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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2) 

• 1970~80年代，學術界廣泛研討全球暖化現象，從意見分歧到形成主
流共識，推展至政府、業界、大眾廣泛的重視。 

• 當前，全球暖化日益惡化，自然災害更加極端，人類面臨挑戰日趨嚴
峻:  科技發展不斷地改變空間景物，嚴重地衝擊環境，持續地加劇全
球暖化，或自然、或人為 – 地震、風災、水患、土石流、乾旱等，災
情越來越極端化、廣域化，越來越怵目驚心，如2004年南海大海嘯、
2008年四川大地震(Liou et al. 2010)、2009年台灣八八水災(劉說安， 
2010)、2010年冰島埃亞菲亞德拉冰蓋火山爆發。 

• 2011年，全世界籠罩在自然災害陰霾中，各處極度不安， 二月紐西蘭
大地震、三月東日本大震災(Liou et al. 2012) 、六月中國旱澇急轉。
據德國慕尼克再保險公司報告顯示，2011年前六個月全球自然災難造
成的經濟損失達2650億美元，超過史上最昂貴災年2005年之2220億美
元。之後，七月美國水患/龍捲風盛行、七月韓國首爾百年一遇暴雨
、十月/十一月泰國五十年最大洪災(34億美元)… 

• 2012年，六月十一日晚間開始下大雨，翌日全台四處淹水，為612水
災; 隨後，620泰利颱風來襲，以「料敵從寬、禦敵從嚴」態度因應，
但預測失準。十月珊蒂(Sandy)颶風侵襲美東，紐約遭受73年來的重
創；十一月北京遭受半世紀以來最大一場暴雪，造成交通嚴重影響。 

Publictions/2010-UseF2-WenchuanEarthquake.pdf
Publictions/2009展示海報_應用高解析福衛二號衛星影像進行川震災害分析_ENG1.pdf
Publictions/277-03臺灣災害應變機制檢討與改變策略.pdf
Publictions/277-03臺灣災害應變機制檢討與改變策略.pdf
Publictions/277-03臺灣災害應變機制檢討與改變策略.pdf
Publictions/277-03臺灣災害應變機制檢討與改變策略.pdf
Publictions/2012_Assessment of disaster losses in rice field and yield after Tsunami induced by the 2011 Great East Japan Earthquake NEW.pdf


前言(2/2) 

• 全世界進行各式各樣的抗暖化、愛地球行動，積極推動因應方
案，展開全面地球監測，試圖統合空間資訊於救災應變。身為
地球村一份子的我們每個人，顯然不能也無法置身事外。具有
持續性、重複性、廣域性監測的衛星遙測，成為不可或缺的工
具與技術，也成為抗暖化行動中最重要的一環之一。(台灣地球
觀測學會) 

• 2010年九月，為進一步了解暖化對極敏感的冰凍圈之衝擊，前
往北極，造訪格陵蘭，考察世界文化遺產雅各布港（Jakobshavn
）冰川，以台灣福爾摩沙衛星二號同步拍攝該冰川面貌，掌握
全盤冰川退縮情形(科學人雜誌，2010/11；中廣、南方報)。 

• 極端自然災害，往往遠遠超過人類力量所能克服。工程作為非
唯一因應之道，科學卻仍有諸多不確定因素，衍生因應策略規
劃難度，必須建立可信賴的科學。(劉說安， 2010 ; Liou ，
2011/UNU) 

Publictions/201011-科學人-News-目睹格陵蘭冰川再退縮.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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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綱 

北極: 地理 

冰河&衝擊:北極、貢嘎山、南極 

八八水災(臺灣災害應變機制檢討與改變策略) 

北冰洋冰凍圈演化:北極海冰: 過去、現在與

未來 Academic Summit Program 

0-北極的地理.pptx
1-1-2-北極及衝擊.ppt
1-4-貢嘎山.pptx
1-3-Antarctic Mulock Glacier.pptx
6-1-臺灣災害應變機制檢討與改變策略.ppt
20110101-AcademicSummitProgram-ArcticSeaIceExtent.ppt
20110101-AcademicSummitProgram-ArcticSeaIceExtent.ppt
20110101-AcademicSummitProgram-ArcticSeaIceExtent.ppt
20110101-AcademicSummitProgram-ArcticSeaIceExtent.ppt
20110101-AcademicSummitProgram-ArcticSeaIceExtent.ppt


Arctic sea ice in summer in the 21st century (model animation) 

Adopted from Nansen Centre, St. Petersburg, Russia 

Animation/21CentryArcticIce.pp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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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be continued! 
緣起、回顧、現況與展望 

 冰川物語:北極地理、北極及衝擊、南極、貢嘎山、 Formosat-2 、 Cryosphere & Media,  

天旋地轉: 四川地震/媒體報導(Liou et al. 2010)、八八水災(臺灣災害

應變機制檢討與改變策略 劉說安 2010) 

災害判釋與分析:台灣自然災害、Hydrology Remote Sen. Lab.: Land surface 

processes modeling (freezing/prairie - field campaigns); Atmosphere (soil moisture, 

evapotranspiration – ET, *flux; water vapor; typhoon; profiles & waves by 

Formosat3); natural disasters monitoring & reduction; agricultural applications 

(311 Japan); regional climate (heat island effect-UHI) 

天長地久: Academic Summit Program (北冰洋冰凍圈演化 ) 

結語 

0-緣起.ppt
0-衛星計畫 NSPO-20080328-回顧.ppt
F3-2-CurrentStatus0-1.ppt
7-F7-from Research to Operations.pptx
0-1-北極簡報.ppt
1-1-2-北極及衝擊.ppt
1-2-2-北極衝擊-Ilulissat Icefjord.pptx
1-2-北極衝擊-Ilulissat Icefjord.pptx
1-3-Antarctic Mulock Glacier.pptx
1-4-貢嘎山.pptx
1-5-Formosat2.ppt
1-5-Formosat2.ppt
1-5-Formosat2.ppt
3-Vanishing White Earth & Media.ppt
3-Vanishing White Earth & Media.ppt
3-Vanishing White Earth & Media.ppt
3-Vanishing White Earth & Media.ppt
3-Vanishing White Earth & Media.ppt
5-2-1-20080624-20080512四川地震.ppt
5-2-2-新聞-四川地震.ppt
Publictions/2010-UseF2-WenchuanEarthquake.pdf
Publictions/2010-UseF2-WenchuanEarthquake.pdf
Publictions/2010-UseF2-WenchuanEarthquake.pdf
Publictions/2010-UseF2-WenchuanEarthquake.pdf
Publictions/2010-UseF2-WenchuanEarthquake.pdf
Publictions/2010-UseF2-WenchuanEarthquake.pdf
Publictions/2010-UseF2-WenchuanEarthquake.pdf
Publictions/2010-UseF2-WenchuanEarthquake.pdf
6-1-臺灣災害應變機制檢討與改變策略.ppt
6-1-臺灣災害應變機制檢討與改變策略.ppt
papers/277-03臺灣災害應變機制檢討與改變策略.pdf
papers/277-03臺灣災害應變機制檢討與改變策略.pdf
papers/277-03臺灣災害應變機制檢討與改變策略.pdf
全球暖化與台灣天然災害2.ppt
Publictions/1998_LSPR_freezing.pdf
Publictions/1999_LSPR_prairie.pdf
Tzu-Yin Chang/20110318-測站介紹.ppt
Tzu-Yin Chang/20110318-測站介紹.ppt
Tzu-Yin Chang/20110318-測站介紹.ppt
Publictions/2002_SM_NN.pdf
Publictions/2002_SM_NN.pdf
Publictions/2002_SM_NN.pdf
Publictions/2010-TGRSL-ET.pdf
Tzu-Yin Chang/Terrain Correction for Increasing the Evapotranspiration Estimation Accuracy.pptx
Tzu-Yin Chang/Evaluation of surface heat fluxes in Chiayi plain.pptx
Publictions/2001_JAM_GPS_PW.pdf
Publictions/2001_JAM_GPS_PW.pdf
Publictions/2001_JAM_GPS_PW.pdf
Publictions/2000_GPS_Zeb.pdf
Publictions/2007-IEEE_TGRS_F3.pdf
Publictions/2007-JAGPS_RO_JGR.pdf
Publictions/2010-UseF2-WenchuanEarthquake.pdf
Publictions/2010-UseF2-WenchuanEarthquake.pdf
Publictions/2010-UseF2-WenchuanEarthquake.pdf
Publictions/2010-UseF2-WenchuanEarthquake.pdf
Remote sensing of rice yield-Russia.ppt
Publictions/Gi4DM 2011-Japan 311 Poster A0.pdf
Publictions/Gi4DM 2011-Japan 311 Poster A0.pdf
Publictions/Gi4DM 2011-Japan 311 Poster A0.pdf
Publictions/2008-AtmosEnviro-Urban heat island effect.pdf
Publictions/2008-AtmosEnviro-Urban heat island effect.pdf
Publictions/2008-AtmosEnviro-Urban heat island effect.pdf
Publictions/2008-AtmosEnviro-Urban heat island effect.pdf
Publictions/2008-AtmosEnviro-Urban heat island effect.pdf
林傳堯/ChuanYaoLin-about UHI  results.pptx
20110101-AcademicSummitProgram-ArcticSeaIceExtent.ppt
20110101-AcademicSummitProgram-ArcticSeaIceExtent.ppt
20110101-AcademicSummitProgram-ArcticSeaIceExtent.ppt
20110101-AcademicSummitProgram-ArcticSeaIceExtent.ppt
20110101-AcademicSummitProgram-ArcticSeaIceExtent.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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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港雷達影像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The Last Polar Bear" by Steven Kazlowski.  



