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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各縣市區域計畫中防災規劃之課題
吳杰穎1、何天河2、蔡綽芳3、黃繼霆4

摘要
臺灣位於地震、颱洪等天然災害之災害高風險地區，透過空間規劃來降低災損，一直是政
府努力的方向。隨著氣候變遷帶來之極端天氣事件頻傳，故國發會近年來大力推動氣候變遷調
適規劃，也成為各部會未來政策發展的重點。內政部於2010年起在全國各縣市推動研擬《直直
轄市、縣(市)區域計畫》，且適逢「國土計畫法」已於2016年公布，未來《直轄市、縣(市)區域
計畫》即將轉型為《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本研究透過文獻回顧與訪談專家學者來檢視
《直轄市、縣(市)層級區域計畫》中有關防災規劃的內容，並釐清其與過去數年國發會推動地
方政府辦理《地方氣候變遷調適計畫》及各縣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之關聯性，期望藉由專
家座談依區域計畫防災規劃之內容、規劃過程兩部分，提出八項課題，做為後續落實於地方國
土計畫中推動防災規劃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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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iwan is located in the earthquake and typhoon flood vulnerable area. The government tries
to reduce disaster losses through spatial planning. Recently,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planning
initiated by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Council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in policies
development. In 2010, the local government started to develop the ‘‘Regional Plan of the
Municipalities and County (City)’’. Since the ‘‘The National Land Use Planning Act’’ was
promulgated in 2016,the‘‘Regional Plans of the Municipalities and County (city)’’are going to be
transformed as the ‘‘National Land Use Plans in Municipalities and County (city)’’. Therefore, it
is the best time to review the extent of hazard mitigation planning integrated into the” Regional
Plan”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Local Adaptation Strategies to Climate Change” and
“Local Disaster Prevention Plan”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interview. This study also provides
eight issues regarding the contents and planning process of the disaster reduction planning in the
regional plans after two experts meetings.

Keywords: Regional plan, Disaster reduction planning, National spatial plan,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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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動機與背景
空間規劃中之「土地使用計畫」，是非結構式減災手段中最具潛力的減災工具(Berke and
Beatley, 1992；Burby and Dalton, 1994)。過去幾年來之極端氣候現象，發現以傳統結構式減災
措施來降低風險之效益有其限度(Son etal., 2015; Briklandetal., 2003)，因此非結構式減災中之空
間規劃，成為當今可降低災害風險的重要手段，吳杰穎等人(2010)亦說明，許多學者主張以非
結構式減災(non-structural mitigation)措施來降低未來天然災害可能帶來的損失，如災害潛勢地
圖的製作與公佈、劃定災害潛勢地區為不易受災之土地使用、重要公共設施投資避免位於高災
害潛勢區、脆弱度評估等，作為運用於空間規劃與管理之策略及未來政策執行之用。
內政部營建署於2010年起，為了未來的國土計畫擬定鋪路，分四年共補助18個縣市擬定其
區域計畫，2012年編定之《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規劃手冊》內容則更彙整當今國際重要規
劃理念，包括未來在空間規劃層面，應朝向：成長管理(Growth Management)、集約城市(Compact
City)、大眾運輸導向發展(TOD)等目標努力，並明定以規劃作業流程，逐步說明土地使用計畫
及部門計畫之規劃方式、預期規劃成果或適當案例，以土地分區使用計畫為例，規劃手冊明確
訂定計畫內容架構為：土地使用基本方針、環境敏感地區、土地空間利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
劃定與檢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等，已實際說明如何將防、減災規劃甚至是非結構式減災落實
於空間規劃之中，同時亦指出，未來空間規劃須針對氣候變遷(Climate Change)及永續發展等議
題作出回應。
2010年起至今，中央政府補助之18縣市均已完成區域計畫初稿，其中新北市及臺中市之區
域計畫更已進入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進行審查，表示各縣市的區域計畫也已有初步的成果。
又《國土計畫法》已於2016年公布，《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即將轉型為《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故現今為檢視《直轄市、縣(市)層級區域計畫》中有關防災規劃內容的最佳時機，
且顯少有研究探討《區域計畫》之防災規劃如何因應氣候變遷之成效。本研究藉由文獻回顧、
訪談專家學者、召開專家座談會等方式，廣納意見以釐清《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之中防
災規劃面臨之課題與成效，也探究過去數年國發會推動地方政府辦理之《地方氣候變遷調適計
畫》及各縣市之《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如何落實於空間計畫之成果。本文分為六個部分，第一
部分為研究動機與背景；第二部分為文獻回顧；第三部分為研究方法；第四部分檢視各縣市推
動之《區域計畫》中防災規劃之探討；第五部分檢視現行各縣市《區域計畫》中防災規劃之課
題；最後，第六部份為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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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回顧
此部分首先探討「空間規劃」與「防災」兩者間之關係，接下來回顧臺灣區域計畫的發展
歷程及其內容探究，最後則是其他相關計畫中之防災空間規劃之探討。
(一)空間規劃與防災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FEMA)(1986)將災害管理分為減災(mitigation)、整
備(prepared-ness)、應變(response)與復原重建(recovery)四個階段，其中減災之定義為「可以降
低或去除危害及對人民財產影響之長期風險的永續行動」，主要可落實在政策、空間規劃與管
理，長期降低災害對生命財產的破壞。
Godschalk(1991)將減災措施歸納為「結構式減災(Structural mitigation)」與「非結構式減災
(non-structural mitigation)」等兩種，結構式減災包括了堤防、水壩、攔沙壩等工程措施，為傳
統上常見之減災措施；而非結構式減災則包含土地使用計畫、土地管理方式：財政、保險、監
測預警及災害防救教育等。然而，在天然災害衝擊下，各國亦發現傳統之結構式減災措施降低
風險之效益有其限度(Briklandetal, 2003; Faisaletal, 1999)，即以工程為主的結構式減災措施並非
如我們所想，能夠保全都市免其承受災害帶來之風險。對此，Schwab et al. (2006)亦表示，若僅
仰賴「結構式減災措施」，無法有效降低災害風險；故更需著重在非結構式減災上，而不同災
害類型可用之非結構式減災措施如表1所示。
空間規劃中「土地使用管理」即為非結構式減災手段中最具有潛力的減災工具(Berke and
Beatley,1992；Burby and Dalton, 1994)。對於土地使用管理如何應用於非結構式減災、降低都市
面臨之災害風險等方面，Burby(1998)更表明，以土地使用分區(zoning)概念劃分風險區域的方
法，是有效的減災手段；吳杰穎等人(2006)則說明，透過土地使用規劃，劃定災害潛勢地區為
不易受災之使用，可降低災害衝擊與風險，而藉由土地使用規劃的手段減少災害之衝擊，其效
果能很快地反應在都市空間上。由此可知，若利用空間計畫，透過土地使用分區來劃分不同程
度之風險區域，這樣的土地使用管理方式非但能夠避免都市發展進入高風險區域、降低災害風
險，且其減災效果亦能快速地反應在都市空間上，是有效的非結構式減災方法。吳杰穎等人
(2006)亦說明，災害防救計畫著重於災害管理四階段，即減災、整備、應變及復原重建之規劃，
然而減災階段之相關措施卻十分薄弱、無法將災害潛勢等風險分析有效地運用於都市空間規劃
上。細究都市防災之定義，狹義上乃建立在有關都市空間、都市設施、公用設備及建築設備，
對所有災害所規劃之減災、災前準備、緊急應變及災後重建的相關工作；廣義則指國土空間保
安規劃及建設等工作(蕭江碧、黃定國，1996)。總體來說，都市防災與空間規劃有密切相關。
Godschalk et al. (1991)則認為，災害管理之減災有必要介入空間規劃，以面對與安全相關的複雜
問題。
由上述文獻可知，減災是災害管理中之重要關鍵，而土地使用管理(空間規劃)是減災最好
之手段之一(Burby, 1998；Olshansky and Kartez, 1998；吳杰穎等人，2006)。且都市防災應與都
市計畫體系緊密結合(何明錦、洪鴻智，2002)。吳杰穎、李玉生(2010)整理過去的文獻，歸納出
以空間規劃手段達成非結構式減災目標，因應不同災害類別，可包含緊急應變、規劃工具、土
地使用分區工具、細部計畫管制、設計管制、財務工具及管理工具等面向，如災損評估、禁限
建、土地徵收、地役權、洪水平原管理、密度控制、開放空間、植被、借貸政策、遷村協助、
再發展計畫、發展權轉移、公共教育…等。
96

