廢棄物
地區：一、活動斷層或地質條件足以影響處 最終處置及其設
置設施安全之地區。…
施安全管理規則
電子支付機構資
第 15 條：電子支付平臺之實體安全應符合下
訊系統標準及安
列要求：一、主機房與異地機房應避免同時
全控管作業基準
在地震斷層帶…
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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