Use of high-resolution FORMOSAT-2 satellite images for post-earthquake 
disaster assessment: A study following 12 May 2008 Wenchuan earthquake*

A large earthquake struck Wenchuan County of China on 
12th May 2008 and marked as one of the most severe 
natural disasters of recent decades which changed the entire 
landscape. This study presents an analysis of the disaster 
using FORMOSAT-2 satellite images. 

FORMOSAT-2 satellite image of the 
affected area before the 
earthquake(05/14/2006)

Sichuan

Image Location

Enlarged view of damaged area
(Yellow box of previous figure)

河川阻斷河川阻斷河川阻斷
Blocked 

river

Buried buildings by landslide

New lakes due to blocked river and landslides are 
prominently visible. It is also evident from the image that the 
bursting of newly formed lakes can happen if heavy rain 
events occur over there which in turn can inundate the 
adjacent areas in the forms of flood. 

Successive FORMOSAT-2 satellite images of the pre and post earthquake 
situation of the river under study

Successive 3D simulation with FORMOSAT-2 satellite images of the pre and 
post earthquake situation of the river under study

Because of close to epicenter, Wenchuan county suffers 
from severe landslides. According to the image analysis of 
different sensors in two periods, the conditions of damage 
can be estimated. In addition, the satellite image is able to 
provide the surrounding information for specific location if the
corresponding coordinate is known.

Image location

Wenchuan

FORMOSAT-2 Image
2006/11/03

SPOT-5 Image
2008/05/15

With images acquired from different sensors at two periods, the severeness of 
landslide of Wenchuan county can be estimated 

Xiang He, a travel agency of Taipei, had sent their tourist bus to visit the 
Wenchuan County before the earthquake. Unfortunately, the bus was trapped 
due to earthquake. The GPS coordinate sent out from the visiting bus is used to 
assess the situation of the surroundings with the aid of satellite images 

GPS position of trapped 
tourist bus

FORMOSAT-2 satellite image of the affected 
area after the earthquake(05/14/2008)

Wenchuan

Hydrology Remote Sensing Laboratory, Center for Space and Remote Sensing Research,
Prof. Yuei-An Liou E-Mail: yueian@csrsr.ncu.edu.tw
*Liou, Y.-A., S.K. Kar, and L.-Y. Chang, 2009: Use of high-resolution Formosat-2 satellite images for post-earthquake disaster assessment: 
A study following 12 May 2008 Wenchuan earthquake. Int. J. Remote Sensing, accepted on 14 May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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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王尚文維護埤塘 可以灌溉防災 還能減緩熱島效應
  地球暖化所引起的氣候變遷問題，已

經受到全世界廣泛的關注；電影「明天

過後」的恐怖毀滅似乎可能成真！身為

地球公民一員的桃園人，我們能為拯救

地球做些什麼事呢？國立中央大學太空

及遙測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劉說安博士舉

一個最直接的例子，他說，用心維護桃

園的「埤塘」，莫讓它快速地消失，甚

至能擴建「埤塘」，就能減緩區域氣溫

的上升，為地球暖化盡一分心力。

台灣之眼！桃園之寶！
國立中央大學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 

  桃園境內的國立中央大學太空及遙

測研究中心成立於 1984 年 7 月 1 日，主要

任務為太空及遙測科學之研究與教學，以及遙測

技術之發展與運用；該中心同時具有接收處理、

研究開發、與教育推廣三種功能，是台灣資源衛

星遙測科技之先驅。

關鍵人物！
劉說安教授

   劉說安（見右圖），1963 年 12 月 25 日生於台

灣雲林斗六，1996 年定居桃園楊梅；國立中山大學電機工

程學士畢業、美國密西根大學安娜堡校區電機工程、大氣

太空科學「雙碩士」學位；以及電機工程暨大氣海洋太空

科學「雙博士」學位；為跨領域整合科學家。1996 年回國

至國立中央大學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服務迄今。劉說安曾於

2007 年 8 月至 2010 年 7 月，擔任中大該中心主任。

  劉說安的碩博士學位指導教授，為密西根大學教授、美國

航空暨太空總署（NASA）太空人 Anthony W . England 博

士；由於傑出的學術研成就與貢獻，劉教授於 2006 年獲聘

清雲科技大學講座教授兼電資學院院長；2007 年榮膺韓國

遙測學會榮譽終身會員；2008 年榮膺俄羅斯聯邦工程科學

院院士；2009 年榮膺國際宇宙航行科學院院士；2009 學

年度榮獲國立中央大學特聘教授。

   劉說安教授為善盡地球公民責任，讓台灣與世界接軌，提

升對於環境觀測能力、有效預防災害，特於 2010 年結合

學術界與知識份子，創辦「台灣地球觀測學會（TGEO）」，

並擔任首屆理事長。                                      （王尚文）

桃 園 人地球暖化 也能盡一份心力

  劉說安教授說，中大太空及遙測研究

中心水文遙測研究團隊透過資源衛星接

收站的遙測資料，研究桃園埤塘逐年的

變化，早期大桃園地區曾經有 8000 多

口埤塘，供應灌溉使用，桃園因而被喻

為「千埤之鄉」；但在 2003 年的遙測

埤塘數已降為 2836 口，且有逐年減

少之趨勢。劉教授指出，埤塘蓄水除可

灌溉外，亦可補助地下水，防止地層下

陷，大幅提升水的利用價值，另在防災

上可作為滯洪池之用；劉教授強調，埤

塘對於區域氣候變化也有影響，它有減

緩區域熱島效應之效果，維護埤塘甚至

於擴建埤塘，都對氣候暖化有所助益。

  長期研究與關注於氣候暖化議題的劉

說安教授，除了根據該中心資源衛星接

收站接收的衛星影像資料，提出許多關

於南北極冰川融解的研究報告外，還曾

經於 2010 年 9 月親身前往北極圈內

的格陵蘭考察，見證氣候暖化對北極的

影響；迄今回憶起來猶然悲喜交加，神

情激動的劉說安教授，特別以「台灣地

球觀測學會」理事長身分提出呼籲，桃

園人應該從維護埤塘做起，並且響應節

能減碳的政策，一起來關心地球、保護

地球。

小 檔 案

  該中心於 1993 年設置國內第一座資源衛星接

收站，接收地球資源衛星遙測影像資料；接收範

圍以中壢為中心，半徑約三千公里：東到關島、

西到大陸甘肅、北到日本北海道、南到南海。提

供衛星資料及技術服務給政府、學術機構及民間

各行各業。

  2004 年我國成功發射福爾摩沙衛星二號

（Formosat-2），是世界各國發射的光學遙測

衛星中最好的一顆，軌道高 891 公里，每天繞

地球飛行 14 圈，每天通過台灣海峽上空兩次，

提供科學家良好的遙測輔助判斷工具；自 2004

年起福衛二號衛星拍攝下台灣多起水災、南亞強

烈地震與大海嘯的即時畫面，提供各國救災之

用。2008 年在時任中心主任劉說安教授的主導

下，創辦遙測科技碩士學位學程，培養遙測科技

人才。由於該中心對於太空及遙測研究貢獻卓

著，歷年來的幾位總統、副總統：李登輝、陳水

扁、呂秀蓮等均曾前往參觀。          （王尚文）

簡 介

中大太遙中心劉說安教育曾親臨北極並
搜集許多寶貴照片。（劉說安教授提供 )