建築與規劃學報

韌性之概念為近年內國際上熱絡討論的議題之一，也是評估地區對於災害衝擊之適應程度
與調適能力的重要指標，而「韌性規劃」則是將韌性之意涵落實至空間規劃上，尤其強調非結
構式減災，其中，都市規劃中之空間規劃被認為是落實韌性規劃的重要工具之一，何明錦、黃
國定(1997)指出，都市防災的成效往往取決於都市計畫之規劃方向，而國際上，關於都市規劃
與都市災害之研究，也都認為都市災害的形成與土地使用規劃有高度相關(Hewitt, 2014)，因此
除了將減災概念融入土地使用管理外，「韌性規劃」也是未來都市計畫或國土計畫重要之一環。
表 1 不同災害類型可用之非結構式減災措施表

緊急應變

規劃工具

土地使用
分區工具

細部計畫管制
(SubdivisionCont
rols)

設計管制

財務工具

空間規劃工具
災損評估
禁限建
臨時修復建照
臨時住宅使用分區
公共設施修復優先化
土地徵收
地役權
公共設施政策
洪水平原管理計畫
環境影響說明
都市計畫區擴大計畫
排水計畫
未符合現行法令(Nonconforming)之使用
分區執行標準與特殊使用許可
歷史保存
密度控制
浮動分區
垂直(Overlay)分區
海岸管理規則
洪泛平原分區
退縮
敷地計畫檢視
高度及量體管制
濕地發展規則

水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颱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震
⋁
⋁
⋁
⋁
⋁
⋁
⋁
⋁
⋁
⋁
⋁
⋁
⋁
⋁
⋁
⋁
⋁
-

坡地災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搬遷/遷村協助

⋁

⋁

⋁

⋁

特殊發展區

⋁

⋁

⋁

⋁

再發展計畫

⋁

⋁

⋁

⋁

發展權轉移、容積移轉(TDR)

⋁

⋁

-

⋁

細部計畫規則
路寬/可及性
供水
坡地發展規則
開放空間需求
植被
設計檢視
建築標準(Building codes)
特殊目的基金與借貸政策

資料來源：吳杰穎、李玉生(2010)

97

吳杰穎、何天河、蔡綽芳、黃繼霆：現行各縣市區域計畫中防災規劃之課題

表 2 不同災害類型可用之非結構式減災措施表（續）

管理工具

空間規劃工具

水災

颱風

跨行政區整合
地理資訊系統
地質調查
土壤穩定性評估

⋁
⋁
⋁

⋁
⋁
⋁

地震
⋁
⋁
⋁
⋁

坡地災害
⋁
⋁
⋁
⋁

資料來源：吳杰穎、李玉生(2010)