從太空看見桃園
密密麻麻的埤塘小
點。( 翻 拍 自 劉
說安教授所提
供的空拍圖 )

中大太遙中心頂樓架設巨型的資源衛星接收站。
                                             （曾旺鑫攝 )

桃園埤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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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北極之行 探討冰川融解

文．攝影 / 劉說安

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簡介 近期研究成果

悲喜交加；悲、喜為何 ?

  劉說安教授首先提到此行的感

受，他特別以「悲喜交加」四

個字來形容；先說喜，主要有兩

個原因，首先為親自來到一個地

貌完全不一樣的國度，得以揭開極

地神秘的面紗，而感到相當興奮；二為

他個人長久以來從事與冰凍圈有關的研究，

從在美國密西根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即開始

涉獵，乃至到現在利用我國福爾摩沙二號衛

星影像，研究冰凍圈地貌變化、冰川退縮等，

因此有機會到北極圈，當然感到相當高興。

至於悲嗎，氣候暖化對北極影響相當巨大，

編者按：國立中央大學太空及遙測研

究中心特聘教授劉說安，於2010年

9月 5日至 9月 19日期間，應邀

隨媒體採訪團前往丹麥以及格陵蘭採

訪，並提供學術專業建議。劉說安教

授以科學家的立場，見證了氣候暖化

對北極的影響。本報特將劉說安教授

此次「壯遊」的感想與心得，整理成

專題報導以饗讀者。

國立中央大學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成立於 1984 年 7 月 1 日，

主要任務為太空及遙測科學之研究與教學，以及遙測技術之發展

與應用。研究以遙測科技為主軸，包括地球環境遙測與太空環境

遙測兩個部份。研究方向涵蓋不同領域，包括資源遙測、大氣遙

測、微波遙測、水文遙測、地質遙測、圖形模式運算、人工智慧

與圖形識別、衛星測量及導航、地理資訊系統、數位攝影測量技

術、空間計算及視覺化分析、太空 ( 日地物理 ) 酬載、電波傳播、

電離層物理、電離層探測等。

在國科會經費資助下，於 1993 年設置資源衛星接收站，接

收地球資源衛星遙測影像資料，為國內第一座資源衛星接收站。

目前接收之衛星資料，包括 SPOT -4 及 -5、ERS-2、Terra、

Aqua 以及國家自主研發之福衛二號衛星等。接收範圍以中壢為

中心，半徑約三千公里的範圍：東到關島、西到大陸甘肅、北到

日本北海道、南到南海。提供衛星資料及技術服務於中央、地方

政府機構、學術機構乃至於私人機構各行各業，此外亦進行了輻

射、幾何、遙測應用等研發工作，以及相關技術諮詢、教育、推

廣等服務，為台灣資源衛星遙測科技之先驅。

藉由衛星影像可獲得海冰面積與海表面溫度資料，進一步評估北

極冰融情形。針對 1988 年至 2010 年之年平均海冰面積與海表面

溫度的趨勢進行比較。研究發現，兩者為高度負相關性（相關係數

為 -0.85），即彼此呈現消長現象。其中，在 1989 ～ 1999 年間，

這 11 年之平均海冰面積維持在 8.4 ～ 7.9×106 km2 區間振盪，

且 11 年之平均為 8.2×106 km2/10year，而平均海表面溫度維持

在 0.24 ～ 0.43 ℃區間振盪，且 11 年之平均為 0.33 ℃ /10year，

顯示海冰面積與海表面溫度，在此期間係處於振盪平衡狀態，但而

1999 年開始，此振盪平衡被打破，自此平均海冰面積一路持續下

降，於 2007 年達 7.2×106 km2 為目前最低點，而海表面溫度卻

不斷升高，於 2003 年開始，海表面溫度維持在 0.4 ℃以上，以高

於前 11 年之平均值，且於 2007 年高達 0.54 ℃，而海冰面積卻從

7.9×106 km2 降至 2007 年之最低點，至今仍無法回到前 11 年之

平均值。在這 11 年間（1999 ～ 2009）說明了暖化造成海溫上升

而海冰融化之現象。然而，亦由圖 2 顯示，於 2009 年之後海表面

溫度仍呈現上升趨勢，且海冰面積亦持續有下降趨勢，是否又是另一

個 11 年之循環開始，是值得密切監測的。

雖然從許多文章、媒體報導，已經知道甚多，

例如對自然界的景觀、人類的食衣住行之影

響，但總沒有親身目睹來得真實。去了一趟北

極，印證了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之道理。但

是，另一方面也感到憂心忡忡 ! 在北極時，劉

教授曾感嘆地說：非常憂心極端天氣會常態

化，這句話在一趟北極之行後，應驗了。九月

十九日回台那天，凡那比颱風帶來狂風暴雨，

雨量驚人，即被視為極端天氣。

根據百度百科，冰凍圈是指水分以凍結狀

態（雪和冰）存在的地球表層的一部分，它

由雪蓋、冰蓋、冰川、多年凍土及浮冰（海

冰、湖冰和河冰）組成。雪蓋是冰凍圈的最

大組成部分，覆蓋地球陸地表面的 33% 的

面積。約 98% 的季節性積雪分佈於北半

球。冰川覆蓋著近 10% 的地球陸地表面，

是長期的積雪聚集，壓突而形成的具有運動

特徵的圈套範圍的厚層冰體。多年凍土覆蓋

著北半球近 24% 的陸地面積，主要發育于

環北極陸面，青藏高原及中低緯度的高山地

區。浮冰主要包括海冰、湖冰和河冰。冬

季 北 冰 洋 約 有 14×106~16×106km2 的

海面被海冰覆蓋，而南極洲周圍冬季約有

17×106~20×106km2 的海面被海冰覆蓋。 

冰凍圈是特定寒冷氣候作用於水體的產物，因

之：冰凍圈的變化與氣候和水資源的變化有著

最密切的關係，冰凍圈變化不僅直接影響全球

氣候和海平面，湖水位和河流的變化，同時還

會對地表水熱平衡密切相關的生態與環境及人

類活動產生影響。

地球氣候暖化 導致北極冰融加速 ?
在地球持續暖化的效應下，南、北兩極受

到暖化的影響較其他地區更為顯著。特別是北

極地區。北極是一塊大的浮冰，近年來已大幅

度縮減，在 2007 年減少了 23%，依目前的

融冰速度，悲觀的預估，到了 2030 年之前，

北極點夏天將會無冰。

由人造衛星資料顯示，北冰洋的冰蓋、冰

河與冬雪，以及格陵蘭的冰河，自 1979 ～

2008 年間，輻射到太空能量已減少，且白色

覆蓋物逐漸萎縮，已影響到地表與水體，導致

兩者呈現暗黑色，並吸收更多熱量。

美國國家冰雪數據中心（National Snow and 

Ice Data Center, NSIDC）曾於 2011 年預估

在這今後 20 年內，即 2030 年以前，北極點

在夏季將會無冰。自 1979 年展開人造衛星監

測以來，於 2007 年 9 月 18 日北冰洋夏季的

海冰量創下最低歷史紀錄，較 2005 年的之前

最低紀錄縮減 23％，亦較 1979 年～ 2000

年的長期平均值減少 39％。於 2011 年根據

海冰面積與厚度之綜合統計，估計 2011 年

北冰洋夏季的海冰量為第 2 低，但海冰面積

覆蓋率卻創最低紀錄，與長期趨勢相符，顯示

冰層變薄面積超過恢復面積。

於 2012 年歐洲太空總署（European Space 

Agency, ESA）最新研究報告表示，目前海冰

仍持續在融化萎縮中，已於 2012 年 8 月 26

日打破 2007 年之歷史紀錄，甚至有機會再

創新。顯示這已超過先前之預測值，若全球暖

化繼續惡化，該研究報告指出，依此融化速

度，北冰洋恐將縮短在 10 年內全數消失，甚

至更短。

哪些國家可能
因冰川之融解而受衝擊？
台灣是否亦受影響？

根據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世界各地

冰川量的分佈其中96.6%在南極洲和格陵蘭，

其次為北美洲，占 1.7%，亞洲 1.2%，其他

各洲數量極少。南極冰川覆蓋度為 97.1%，

格陵蘭 79.3%，北美洲 1.3%，歐洲 0.5%，

亞洲 0.4%，南美洲 0.1%，大洋洲 0.01%，

而非洲基本上沒有冰川覆蓋，僅在乞力馬札羅

山有很小的分佈。  隨著全球溫度上升，全球

冰川持續融解，近年來融解的速度越來越快。

冰川融解伴隨著海水位上升，人口密集的海岸

地區將受暴潮的侵襲。部分學者認為格陵蘭和

北極的冰雪可能在世紀末前就會全部融化，

IPCC 預測，21 世紀海平面將上升 18 至 95

公分，結果將為極地的民眾及動物帶來災害，

遠至佛羅里達州的低窪地區都會因海平面上升

而淹沒。格陵蘭永久冰帽快速溶化，也可能增

強地震、火山構造活動，地球釋放的熱能，會

再回頭加速消融。冰原持續退縮，其影響是無

法估計得。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全國氣候變遷公民會議

平台，2007 年 IPCC 公佈的「第四次評估報

告」（FourthAssessment Report）預測，在

亞洲地區，若全球平均氣溫上升攝氏 3 度，

喜馬拉雅山上不到 4 公里長的冰川將融化殆

盡。初期將造成水患與土石流發生頻率增加；

最後，依賴冰川供水的河流流量將會減少。

非洲地區尼羅河（Nile）和尼日河（Niger）等

大型三角洲地區，將因海平面上升而飽受水患

之苦，經濟活動也會受到影響。美洲地區的阿

拉斯加和加拿大的永凍層將逐漸融解，而海冰

消失的速度將會加快，威脅海豹和北極熊等哺

乳動物的存活。新的物種將入侵，「嚴重」

影響該區的生活方式和北極原住民伊努特人

（Inuit）。拉美地區的赤道冰河「很可能」在

2020 年初就消失殆盡，使得拉丁美洲幾個國

家的水源減少，並影響水力發電的功效。大洋

洲地區，上升的海平面和海水溫度，將會加速

侵蝕太平洋島國的海岸線，以及紅樹林和珊瑚

礁等天然海岸防禦植物，最終將影響這些島國

的觀光產業。                        

劉
說
安
教
授
。
（
曾
旺
鑫
攝
）

（國立中央大學太空及遙測中心特聘教授）

全副裝備赴極地探險的劉說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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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說安《國立中央大學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主任／特聘教授》

           《俄羅斯聯邦工程科學院外籍院士》

臺灣災害應變機制檢討與	 	
改變策略

臺灣暴露於多種天然災害風險之機率，排名全世界第一。中央與地方政府不時

為救災疲於奔命，應變偶有不周之處，檢討聲隨之而來。尤其當今人類面對漸進且

難逆的全球變遷，及其衍生日愈惡化極端事件及嚴峻複合型災害之肆虐，亟需綜合

考量各種可能發生的災害，發展多元應變機制，建立嶄新的防救災思維，貫徹複合

性災害管理與應變策略。本文闡述臺灣國土之高度脆弱性，呼籲莫忘無數慘痛天然

災害之經驗，認知因應作為在順應自然、親山樂水，以減輕、避免天然災害之衝擊。

同時，本文檢視重大天然災害應變之缺失，特以八八水災為主，並提出改善災害應

變機制之原則與策略，以供各界策勵未來，探討審視。

災害應變、氣候變遷、空間資訊關鍵詞

壹、前言

災害可簡單分為人禍與天災，前者

可藉立法與行政作為來防範與減災，後

者則難逆。

去年 8月 7日起數日期間，西南氣

流伴隨著莫拉克颱風帶來豐沛雨水，沖

刷土壤、崩落土石，形成極具殺傷力的

土石流，造成小林村所在基盤掏空，靠

背山坡滑動，瞬間吞沒全村，適逢大潮，

沿海地區海水倒灌，洪水氾濫，廣泛衝

擊南臺灣，導致廣大民眾流離失所，生

命財產損失，釀成災害之重，是繼五十

年前八七水災後之最大水患，是為八八

水災。8月 8日單日最大降雨累積量，

就讓氣象紀錄幾乎全盤改寫，我國氣象

科學家以數值氣象模式模擬，對於西南

氣流伴隨著莫拉克颱風期間，曾為預報

降雨量過大，遠遠逾越經驗法則，而困

惑不解。也難怪不具備氣象專業知識的

官員，在第一時間無法意識到極端天氣

潛在破壞力之強大。基於前述理由，若

說八八水災是天災，實不足為奇。 

至於不久前發生於 4月 25日午後

的國道三號走山事件，又是一則令人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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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結舌的重大災害。在無風、無雨、無