(二)區域計畫發展歷程及探討
1.區域計畫發展歷程
臺灣區域計畫之概念在1964年第一次修正《都市計畫法》提出，將區域計畫列為都市計畫
之一種，但此次修正還是以規劃都市土地為重心，對區域計畫方面較為簡略。直至1972年，《都
市計畫法》再度修正，終將區域計畫部分劃出《都市計畫法》範圍，並於1974年另行立法公布。
《區域計畫法》乃以「區域性」地理特質、資源條件、人口成長及經濟活動等因素，屬於「都
市階層」以上的發展計畫，以下就區域計畫歷程概略分為三個階段：
(1)北、中、南、東四部區域計畫至《全國區域計畫》
從1981年起臺灣北、中、南及東四部《區域計畫》陸續公告，並於1995至1997年間公告實
施第一次通盤檢討，較著重於「都市土地」之檢討。直至2000年始進行《區域計畫法》之修正，
將「都市發展模式」改為「城鄉發展模式」，使區域計畫不僅包含都市土地，更涵蓋了非都市
土地，並增列「區域性環境保護設施計畫」以配合社會逐漸對環境保護之重視。2009年莫拉克
颱風重創南臺灣後，對南臺灣帶來空前嚴重之災情，認為往昔臺灣北、中、南、東四部區域計
畫之規劃發展方式，已無法符合未來臺灣行政及規劃發展體制之需求及運作，行政院遂於2010
年核定「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計畫」，著重於國土發展與經營的重要議題與解決策略，而不再只
是國土的開發與管制(徐國城，2007)，並於隔年(2011年)由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提出，將前四
部區域計畫合併為《臺灣北、中、南、東部區域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草案)》，並配合《國土
計畫法》架構，將法令性質轉型為政策計畫，修正名稱為《全國區域計畫》，並於2013年公告
實施，內容因應「全球氣候變遷」趨勢，研訂土地使用調整策略，將「限制發展地區」、「條
件發展地區」整併為「環境敏感地區」，並依照不同環境敏感程度與性質研擬土地使用管制原
則，最後，檢討嚴重地層下陷區域、海岸地區等特定區域之土地使用指導原則，因應特殊地區
之土地使用管制需求。
(2)各縣市政府自擬《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
內政部營建署於2010年起為了未來的國土計畫鋪路，分四年共補助18個縣市擬定其區域計
畫，並編定《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規劃手冊》供地方政府參考，以土地分區使用計畫為例，
明確訂定計畫內容架構為：土地使用基本方針、環境敏感地區、土地空間利用計畫、土地使用
分區劃定與檢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等，實際說明將防減災規劃落實於空間規劃之中，同時亦
指出，未來空間規劃須針對氣候變遷及永續發展等議題作出回應。《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
另一目的為降低「都市計畫」及「非都市土地」之發展與規劃之落差情形，故擬定區域計畫之
縣市以「轄區內含非都市土地者」為推動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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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手冊內容更彙整當今國際重要規劃理念，包括未來在空間規劃層面，應朝向成長管
理、集約城市、大眾運輸發展導向等目標努力，李家儂、林貞雅(2006)也提出臺灣土地人口因
都市規劃政策檢討偏向人口正成長的前提，為考量人口衰退或高齡化之現象，並說明未來不應
再度擴張都市計畫區及新市鎮、應朝向城鎮間之轉型及複合式規劃。
(3)《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轉換為《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1995年《國土綜合開發計畫法（草案）》研擬後三度函送立法院，均未完成立法作業；2002
至2004年間，內政部參酌各界意見研訂《國土計畫法(草案)》，並撤回前送立法院審議之《國
土綜合發展計畫法(草案)》，但亦未完成立法。直至2009年莫拉克風災後，各界要求國土計畫
法的呼聲又起，內政部營建署針對草案提出相關修正建議，也依據歷次座談會議、部會研商會
議及公聽會共識方向研修條文草案，並於2015年12月18日完成三讀程序後，隔年公告實施。
《國土計畫法》分為兩部分，即為《全國國土計畫》與《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全
國國土計畫》是以國土為範圍所訂定目標性、政策性及整體性之計畫，可指導地方《直轄市、
縣（市）國土計畫》，並將國土分為四大功能分區，如下圖1所示，為依據現行土地使用分區
與《國土計畫》法四大功能分區之銜接機制草案，如「國家公園土地」轉換為「國土保育區」，
「都市計畫土地」轉為「城鄉發展區」，「非都市土地」轉為「農業發展區」及「海洋資源區」
等，並各依照發展強度細分為1-3類，並再針對四種功能分區進行防災規劃。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則將由前述說明之《直轄市、縣(市)區域計劃》轉換而來，除
依循《全國國土計畫》之四大功能分區架構及指導內容外，更為各縣市政府依據縣市實質發展
及管制所擬定之空間性質國土計畫，因地制宜提出空間發展構想，然李永展等人(2005)表示，
《國土計畫法》仍可看出在精神上延續了《國土綜合開發計畫法》之重點─深化市場機制與簡
化行政層級，仍為上位指導下位之思維，並未賦予地方政府在空間規劃政策執行上的主導權，
使各縣市政府實際操作《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時仍無法擺脫區域計畫之規劃思維，更使
城鄉失衡加劇，李建豪(2010)亦說明，《國土計畫法》更應明文制定公民參與之機會與方式，
使各層級國土計畫更為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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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區域計畫法轉換為國土計畫法(草案)比較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三)與空間規劃有關之「防災」相關計畫
此部分回顧國內與防災有關之空間計畫，如《都市計畫法》與《都市計畫通盤檢討辦法》；
與空間規劃有關之防災計畫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及近幾年國家發展委員會大力推動之《國
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地方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1.《都市計畫法》及《都市計畫通盤檢討辦法》
大多數都市計畫區之防災空間規劃仍以1997年修訂之第七條「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時，應就
都市防災避難場所、設施、消防救災路線、火災延燒防止地帶等事項進行規劃及檢討」之規定
進行規劃。而2009年8月時臺灣遭受莫拉克風災之重大衝擊，內政部營建署於2009年10月，通
過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修正，其中第6條即明訂：「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時，應依據
都市災害發生歷史、特性及災害潛勢情形，就都市防災避難場所之設施、流域型蓄洪及滯洪設
施、救災路線、火災延燒防止地帶等事項進行規劃及檢討，並調整土地使用分區或使用管制。
意即藉由通盤檢討的方式，系統性的規劃都市滯洪與調整土地使用、達到都市防洪的目的(內政
部營建署，2013)。
吳杰穎、何明錦(2014)評估各時期都市防災空間規劃落實於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之成效，區
分為四個時期，以第四個時期(2008至2014年)來看，其結果為「多數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已具有
一定程度都市防災空間規劃」，平均分數5亦從2000年之2.43分成長至35分左右(各階段成長趨勢
圖如下圖2所示)，可惜總體平均分數雖逐年上升，但仍未達50分，表示防災空間規劃落實於《都