地震的午後，國道三號基隆路段近七堵

處，驚傳“師公格＂山坍方，近四十萬

公噸土石瞬間滑下，完全阻斷南北雙向

車道。突發的二高走山事件，又是一個

大自然遭受破壞後反撲的現象，及國土

嚴重脆弱的表徵，這類自然反噬行為，

對習慣於颱風、地震後才發生災害的臺

灣人民，造成相當大的震撼。筆者預言，

超越科學家經驗法則的天災，絕對不會

只有一次，勢必會再發生，但也頗為擔

憂發生的頻率會更提高。

然而此一走山、三車四命的災害事

件，是禍，卻也是改善政策之轉機。民

國 86年震驚社會之汐止林肯大郡崩塌
事件，當時順向坡崩塌釀成 28人死亡，
《地質法》因而草創，至今毫無進展。

二高走山事件喚起全民的悲慘記憶，在

立法院延宕 13年的《地質法》，總算
再度受到社會各界矚目，朝野瞬間有了

共識，體認到其重要性，立法院朝野黨

團均表示將加速推動。縱使長久以來，

立法院只具備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之格

局，若真能讓《地質法》順勢通過，也

算是功德一件。然而，這種悲劇後之立

法模式，似乎是臺灣人的宿命，我國就

是在歷經慘痛的「九二一大地震」後，

才有民國 89年制定的災害防救法，目
的在於「為健全災害防救體制，強化災

害防救功能，以確保人民生命、身體、

財產之安全及國土之保全」。

災害防救法（民國89年7月19日）
公布施行迄今，已再發生多起重大風

災，諸如民國 90年納莉颱風、92年杜
鵑颱風、93年敏督利颱風、97年卡玫
基與辛樂克颱風，到 98年的莫拉克颱
風，狂風暴雨摧殘家園，兇猛土石流毀

路斷橋，幕幕怵目驚心，災情依舊慘重。

就這般每逢災害發生，政府就得盡力於

救災工作，偶一輕忽，民怨四起的循環

不斷發生。然八八水災初期，政府高官

欠缺危機意識，反應慢半拍，中央與地

方政府溝通不良，應變失序，措施欠積

極，救災欠周全，完全不像是科技進步、

資訊暢通、且救災經驗豐富的政府所應

表現的，人民再次失落莫過於此。筆者

因而受邀撰寫本文，談國家災害應變機

制檢討與改變策略，惟以吾人有限之觀

察、知識、專業與經驗，勢必會有考慮

不周之處，願提供淺見，便於各界審視

探討。

貳、臺灣之天然災害

《孫子‧謀攻篇》曰：「知己知彼，

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

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以吾人之

知識，雖無法綜觀臺灣所面臨天然災害

之全貌，但透過累積的經驗與知識，擬

比戰時，擁有敵方與我方的情資愈多，

才能避免立處於險境，遭受失敗，因此

本章節先對臺灣所面臨的天然災害概括

描述。

一、天然災害之本質

根據我國災害防救法，災害為其

規範下災難所造成之禍害，其中天然災

害包括風災、水災、震災、旱災、寒害

及土石流災害等。天然災害之本質為一

種自然現象，是因為大自然增加了元素

「人」及其「製造物」，在災難造成禍

害時，以人為本位之思維來詮釋，而產

生天然災害。

上述天然災害對臺灣而言，造成

重大傷亡以震災與水災（含土石流）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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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前者好發區多屬斷層帶，有跡可循；

後者，原因較為多元、複雜。但歸納而

言，構成之有利條件主要有：7月到 10
月豐沛雨量（颱風、熱帶低氣壓、西南

氣流）時節及屬山坡地或臨海地特性。

屬地特性之起因，主要有人為與天然兩

種，其中天然禍害，如八八水災之超大

量雨水及臨海地區受潮汐、強風浪影響；

至於人為禍害，則較為單純，主要為山

區之過度開發及其水土保持不良；臨海

地區則主要是超抽地下水以致地層下陷

為主。過去幾十年來，臺灣經濟發達、

人民富庶，人口稠密，為了各類發展，

不時與大自然爭地，尤以山坡地為主；

或則為了生計，而忽略了地層下陷之惡

化，以致不斷遭受淹水所苦。隨著全球

氣候變遷，極端事件發生頻率與時俱

增，破壞力與時惡化，吾人豈可不思，

不斷與大自然爭地，是否合宜 ?

二、天然災害風險世界第一

臺灣地理位處於歐亞大陸板塊和

菲律賓海板塊交界，為兩板塊逆向撞擊

運動而隆起之產物，是全球發生地震最

頻繁的國家之一 ; 且處於亞洲大陸與西
太平洋匯合處，不但隸屬西太平洋颱風

區，也是東亞季風好發區域，加上南北

走向高聳的中央山脈，地形陡峻，川河

流急，更易釀災。民國 85年 7月 31日
至 8月 1日期間，強烈颱風賀伯襲臺，
誘發嚴重土石流，造成重大災害。民國

88年 921集集大地震，中部山地多處
發生大規模山崩，災情慘重，為 20世
紀末期導致臺灣受創最嚴重的天然災

害。之後，鬆動的地質構造，更易受豪

大雨誘發土石流，釀成災害則是日趨頻

繁與惡化，土石流的誘發頻率，已不再

需要超大雨量的強烈颱風如賀伯之加

持，單一颱風襲臺，就可能在臺灣山區

遍地發生。

民國 94年世界銀行發行的「災害
風險管理系列叢書第五號 : 自然災害熱
點－全球風險分析」報告，係費時 4年、
整合十幾個國際知名學研機構之力量，

以全球發生的六種主要災害來評估，包

括地球物理災害之地震和火山、水文氣

象災害之洪水、颱風、山坡崩塌及乾

旱。報告指出，不論是以國家面積或人

口為基準所占的百分比，臺灣暴露於三

種或更多種天然災害肆虐的機率，均達

73.1%，也就是說，每 100人中就有超
過 73人次或每 100單位面積中就有超
過 73單位面積，可能會受到三種或更
多種天然災害的威脅。這兩項統計數字

不僅是全世界第一，而且遠比排第二名

的哥斯大黎加以面積比率 36.8%或以人
口比率 41.1%，高出甚多。

面對世界銀行「自然災害熱點－全

球風險分析」的報告，庶民可以無知，

但是政府不可以無知，政府無知即是無

能。清朝張潮《幽夢影》中有云 : 「人
非聖賢，安能無所不知？止知其一，

惟恐不止其一，復求知其二者，上也 ; 
…。」庶民非聖賢，屬上者亦是全民之

少數。反觀政府，擁有行政資源，有智

庫、有學者專家，豈能無知。何況政府

收取稅捐，其存在之目的，就是在保全

國土、為全民謀福祉。從世界銀行公布

報告迄本文完稿時，又過 4個年頭了。
筆者在此呼籲政府，應該慎重其事，審

慎檢視世界銀行之評估報告，並做好準

備、做好總體檢、擬妥解決方案與對策，

以妥善保全臺灣國土及保障全民之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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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災害應變檢討

我國災害防救法中定義，「災害防

救：指災害之預防、災害發生時之應變

及災後之復原重建等措施。」檢討災害

應變時，宜廣泛包括預防之作為。

近 10年來，臺灣之重大天然災
害，非九二一大地震及八八水災莫屬。

九二一大地震時，政府在救災過程中，

應變有條不紊。相較之下，八八水災，

政府救災之作為，初期可謂荒腔走調，

以致人民極度失望，社會爭相指責。整

體而言，主要在於最初期，極少數政府

高官，欠缺危機意識，反應慢半拍，又

不善言詞，未善盡幕僚之責，造成整體

救災情報失焦。此外，中央指揮系統混

亂，中央與地方政府溝通不良，加上藍

綠對抗推諉責任，以致應變失序，措施

欠積極，救災欠周全。列舉檢討數項，

加以說明如下 :  

一、面對真相：天然災害漸趨極端

隨著全球暖化、環境變遷日趨嚴

重，大自然現象帶來禍害事件何其多，

國內外皆然。國際上災害事件，如 2004
年南海大海嘯，以排山倒海之勢，襲擊

整個東南亞，奪走 28萬人生命；2008
年四川大地震，以近 700顆廣島原子彈
之瞬間威力，讓 7萬人喪生 ; 今年 4月
14日冰島埃亞菲亞德拉冰蓋火山爆發，
煙塵不斷擴散，迫使歐洲機場關閉，造

成航空公司每日 2億美元之損失。人類
力量何其渺小，完全無法改變前述任一

自然現象，來避免災害。對於九二一大

地震及八八水災亦然，略述如後 :

（一）九二一大地震

10年前的集集（九二一）大地震，

是 20世紀末期，造成臺灣傷亡損失最
慘重大的天災，讓臺灣人民深刻體會到

地震的破壞力。據記載，九二一大地震

發生於凌晨 1：47分 12.6秒，內政部
消防署於3分鐘內（凌晨1：50）成立「緊
急應變小組」，並與相關部會聯合成立

「重大地震中央處理中心」。行政院於

40分鐘後（凌晨 2：30）成立「重大地
震中央處理中心」，並宣布九項緊急處

理指示，同時立即動員國軍救災。當時

副總統代表總統於凌晨 3：10前往中心
了解災情，國防部也於清晨 6：00成立
「救災應變指揮中心」，並將「前進救

災指揮所」設立於主要災區。當日上午

前總統李登輝先生即往南投、苗栗等災

區巡視。並迅速成立「災區重建推動委

員會」，以推動災後重建工作。稍後，

國家更進一步檢討建築物或其他結構體

的防震措施，強化防震教育及其防災宣

傳，並將九二一大地震編入教材，以降

低及避免未來震災及二次災害的衝擊。

當時政府，災害後救災應變井然有

序，全民雖有哀痛，但少責難。

（二）八八水災

去年 8月 5日至 10日期間莫拉克
颱風襲擊臺灣，於 8月 7日起數日又
伴隨著西南氣流，帶來破紀錄的豐沛雨

量，嚴重衝擊南部地區，造成慘重災情，

即稱八八水災。在颱風創下高雨量紀錄

的屏東縣，貫穿南臺灣的南迴線鐵路受

災嚴重，多處坍塌，並造成數公尺的淹

水。另外，在高雄縣方面，則以山地部

落村莊人員傷亡最為嚴重，其中甲仙鄉

小林村慘遭滅村，數百人喪生，整村僅

有少數人存活。其他受創嚴重地區尚有

高雄縣那瑪夏鄉、六龜鄉（新開部落）、

屏東縣林邊鄉、佳冬鄉、臺東縣卑南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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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本溫泉區）、太麻里鄉等。對照災