5

平均分數：該研究以 AHP 專家問卷，掌握各都市防災空間規劃項目之重要性排序，並將其數據分析所得之權重，應用
於現行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之防災空間規劃評估分析。計算方式：經 AHP 的層級串聯計算後，得各項評估指標
權重值，再以分三級方式，分別在每一細項，以 0 分、50 分、100 分等三級分數代表，將各都市防災空間規
劃項目所得之分數平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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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計畫通盤檢討》仍有進步及不足之空間。

圖 2 都市防災空間系統落實程度趨勢圖
資料來源：吳杰穎、何明錦(2018)

2.《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災害防救法》中規定中央、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區公所三級政府均應訂定之計
畫。中央以《災害防救基本計畫》為上位計畫；直轄市、縣(市)及鄉(鎮、市)則分別擬定該層級
之《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其內容中包含地理條件、自然環境、降雨型態等基礎空間分析、歷
史災害資料、災害潛勢、災害脆弱度，及災損模擬評估等災害潛勢分析，以及減災計畫與整備
計畫等分析內容，與空間規劃之內容有高度關聯性。雖然《地區災害防救計畫》與《都市計畫
法通盤檢討》分屬災害管理與空間規劃兩個不一樣的行政體系，但可看出兩計畫在分析內容上
多存在高度關聯性。
吳杰穎、何明錦(2014)透過訪談討論到，現行都市計畫處理空間問題時，仍會參考地區災
害防救計畫的防災系統，但《地區災害防救計畫》著重的是「現在」，而《都市計畫》提供的
是「未來」，故如何將「現在」之基礎空間分析，災害資料、災害潛勢、災害脆弱度等災損評
估，減災、整備計畫等分析內容，如何直接應用在「未來」之空間規劃上，如《直轄市、縣(市)
區域計畫》、《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或《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中》中，是現階段所欠
缺的，亦是未來可思考改進之方向。
3.《地方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國家氣候變遷調適領域，分為災害、水資源、維生基礎設施、能源與產業經濟、海岸、農
業生產與生物多樣性、健康、土地使用等「八大調適領域」(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2012)。
而透過「地方氣候變遷調適計畫規劃作業指引」之訂定，以中央政策與法規領導，為各地方政
府也界定調適領域、災害脆弱度評估，並將調適策略納入其施政計畫，因地制宜地落實於各地
方之氣候變遷調適工作。
本研究探究各縣市《地方氣候變遷調適計畫》後，進一步與《區域計畫》之內容進行交叉
分析(請參見下圖3)，將《區域計畫》內容分為「區域性部門計畫」及「土地分區使用計畫及土
地分區管制」兩大部分，「土地分區使用計畫及土地分區管制」包含「環境敏感地區」、「土
地使用基本方針」、「土地空間利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劃定與檢討」與「土地使用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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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為區域計畫進行空間規劃之重點，但交叉比對後可發現，多數縣市公認之最關鍵領域
─「災害領域」僅對應到區域性部門計畫中之「自然資源」及「環境敏感區」，而與空間規劃
有直接關係之「土地分區使用計畫及土地分區管制」，則對應到「土地使用」之領域，但18縣
市中僅有少數縣市(基隆市、嘉義縣、嘉義市、屏東縣及金門縣)認為「土地使用」領域是關鍵
領域，綜合前述地分析，可知各縣市《地方氣候變遷調適計畫》「災害領域」之調適作為並無
法有效的反應在空間規劃/區域計畫上。因此，要將氣候變遷災害領域落實於空間規劃/區域計
畫上，其實是要透過「土地使用領域」來連結，並將「土地使用領域」列為關鍵領域，研提相
關調適策略。

圖 3 現行區域計畫內容與氣候變遷領域對應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藉由文獻回顧法、訪談及召開座談會之方式，釐清現行各縣市《直轄市、縣(市)區
域計畫》之防災規劃課題，以及與《氣候變遷調適計畫》及《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之關聯性，
以下就各研究方法詳細說明之：
(一)文獻回顧法
分為三個部分進行，第一部分探討「空間規劃」與「防災」之關係；第二部分則檢視《區
域計畫》的發展歷程，並掌握各縣市區域計畫未來轉換成地方層級國土計畫之脈絡；最後則是
檢視各縣市《區域計畫》之防災規劃，以及與《氣候變遷調適計畫》及《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之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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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訪談
為瞭解內政部營建署推動各縣市政府自擬《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之脈絡，並掌握地
方政府及規劃單位研擬區域計畫時所遭遇之課題或挑戰，本研究訪談地方政府辦理區域計畫單
位主管(標號A)及兩位研擬區域計畫之民間顧問團隊(標號B1及B2)。
討論題綱包含對該區域計畫縣市中，「環境敏感地區與災害潛勢地區之分析資料如何取
捨」、「針對社經脆弱度分析有何看法」、「對該區域計畫區域在未來防災策略與計畫上有何
建議」等，並就訪談內容作其他延伸討論，了解實際操作《區域計畫》面臨之課題及意見。
(三)焦點團體座談及專家座談
本研究分別於民國105年6月6日、6月14日及10月4日，分別舉辦一場焦點團體訪談，兩場
專家座談會，分別說明之，出席對象參見下表3
1.焦點團體訪談
焦點團體訪談對象為實際操作區域計畫之業界角度，討論區域計畫執行上之議題，討論題
綱包含：「過去參與區域計畫規劃作業中，所獲得防災規劃之經驗分享」、「氣候變遷調適計
畫與防災規劃如何落實於區域計畫中」以及「各地方政府對防災規劃落實於區域計畫之要求」。
2.第一次專家座談
邀請都市防災相關領域專家（包括中央及地方政府、專家學者等）進行專家座談會，本研
究透過文獻回顧整理歸納、彙整之議題，以及焦點團體訪談後業界之意見與專家學者進行討
論，包含防災規劃、地方氣候變遷調適計畫落實於現行《區域計畫》之挑戰，專家學者也就未
來《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研擬時，其防災規劃及氣候變遷調適計畫如何落實之建議。
3.第二次專家座談
因各縣市《區域計畫》研擬是為了未來《國土計畫》擬定之用，故第二次專家座談會除了
延續討論既有《區域計畫》防災規劃之課題外，更聚焦討論未來如何落實於直轄市、縣(市)國
土計畫中，包含其架構之轉換，以及都市計畫與區域計畫防災規劃中，除了防減災思維外，如
何與世界規劃思潮銜接，如近年來「韌性城市」(Resilience City)之概念。

表 3 訪談及座談參與人員一覽表
專家座談會場次
相關對象訪談

焦點團體座談

編號
A
B1
B2
C
D

受訪單位
地方政府辦理區域計畫單位
研擬區域計畫之民間顧問團隊
研擬區域計畫之民間顧問團隊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長豐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職稱
主管
代表人
代表人
主管
代表人

E
F

城都國際開發規劃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中華經濟研究院

代表人
研究員

G

永奕不動產顧問有限公司

代表人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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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訪談及座談參與人員一覽表（續）
專家座談會場次

第一次專家座談

第二次專家座談

編號
H
I

受訪單位
營建署綜合計畫組
新北市城鄉發展局

J
K
L
M
N

高雄市都市發展局
銘傳大學都市規劃與防災學系
都市計畫技師公會
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事務學院不動產與城鄉環境
學系
銘傳大學都市規劃與防災學系

P

職稱
主管
高階主
管
主管
教授
代表人
主管
教授
教授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四、現行《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中防災規劃之分析與課題
此部分為本研究團隊細讀18個縣市之《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後，統整並分析其防災
規劃內容，包含其著重之災害別、減災規劃之手法、與氣候變遷調適計畫之關聯性，並就其提
供後續落實於地方國土計畫中推動防災規劃之參考。
(一)現行各縣市之《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內容探討與分析：
此部分探討為研究團隊細讀18個縣市之《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後，其中之防災規劃
內容，包含其著重之災害別、減災規劃之手法，與氣候變遷調適計畫之關聯性。
1.各《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之防災規劃重點著重在颱洪災害、坡地災害及震災
18個縣市《區域計畫》之防災規劃內容，若以各災害種類作整理，其類型包含有水災(颱洪)、
坡地、震災(斷層)、海嘯、海平面上升、海嘯溢淹、核災、火災爆炸、旱災、地層下陷、毒物
化學物質災害及沙塵風暴等十二種災害類型。
不同縣市之地理特性不同，亦有不同災害類別之防災規劃，但幾乎所有縣市皆較著重在水
災(颱洪)、坡地、震災(斷層)三種災害，除外島之澎湖縣，因島上無山坡地，故未針對坡地災害
進行防災規劃實屬合理。因颱洪災害、坡地災害與震災是臺灣各縣市現行發生頻率最高，且人
員傷亡與災損均較其他災害高出許多，因此成為各縣市區域計畫防災規劃之重點。
基隆市位於臺灣東北方，屬於海嘯潛勢範圍內，區域計畫中對海嘯災害有提出防救災對
策，但其它臨海縣市則未針對海嘯災害提出因應對策。基隆市及新北市之區域計畫有針對核能
防減災進行初步之規劃，因其地理位置鄰近臺灣核能發電廠(核一、核二、核三及核四廠)，但
核三場所在之屏東縣區域計畫則未擬定核災之相關防減災對策。火災爆炸、毒物化學物質災害
等則在工業區分布之縣市均有可能發生，但僅有新竹市、苗栗縣提出此災害類型之防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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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規劃內容沒有聚焦於非結構式減災
空間規劃中之「土地使用管理」即為非結構式減災手段中最具有潛力的減災工具(Berke and
Beatley, 1992；Burby and Dalton, 1994)。這表示區域計畫中之防災規劃的主要對策應該在於非
結構式減災，但弔詭的是，整理18個縣市的區域計畫中之防災規劃，卻發現內容有許多著墨於
結構式減災，提出以工程整治之解決對策，提出實質土地使用管制或土地利用改變之策略並不
多。有趣的是，各縣市的區域計畫中也常見非空間規劃可落實的防災策略(請參見表2)，如災害
整備與應變階段的預警機制或疏散避難策略等。
整理各縣市區域計畫中颱洪災害的防災策略(請參見表2)，雨水排水下水道等工程建設為各
縣市區域計畫中最常被提出的策略。河川流域綜合治理已在基隆市、新北市、新竹市、新竹縣、
臺中市、臺南市、屏東縣及花蓮縣的區域計畫中被提出，出流量管制、逕流分攤、易受災地區
調查、劃設管制緩衝區、劃定災害敏感地區、滯洪規劃、基地保水等策略也被提出，然而實質
規劃內容卻鮮少被落實，上述策略似乎成為形式上之口號。
在坡地災害防治策略上(請參見表2)，多數縣市之區域計畫皆有提出強化水土保持工程之減
災對策，部分已提出土地規劃管制策略，運用劃定環境敏感區方式將落實於空間規劃之中。但
轄區境內有許多山坡地之基隆市、嘉義縣、高雄市、花蓮縣及宜蘭縣則未提出落實於空間規劃
上之策略。多數縣市之非結構式減災策略僅提出以劃定環境敏感地區做為坡地開發之管制，缺
乏其他多元之非結構式減災策略。
在震災(斷層)防治策略上(請參見表2)，最常見的策略是建築物的耐震補強，雖然此策略與
區域計畫之空間規劃手段並無直接關聯性。另外，針對斷層某範圍地區設定為禁/限制發展區也
是常見手段。對於地震引起之二次災害之因應策略只有少數縣市提及，僅有高雄市對於管線耐
震度及受損時之應變措施進行探討，推測背後原因與2014年高雄發生之氣爆事件有關；基隆市
則探討地震衍生之海嘯及核災；新竹市則提出因地震引發之毒化災害及火災等，推測其原因與
新竹市之高科技產業發展有關聯。而各縣市中，僅有嘉義縣利用TELES(Taiwan Earthquake
Losses Estimation System)系統來進行分析並提出對策。
在其他災害防治策略方面(請參見表2)，有些縣市已能利用災害潛勢區地疊圖來進行分析，
如海嘯災害防制策略探討海岸防護範圍，海嘯溢淹潛勢防治策略以高淹水潛勢區作防治策略分
析、基隆市及新北市之核災防治策略以影響半徑作為研擬對策之依據。而臺東縣之沙塵、焚風
防治策略以社經脆弱度分析，建議開發時應避開易受災地區等。
表 4 全臺灣《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中防災規劃落實於災害管理四階段之綜整表
災害管理
四階段
災害類別