後與災前衛星影像圖，圖 1顯示南部山

坡地為崩塌最嚴重的區域；圖 2則展現

本次災後南部沿海地層下陷區域淹水特

別嚴重。在八八水災中，整個救災系統

勘災通報、查證與救援聯繫，錯失救援

黃金時間，以災情嚴重的高雄縣小林村

為例，地方政府僅通報該村土石流潛勢

流域列入黃、紅色警戒，未能有效撤離

居民最為遺憾。

人類力量渺小，面對前述任一現

象，皆無法改變；尤有甚者，不僅改變

不了莫拉克與其共伴氣流之路徑，也對

其路徑與定量降水預報，都充滿了不確

定性，更別說預測何時、何地“地牛＂

翻身了。人豈能勝天？吾人應好好省

思，如何順應自然法則，趨吉避凶。

二、國土極度脆弱 

在上述提到世界銀行的「自然災害

熱點－全球風險分析」報告中，以第三

者的立場，對各國暴露天然災害的風險

提出危險警告，客觀地彰顯臺灣國土脆

弱的事實與嚴重性。茲不再贅述國人習

以為常的地震和颱洪災害，而以 3個順

向坡滑動釀禍事件為例，說明國土之脆

弱：

（一）林肯大郡

臺北縣汐止鎮林肯大郡社區，於民

國 86年 8月 18日溫妮颱風來襲時，

位於其後方之山坡地發生滑動，並衝垮

邊坡下方的房屋樑柱，瞬間造成 80戶

房屋全毀，20戶半毀，當場有 28位居

民罹難及近百人受傷的重大災害。此次

災變係由於砂頁岩互層之順向坡滑動所

致，當地層層面受到地下水或雨水的浸

潤，及其他外力的侵蝕後，這些較容易

圖 1.莫拉克風災後南部山坡地崩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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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莫拉克風災後南部沿海地層下陷區域淹水情形

軟化界面的地質材料，減低其力學強

度，進而產生岩層間的滑動面。而上層

龐大的岩體，順勢朝地層原本傾斜方

位，往山坡下方滑動，因構築之擋土牆

或岩錨等結構措施未能有效抵擋其下滑

力量，產生此次破壞性災難。

（二）小林村

位於旗山溪上游的甲仙鄉小林村

為平埔族村落，去年莫拉克颱風來襲，

8月 7日與 8日連續兩天的驚人累計雨
量，造成小林村上游野溪土石流爆發，

大量土石進入楠梓仙溪中，將楠梓仙溪

擋住成為堰塞湖，隨即溪水高漲，堰塞

湖潰堤，大量洪水掏空小林村下邊坡，

造成小林村上游的獻肚山順向坡下滑，

整村則慘遭土石淹埋，現場一片泥濘，

完全看不到任何建物、房屋或人，滿目

瘡痍，整段災變過程，太快也太驚人。

圖 3為災後應用高解析福衛二號影像判

釋，可清楚地看出小林村民宅完全遭土

石覆蓋。

（三）國道三號崩山

今年 4月 25日午後的國道三號七

堵段發生走山事件，至今仍讓人心有餘

悸。根據中央地質調查所現場勘查後研

判，高速公路施工時，雖然有岩錨等防

護工事，但坡地經大自然之風化，產生

地質變形、位移、侵蝕等現象，加上雨

水累積，在地層中流竄，雨水壓力讓地

層強度降低，超過所能承受的臨界值而

發生山崩。據悉，工程選址時應特別注

意，先要做好敏感地質調查；順向坡應

以工程的方式補強，像是用岩錨固定，

並設置地下水位、水壓等監測系統，隨

時了解地質的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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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小林村遭淹蓋

三、藍綠對抗、無所不在

臺灣最可悲之事，非無所不在之藍

綠對抗莫屬。藍綠如同一個家庭裡面的

父母，人民則如子女，父母失和，百姓

如何幸福、如何發展。八八水災釀成重

大災情，資訊傳開之初，中央與地方政

府政治人物，居然藐視救災之急迫性，

為了推諉責任，先掀起了口水戰。中央

與地方政府欠缺同理心，何以災難期

間，仍如此這般，實在匪夷所思。百姓

真是無辜，無語問蒼天啊，也莫怪眾多

人民對藍綠政治人物同感失望。我國已

歷經兩次政黨輪替，藍綠都有機會再執

政，不應該失去民主的核心價值觀，應

該以理性、務實、穩健的態度，面對問

題，解決問題，重新取得人民的信任。

四、防災、減災效益不彰

災害預防工作關係著人民生命安

全與財產保全，妥善的預防作業可降低

災害所帶來的影響。國土復育一直是這

幾年來熱門的話題，而長程計畫往往不

是一針見效，容易被忽略而停擺，但是

災難一旦來臨，卻又自責未落實該做而

未做的規劃，筆者在此僅舉兩例，本當

長期規劃才能有效減災之事項，當做參

考。

（一）水土保持規劃

颱洪災害的預防可歸納為兩個面

向，即水土保持規劃與都市計畫，以臺

灣特殊地形而言，水土保持規劃應著重

於山坡地開發與使用規範以及集水區整

體治理；防治颱洪災害的根本方法，即

必須維持河川上游的天然植被覆蓋率，

規劃理想伐木作業，並加強取締盜伐情

形，並依據生態系經營的理念種植更多

樹木，防治大規模沖刷，確保下游保全

對象之安全。

（二）地層下陷防治

臺灣地層下陷區，除了臺北盆地

外，以西南部沿海鄉鎮為主。一般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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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者之肇因為養殖漁業者超抽地下水。

據估計，在沒有災害的情況下，其產生

經濟效益約為每年數十億元。然而近年

來，這些區域已不再需颱風，只要下大

雨就淹水，其經濟效益已每況愈下。何

況，防止水災及回復地層作為，代價近

千億元。可是，問題存在已超過 10年，
到目前尚未獲得妥善解決。此外，筆者

也相當擔心高鐵行經地層下陷較為嚴重

的雲林縣，其防治作為必須更積極。

五、指揮系統效率不足、資訊流通

整合不力

隨著科技的進展，災害情資搜集變

得更迅速，且更廣域，然而在過去我國

災害應變過程中，資訊流通混亂，欠缺

整合，無法有效提供災害應變指揮系統

做判釋與決策，檢討其原因如下：

（一）指揮系統效率不足

綜觀臺灣近年來災害發生後，每

逢颱風、地震發生時，各單位可達到獨

立應變成效。如，國立中央大學太空及

遙測研究中心積極作為，一旦災害發生

後，就啟動前年（97年）訂定之緊急應
變小組作業程序，在最短時間搜集、接

收、處理、並提供災區各類高解析衛星

影像，以進行災情監測與判釋、救災輔

助及災害損失評估等作業。過去曾協助

重大災害事件後之人道救援，如民國 97
年四川大地震。又如，更多公部門諸如

中央氣象局及時發布雨量警示、農委會

水保局發布土石流警戒、災防中心彙集

災情、水利署防汛作為等等，都能有效

極力投入防救災之列。

然目前臺灣一旦面臨複合性災害發

生時，以莫拉克颱風為案例，颱風登陸

時，恰逢天文大潮、強風及暴雨的綜合

影響，崩塌、洪水、土石流等等災害，

在短短數日內在臺灣各地一起發生，這

時就暴露出中央指揮系統的問題，不論

在橫向各領域單位與專家之溝通整合，

及縱向各層級間，包括徵用救災機具之

方式與時機、災難預警系統、事故發生

之緊急應變措施網路等等，無統一標準

流程及運作方式，導致救災指揮失序，

狀況連連，不但造成資訊的混亂，各界

互相指責，民眾、第一線救災單位無所

適從。

（二）情資高度專業、宣達欠通俗化

科技與時俱進，災害與時惡化，

大規模災害具有時間之急迫性、空間之

廣域性及情境之複合性，掌握情資需要

靠先進觀測設備，藉由多元平台如無人

飛行載具、飛機與衛星來獲取，這類情

資（此為空間資訊或空間情報）具有高

度的專業性，需有專業人才進行前置及

處理作業，然後依災害類別、情資屬

性，由相關專業人員接手分析、詮釋與

展示，最後才可提供災害應變指揮系統

或指揮官運籌帷幄之參考，並做資訊後

續宣達。然而，我國教育制度僵化，升

學主義掛帥，越高學歷之養成，培育內

容狹隘、欠缺廣度，如理工專業養成過

程中，欠缺人文素養。在隔行如隔山的

情況下，過於專業之科技術語，與尋常

人溝通不良，難以理解，無法有效宣達

資訊之真正內涵。一個明顯的案例，就

是八八水災期間，以降雨量幾公分為預

報，非專業百姓未能即刻認知其隱含之

風險。

（三）機構間欠協調整合

高度專業化情資之管理，非個人能

力所及，必須仰賴專業機構，例如職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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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人飛機載具勘查災情之農委會水土保

持局與國防部中科院；掌握航照作業之

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國防部照技隊及

農委會林務局農航所；管理衛照影像之

中央大學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國家太

空中心、國防部電展室及國安局。平時

各單位運作如常，災害應變時，則都上

緊發條，戮力於搜集空間情資，惟恐掛

一漏萬。然而，各機關間沒有整合機制，

橫向溝通不良，資訊無法統合運用，甚

為可惜。

順道一提，前述機關都是政府機

構，自行編列公務預算來作業，唯獨太

空及遙測研究中心必須自籌經費，以支

付該中心約 80%專職人員的薪資，而
其他 20%的專職人員，則主要任務是
在於從事教學與研究，如何名正言順的

納編該中心能量於防災體系，政府應該

有所更積極合理的作為。

（四）國際接軌牛步化

隨著天災極端化，災情廣域化，在

國際上，積極推動許多因應方案，試圖

有效統合空間資訊於救災應變。然而，

我國通常懷著島國心態，民情向來以管

窺天，欠缺國際視野，與國際脫軌行事。

事實上，面對這一全球變遷的衝擊、前

所未有的挑戰，聯合國早已啟動跨世紀

最偉大之工程－對地球環境全面展開監

測。

為達全面展開地球觀測之目的，聯

合國舉辦系列高峰會，早於民國 91年，
在南非召開世界永續發展高峰會（World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次年6月，在法國舉行G8高峰會，7月，
在美國華盛頓召開第一次地球監測高峰

會，與會包括 33個國家及歐盟部長級

官員以及 21個國際組織代表。之後，
也持續擴大辦理各種高峰會，促成政

府間的地球監測組織（Group on Earth 
Observations, 簡稱 GEO）成立，並
擘劃全球地球觀測系統（Global Earth 
Observation System of Systems, 簡稱
GEOSS）平台，以達成九大服務效益
目標 : 災防（減輕因自然或人為災害帶
來的生命和財產的損失）、健康（了解

影響人類健康和安全的環境因素）、能

源（提高能源管理水準）、氣候（了解、

評估、預測、減緩並適應氣候變化及其

易變性）、水資源（進一步了解水循環，

提高水資源管理水準）、天氣（提高天

氣預報和預警品質並善用天氣資料）、

生態系統（加強陸地、沿海和海洋生態

系統的管理和保護）、農業（推動發展

可持續農業、防治沙漠化）、以及生物

多樣性（了解、監控和保護延續生物資

源）。為響應這一跨時代、有意義的偉

大工程，目前已有高達 80個國家共襄
盛舉成為會員國，另外尚有 58個國際
組織機構參與，及 6個國家或國際組織
機構成為觀察員。

此外，聯合國之技術諮詢機構國際

宇宙航科學院（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Astronautics；IAA），亦響應 GEO
規劃，於民國 97年啟動國際全球航空
航 天 監 測 系 統（International Global 
Moni tor ing Aerospace System； 
IGMASS），主要願景在藉由結合現有
地球電離層、大氣、岩石圈和外太空的

監測資訊，以有效和充分地預測毀滅性

自然災害和人為造成的災難。於民國 99
年成立一個 IGMASS計畫實施管理機
構―國際落實委員會，在其願景及國際

宇航科學院的組織架構下運作，藉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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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科學家、領導階層參與者之影響，

引起各國公眾廣泛關注 IGMASS計畫，
共同努力尋找預測毀滅性自然災害和人

為造成災難的新思維和技術，協助落實

IGMASS。國際宇宙航行科學院成立於
民國 49年 8月 16日之第 11屆國際宇
宙航行大會，主要成立目的在於促進宇

宙航行發展之和平性；推崇相關科學或

技術成就上表現傑出之學者；提供一個

讓成員（院士及通信院士）為國際努力

之平台；以及鼓勵航太科學發展之合作。

成立以來合作之國際科學院已超過 20
個，其成員目前約有 1200人，分布於
全球 75個國家中。

肆、原則與策略

臺灣的災害管理一直都是近年來被熱

門討論的話題，但是如何具體而正面的落

實，應該是目前最迫切要解決的問題。

一、順應自然法則－再省思「人定

勝天」之真諦

古云「人定勝天」，誠屬勵志之

詞彙，在於勉勵人類，只要意志堅定，

人的力量是可以克服自然障礙，改造環

境的。但是，隨著全球暖化、環境變遷

日趨嚴重，人類智慧及其創造科技之力

量，相對於大自然的力量，實在是微不

足道，完全不足以抗拒大自然的力量，

也無法改變大自然的現象，諸如前述之

南海大海嘯、九二一大地震、四川大地

震、八八水災、冰島火山爆發。我們應

該好好再省思「人定勝天」之真諦，除

去勵志，應該揚棄「人定勝天」，審慎

順應自然法則，以趨吉避凶。

二、展開國土調查－國家科技現代

化之展現

人類的一切生活及產業發展活動

和土地息息相關，人類利用土地生產所

需物品及取得相關資源，以維持其生活

及產業發展，而土地利用更是人與土地

間互動過程中，具體表現的形式之一，

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政治經濟發展條

件及自然環境的限制下，即會展現出不

同的土地利用形式，土地利用的分布狀

況，也反映出人類的活動類型與決策行

為。國家的現代化程度越高，對國土利

用調查的依賴程度愈深，應用範疇也愈

廣。合理且永續的進行國土調查規劃，

應視為促成國家經濟發展、保障國民福

祉、增強國家競爭力的基礎工程建設之

一。

三、消弭藍綠對抗－國家領導人必

做之功課

臺灣社會藍綠對抗嚴重，實在是已

達到病入膏肓之境界，為了被「時代雜

誌」評選為最具影響力百大人物、愛心

菜販陳樹菊女士赴美受獎的一句話，仍

然能窮凶惡極地斷章取義，怎不讓身為

臺灣的一分子，感慨萬千呢 ? 然而，就
國家領導人而言，面臨的問題並不能一

笑置之，而須更深沉思索如何消弭藍綠

的對抗。坦言之，擔任單位、機關、或

團體的領導人或主管，已相當不易，更

甚之為國家的領導人，尤其是在一個充

斥理盲與濫情的社會環境下，更艱辛。

筆者期待政府推展理念、貫徹政策之

時，須以包容的心接納質疑，以果決的

心做困難決定，以意志力堅持理念，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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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胸懷擘畫遠景，才能開創臺灣美好