減災

水災(颱洪災害)

1 劃定環境、災害敏
感地區
2 公佈淹水潛勢地區
3 洪水分擔、出流管
制
4 流域綜合治理

整備

歷史災點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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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

建立災害防救
體系

復原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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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全臺灣《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中防災規劃落實於災害管理四階段之綜整表（續）
災害管理
四階段
災害類別

坡地災害

震災(斷層)

其他災害

減災
5 劃定土地使用原則
6 擬定「特定區計畫」
7 劃定「四個災害調
適區」－潛淹地
區、調洪地區、滯
流地區、保水地區
(雲林縣)
8 低衝擊開發(LID)
9 滯洪池、雨水回收
系統、基地保水等
10 河川整治計畫
11 雨水、汙水下水道
建設
12 防洪設施建
設
1 公佈土石流潛勢溪
流
2 劃定環境敏感地區
及補償機制、土地
使用管制
3 加強水土保持工程
1 劃定地質敏感區及
斷層帶禁限建區
2 建物耐震度補強
3 透過 TELES 地震損
失評估系統分析災
損並提出對策
1劃定海嘯溢淹地
區、地層下陷區、
海岸防護區劃設、
地質敏感區、土壤
液化區等
2 降低地表逕流
3 土地使用計畫
4 土地規劃管制，設
定條件限制發展區
5 發展次序策略
6 辦理「都市防災專
案通盤檢討」
7 成長管理之理念
8 劃定「暫時性禁建」
及「永久性禁建」
範圍(南投縣)
9 因應氣候變遷之總
體調適策略

整備

應變

復原重建

歷史災點勘查

水土保持監測
系統

-

歷史災點勘查

1 緊急疏散系
統
2 緊急事故應
變機制

-

1 社區自主防災
2 災害防救據點之公
共設施（學校、公
園、廣場等）之容
量、可及性
3 指認整體疏散及救
援之避難路線、廊
道規劃等
4 六大防災系統(避
難據點、消防據
點、醫療據點、物
資據點、警察據點
及防救災動線規
劃)
5 各類災害之教育訓
練、宣導及練習
6 防災資料庫建置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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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災害緊急應
變措施(含
成立緊急
應變中心
與緊急應
變小組)
2 火災、毒性
化學物質
災害發生
時緊急事
故應變機
制
3 災害風險監
測預警系
統

1 災後遷居
2 災後公共
衛生
3 維生基礎
設施復
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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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縣市《區域計畫》規劃內容鮮少連結氣候變遷「災害領域」之調適策略
依循中央之《氣候變遷調適綱領》，各縣市《地方氣候變遷調適計畫》就「災害」、「水
資源」、「維生基礎設施」、「海岸」、「農業生產與生物多樣性」、「健康」、「土地使用」
與「能源供給及產業」等八大領域提出調適策略。在提出調適策略之前，各縣市即以其特性評
估受氣候變遷衝擊較為嚴重之「關鍵領域」(具急迫性及優先處理)，期望檢視18個縣市之《地
方氣候變遷調適計畫》，將「災害領域」列為所有縣市之前四大關鍵領域。
18個縣市針對「災害領域」所提出之調適策略，大致可分為「災前教育宣導及防災演練」、
「推動雨汙水下水道與強化排水設施」、「水土保持」、「落實災害預警及通報」、「脆弱度
與風險分析」、「落實洪澇、雨乾旱防災因應對策」、「建構防災空間資訊整合平臺」、「規
劃防救災所需機具、設備、人力、物資」、「強化各層級之預防、減災、應變及復原」、「檢
討工程設計與規劃防災動線、據點」、「強化醫療系統」等項目。從各縣市所提出之策略可看
出在結構式減災為重點，而非結構式減災則著重於教育宣導、防災演練或預警系統等。嚴格來
說，僅「脆弱度與風險分析」與「規劃防災動線、據點」與空間規劃有較直接之關聯性。
雖然2012年編定之《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規劃手冊》，鼓勵區域規劃須針對氣候變遷
議題作出回應，且營建署與地方政府區域計畫研擬相關會議，也大聲疾呼區域計畫要將各縣市
《地方氣候變遷調適計畫》考量在內。但若審視18個縣市之《區域計畫》規劃內容，卻發現鮮
少連結氣候變遷「災害領域」之調適策略。這結果更回應了上一段之分析。
(二)區域計畫防災規劃內容與過程之課題
探討18個縣市之《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防災規劃內容後，透過訪談、焦點團體座談
及專家座談會方式，瞭解並彙整各專家學者之建議，區分為《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中防
災規劃內容與規劃過程兩部分，共提出八項課題，做為後續落實於地方國土計畫中推動防災規
劃之參考。
1.《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
「防災規劃」內容之課題
(1)缺乏整體防災之長期戰略，與都市計畫中的防災規劃內涵區隔不清
許多縣市區域計畫之防災對策，係綜整其轄區內不同都市計畫區之防災規劃或延續過去所
說的都市防災空間系統，導致防災規劃多侷限於各都市計畫區之戰術對策，較少有全盤、巨觀
之戰略。如水利署在流域綜合治理中，嘗試運用逕流分擔、出流管制等區域性之水患減災策略，
但各縣市之區域計畫中之防災規劃，仍是小地區之減災對策，如各地零星的滯洪池，缺乏整體
架構與長期戰略。誠如F所言「可能未來修訂區域計畫或擬訂國土計畫架構之下，再放入防災
進去，哪些地方要填再補，變成防災沒有系統性。而之後進一步談韌性的話，並不是在災害發
生的地方才需要做，實際上在整個縣市區域計畫及國土計畫來說，因為防災目的性的不同，在
不同的空間扮演不同的功能」。又K強調「區域計畫之防災規劃在於整體性非結構式減災長期
戰略，而非僅過去都市防災空間系統的擴大，過去的都市防災空間系統著重於該都市計畫區的
災害整備與應變，且應該與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整合」。地方政府I表示「災害管理體系和空間規
劃體系之間的關聯性，曾經有和消防單位做過討論，由於《區域計畫》是大尺度的，因此無法
將防災動線、地點等等畫出來。後續決定以上這些內容應由於《地區災害防救計畫》處理，那
我們應該要回到土地使用上，將這個做好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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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防災對策過度強調非結構式減災，較少實質落實於空間規劃上
從前一部分的分析可知現行區域計畫之防災計畫沒有聚焦於非結構式減災。理應《區域計
畫》中之防災策略，應著重於非結構式減災，且需與現有資源作整合，然而如E所述「區域計
畫中的防災討論和縣市政府合作時，有發生一個情形是，防災這個議題就空間規劃部門來說，
其實能夠做的有限，但是防災議題很大。我們在區域計畫中，需要做防災範疇是到什麼地方(範
疇的定義問題)，和現在的資源要怎麼做整合？似乎沒有界定很清楚」。
現行各縣市現行區域計畫(草案)中防災規劃內容，確實過多著墨於結構式減災，提出以工
程整治之解決對策，雖然規劃團隊已普遍會運用災害潛勢分析，但分析之成果所提之防災策略
卻鮮少可於土地使用計畫中落實。規劃顧問公司代表G也觀察到「當時制定《災害防救計畫》
的背景，大多倚賴土木工程專業如水利工程或大地工程，因此，該計畫所提之防災策略當然以
結構式減災居多。造成空間規劃人員即便要運用《災害防救計畫》之成果，可直接運用的非結
構式減災措施卻不多」。
(3)區域計畫防災規劃內容缺乏連結氣候變遷「災害領域」之調適策略
I在協助民間規劃顧問團隊整合《氣候變遷調適計畫》時，發現「在氣候變遷調適計畫裡面
對於社經脆弱度、非實質領域著墨較少，都是硬體上調適策略較多」。B2規劃團隊也提到「地
方政府有要求要整合氣候變遷調適計畫內容，我們也去開過幾次會，但發現調適計畫內容不容
易整合到區域計畫來」。前一部分的分析也反應了此一課題，各縣市《氣候變遷調適計畫》所
提出在「災害領域」之策略，可看出在工程式減災是重點，而非結構式減災則著重於教育宣導、
防災演練或預警系統等並不容易被整合到區域計畫中，這應是區域計畫防災規劃內容，缺乏連
結氣候變遷「災害領域」之調適策略的主要原因。因此，未來氣候變遷「災害領域」調適作為，
需要連結《氣候變遷調適計畫》中之「土地使用領域」來回應。
(4)《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缺乏「韌性規劃」之思維
近年來，韌性城市(Resilience City)已是聯合國與歐盟等國家的主要規劃發展趨勢，韌性的
概念逐漸取代過去的災害脆弱度，N也提到「韌性之範疇比防災還廣，韌性治理更包含了氣候
變遷調適」，可看出韌性規劃之思維除了降低都市災害風險外，更可整合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P也從中提到：「韌性有其指標化系統，可由受災強度與其恢復力了解其脆弱度，以及民宿就
地合法之法令檢討等，檢視各受注目之災區狀況、縣市首長之作為，了解區域計畫之規劃手法，
並透過「土地使用分區」落實」，表示韌性規劃落實在執行面上有可行性，賴深江(2015)中亦
探討了日本「國土韌性區域計畫」、「國土韌性行動計畫」，日本在實際操作韌性規劃時，多
採取「質化分析」，與臺灣現階段依賴脆弱度分析之「量化分析」有明顯不同之處，因此，未
來《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轉換為《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時，防災規劃如何加入「韌
性規劃」之思維，是未來推動之主軸。
2.《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中防災規劃「規劃過程」之課題
(1)區域計畫規劃團隊缺乏防災專業背景人員，審議時審議委員缺乏防災專業，且不重視防災規
劃之內容
在區域計畫研擬過程，防災規劃是被要求的項目之一，但B1表示「在規劃階段我們也曾想
要加入實質的防災規劃，但因為我們沒有防災專業背景，只能引用一些既有的計畫，如防洪工
程等」。A也表示「雖然我們有要求規劃團隊要有防災規劃，但畢竟我們也不是防災專業，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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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做一些深入的要求，況且一般空間規劃顧問公司不會有專業的防災人員在裡面」。這也呼應
前述的分析，由於規劃團隊沒有防災專業人員，因此防災規劃主要是參考相關計畫(如氣候變遷
調適計畫或地區災害防救計畫等)，這些計畫沒有區域計畫合適採用的策略，區域計畫中的防災
規劃當然還有很大改善空間。
在都市計畫進入審議階段時，審議的重點即是規劃單位研擬計畫關注的焦點。G提及「過
去的經驗，區計委員會的委員並沒有防災的專業，因此不會對防災規劃內容有太多意見」。故
常見在許多非都市土地議題的處理上，將災害高風險區視同環境敏感區，雖然大方向沒有問
題，但就不會提出積極性的對策。
(2)防災規劃在區域計畫研擬並非地方政府的主要重點
雖然M強調「在與地方政府座談時，常用莫拉克風災的案例，來強調防災規劃的重要性」。
區域計畫研擬的項目包山包海，防災規劃並非地方政府重要關注的議題。D表示「我們公司參
與幾個地方政府區域計畫之研擬，發現擴大都市計畫區似乎是一些地方政府研擬區域計畫的重
點」。地方政府J 則表示「我們轄區在研擬區域計畫，很大的心力是關注在農地上工業違規使
用的問題，防災規劃雖然有要求，但通常不會很深入」。由於防災規劃並非地方政府在區域計
畫中關注之重點，自然不會對規劃單位有太高的要求。
(3)政府各部門間對空間規劃、氣候變遷調適規劃、及防災規劃缺乏對話及溝通機制
L表示「區域計畫的研擬過程中，地方政府通常會召開跨局處會議，但這些會議通常不會
有深入的討論」。同樣，各地方政府氣候變遷調適計畫研擬過程也召開數次跨局處會議，但因
議題多元且龐雜，通常也不會以深入的探討。特別是氣候變遷調適計畫八大領域之中，各大領
域之主管單位不同，使得各領域之調適成果似乎無法有效溝通，如「災害」領域與「土地使用」
領域就無法有效連結。H建議「國土計畫應扮演一個平臺，納入氣候變遷、區域計畫、地區災
害防救計畫等處理」，未來或許可藉由研擬《國土計畫》之契機，作為整合各計畫之溝通平臺。
又如N所述「氣變領域的防災其實說不上是防災，只是讓政府或民眾知道在土地開發的時候，
哪些地方是需要避開的」。P也認為「都市規劃與防災、氣候變遷分屬不同專業領域，但缺少
具跨領域背景之專家，可扮演跨領域溝通角色，如何整合防災、氣候變遷調適於土地使用規劃
之原則進行闡述，另為求實質技術面之具體化與強化氣候變遷調適、防災規劃與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之連結也是一個課題」，可知空間規劃、防災與氣候變遷專業領域不同，各相關計畫
也較獨立擬定對策及調適作為，並未跨領域進行整合或溝通。C建議「若能研擬一本手冊，跨
領域整理相關防災的資訊，並用空間規劃師能夠理解的語言來說明，或許可成為進入跨領域門
檻的快速手段」。因此，未來空間規劃部門應與災害防救、氣候變遷調適相關部門對話，建立
跨領域、專業性之溝通平臺。
(4)未來區域計畫轉換《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需面臨架構轉換及資料整合之問題
現行區域計畫與後續國土計畫之內容劃分差距較大，架構之屬性亦明顯不同，M即說明「劃
設國土功能分區有多項條件，除了地政、水庫集水區外，潛勢、環境敏感區等概念也要放入，
氣候變遷的因素亦要考量，但這些過程會碰到諸多困難，如將淹水潛勢放進來，水利署會覺得
這些都是模擬的，且光是松山區就有幾千張的圖，很難與其他潛勢圖一起呈現，這就變成行政
機關間之問題，因各部門使用圖資的不同，規定的圖資、比例尺也不一致」，可見政府各部門
目前對於未來資料整合上還未有共識，需進一步探討或建立溝通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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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轉換上，國家公園土地、都市計畫土地與非都市計畫土地轉化為國土計畫「四大功能
分區」(國土保護區、城鄉發展區、農業發展區及海洋資源區)時，該如何處理並順利轉換為重
要之課題，M也建議「地方國土計畫推動時地方政府應成立專責工作小組，為副市長以上層級
所主持，更利於地方國土計畫之推動」，而目前各縣市區域計畫完成進度也不一致，未來同步
推動地方國土計畫時，勢必在整合與轉換上會出現落差。

五、結論與建議
《國土計畫法》似乎開啟了地方層級空間規劃整合防災規劃與結合之契機。《直轄市、縣
(市)區域計畫》這幾年需轉換為《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因此現在是檢討過去《直轄市、
縣(市)區域計畫》之防災規劃落實於空間規劃之最佳時機。本研究透過文獻回顧檢視18縣市《直
轄市、縣(市)區域計畫》、《地方氣候變遷調適計畫》及《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有關防災規劃
之內容及關係，重點包含現行各《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中防災規劃重點多著重在颱洪災
害、坡地災害及震災，卻較少提及非結構式減災；《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之防災規劃內
容也鮮少連結氣候變遷之調適策略，氣候變遷中「土地使用領域」調適作為也未反應至區域計
畫中。本研究進一步藉由訪談、焦點團體座談及專家學者座談會，有系統地研討上述議題，最
後統整出八項課題，包含缺乏整體防災之長期戰略，與都市計畫中的防災規劃內涵區隔不清；
防災對策過度強調非結構式減災，較少實質落實於空間規劃上；區域計畫防災規劃內容缺乏連
結氣候變遷「災害領域」之調適策略；區域計畫規劃團隊缺乏防災專業背景人員；防災規劃在
區域計畫研擬並非地方政府的主要重點；審議委員缺乏防災專業且不重視防災規劃；政府各部
門間對空間規劃、氣候變遷調適規劃、及防災規劃缺乏對話及溝通機制。
為解決上述防災規劃落實於現行《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中防災規劃之課題，作為未
來研擬《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參考，本研究初步提出五點建議。建議一：各縣市擬訂
《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之防災規劃時，應強化宏觀之防災戰略。未來擬定《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應有整體性之防災戰略計畫。例如與水利單位的「流域綜合治理」連結，把逕流分
擔、出流管制等理念落實到地方國土計畫中。建議二：未來擬定《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與《氣候變遷調適計畫》及《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應連結與並有滾動修正之機制。由於氣候變
遷之衝擊評估是動態的過程，隨著氣候模式模擬結果之改變而調整，且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每兩
年就檢討一次。因此，這三個計畫間應彼此連結並作滾動式修正。建議三：未來《直轄市、縣
(市)國土計畫》的防災規劃應有「災害韌性」思維。近年來，災害韌性規劃是聯合國與歐盟等
國家近幾年主要規劃發展趨勢。韌性的概念不但包含脆弱度的概念，也包含了調適，適合作為
未來推動之主軸。建議四：建構部門間的溝通平臺及資料庫連結。除了前述《直轄市、縣(市)
區域計畫》與《氣候變遷調適計畫》及《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三個計畫間要有連結，未來更應
有溝通討論的平臺，並可先透過建立相關資料庫來開始。最後，未來《直轄市、縣(市)國土計
畫》之審議，並需有災害管理等專業背景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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