的未來。

四、落實防災政策－節省社會成本

防患於未然

根據我國災害防救法第 12條至第
14條，規範了「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
時」政府之作為，為防患於未然，是相

當明智之舉。畢竟天災難料，只能盡人

事，但對於人禍，有太多可改善的空間。

我們該關心的議題多如牛毛，不論在水

土保持規劃，管制坡地開發，地層下陷

等等問題，都應積極、確實執行長期計

畫，於易發生土石流災害的河川，除建

立監測預警系統外，也需一併減低、消

除潛在災害發生之因子，防患於未然，

也可有效節省社會成本。

五、強化指揮系統－全面提升行政

之效率

為發揮指揮系統力量於極致，必

須掌握權責相符、機關級別恰如其分之

原則，而非所有調度都全然由中央直接

統籌或過於分散，以致效能不彰、權責

不清，以颱風時河流沖刷、氾濫成災為

例，水利署所扮演責任重大，但位階過

低，必須賦予更大權責，調高其層級，

一次到位，以利跨單位協調。目前各單

位都有獨立之防災緊急應變措施，然因

複合性災害的發生機率逐年增加，必需

改善各單位或各領域間之協調，優化整

合各領域專家，災後及時提出減災及救

災之具體建議。然而，各領域學者專家，

都有其專門的訓練與專業的術語，如在

災情發生中，毫無演練下集結，成效必

受限，筆者建議平時就需加強跨領域、

跨部門之防救災科技資源及資訊的流暢

性，有效促進防救災措施的落實應用。

六、組織專業學會－學習國際經驗

於防救災應變

臺灣在國際上，地位獨特，對於國

際組織與活動，常常不得其門而入，尤

其是與聯合國或國際上政府間成立之相

關組織或團體，地球觀測組織（GEO）
即為一例，有鑑於防救災已國際化，災

情蒐集已科技化，特別是空間情資，

臺灣不應自絕於外，可以務實地成立

與 GEO直接可串聯之專屬民間組織，
如臺灣地球觀測學會，以民間組織的形

式，整合力量，參與 GEO，分享其建
置 GEOSS平台之四度空間情資；並建
構成通俗化高度專業情資之溝通橋樑，

做好災防教育，俾利於情資宣達，易為

人民所接受與消化，以充分發揮空間情

資之功能。

伍、結語

乾旱的沙漠，蘊藏著昂貴的石油；

枯竭的山頭，富藏著稀有的礦石；秀麗

的山巒，包藏著致命的危險。老天對待

世人，就是這麼的公平。

臺灣的景致宜人，早在 400多年
前，即被葡萄牙人讚嘆為美麗的寶島；

然而，翠綠山脈，高聳入雲，山河極度

脆弱，暴露於多種天然災害之風險位居

世界第一，也是“天災之島＂啊！國人

應有所警惕，平時就需做好防災準備。

尤其，面對全球變遷持續惡化、極端事

件日愈頻繁之際，更應順應自然法則，

確實展開國土調查，落實災防政策以防

患未然，提升行政之效率，組織專業學

會，有效學習國際經驗，做好災害應變

之演練，以佑我國土與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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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OSAT-2 

福爾摩沙衛星二號的任務 

由我國國家太空中心規劃之自主擁有的第一枚遙測衛星  

「福爾摩沙衛星二號」 於 2004年5月21日成功 

發射，進入距地球表面891公里的太陽同步 

軌道飛行，重760公斤左右（含酬載及燃料）， 

每日通過台灣海峽上空二次，繞行地球一週 

時間約 103 分鐘 。福衛二號的軌道夠高、 

視角夠大，可對極區完全取像， 

此為其它高解析光學衛星所不及。  

福衛二號的任務是對台灣及全球陸地 

及海域進行近即時之遙測作業。白晝地區拍攝 

的影像資料可應用於國土規劃、 

資源探勘、環境保護、 

防災救災等。 

當衛星運行到黑夜地區 

(eclipse)時，高層大氣象上 

閃電之自然現象科學觀測， 

可以提供做為科學實驗研究。 

 

因此，福爾摩沙二號之任務係兼具 

                  “遙測”與“科學”兩大任務。  

國立中央大學 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 特聘教授   劉說安(Yuei-An Liou)博士 

E-Mail: yueian@csrsr.ncu.edu.tw   Tel: + 886-3-4227151 ext 57631、57697  

mailto:yueian@csrsr.n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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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衛星觀察北極冰裂縫的現象 

北冰洋（Arctic Ocean），位於北極圈內，面積1405.6萬平方公里。 

洋面上有長年不化的冰層，占北冰洋面積的 

三分之二，厚度多在2至4公尺左右。水溫 

大部分在0℃以下。2008年北極海冰量是 

自1979年來的第二新低。 

美國國家冰雪中心(NSIDC)研究指出 

2008年最低點在9月，平均北極海冰 

約4.67百萬平方公里。北極海冰量最低點位於 

2007年，約4.28百萬平方公里， 

排名第三是2005年，約 5.57百萬平方公里。 

北極自春分(3.21)以來開始永晝， 

每日的地貌變化非常顯著，從影像可看到 

光度逐漸增強、冰原裂縫變化等現象。 

Alert為加拿大最北邊的城市，是全球最北端 

的永久居住地，位於北緯82度28分， 

西經62度30分，每年由三月最後一個禮拜開始 

到九月中都有24小時的陽光。連續數日的 

清晰影像，可看出明顯的日變化。 

 

 2006/3/25                           2006/3/26                 

                      2007/5/2                

 2008/4/29                 

國立中央大學 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 特聘教授    劉說安(Yuei-An Liou)博士 

E-Mail: yueian@csrsr.ncu.edu.tw   Tel: + 886-3-4227151 ext 57631、57697   

mailto:yueian@csrsr.n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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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衛星影像量測冰河流速 

全球暖化導致極區冰層融化加速， 

冰層變薄，冰河流速加快。 

由福爾摩沙衛星二號高解析度的衛星影像， 

可以分辨出極區冰河的裂隙特徵， 

進而追蹤出不同日期衛星影像 

的冰河裂隙特徵的位移量， 

而推算出冰河的流速。 

本研究區域是南極洲流向 

ROSS 冰架和 ROSS 海的 Mulock 冰河， 

初步結果顯示 Mulock 冰河的流速 

大約是每天1公尺左右， 

且在接近冰河出口處流速較快。 

 

 

國立中央大學 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 特聘教授    劉說安(Yuei-An Liou)博士 

E-Mail: yueian@csrsr.ncu.edu.tw   Tel: + 886-3-4227151 ext 57631、57697  

mailto:yueian@csrsr.n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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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國會殿堂第一 

國立中央大學 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 特聘教授   劉說安(Yuei-An Liou)博士 

E-Mail: yueian@csrsr.ncu.edu.tw Tel: + 886-3-4227151 ext 57631、57697  

Email from Dr. Warwick Vincent on 6 March 2009: 

 

Dear Yuei-An 

 

I have been invited to speak to the Canadian 

Parliament in Ottawa this morning (5 March 2009) 

and will show our MPs and Senators one of your 

beautiful Formosat-2  images of the Canadian 

North, very kindly provided by NSPO (and duly 

acknowledged on the slide).   
 

Warwick Vincent 

Director, Centre for Northern Studies (CEN: Centre d'Etudes 

Nordiques) 

Professor & Canada Research Chair 

Dept de Biologie, Laval University, Quebec City 

QC G1V 0A6, Canada. Tel: 1-418-656-5644; Fax: 1-418-656-2043 

warwick.vincent@bio.ulaval.ca 

CEN: www.cen.ulaval.ca/english/ 

CRC: www.cen.ulaval.ca/warwickvincent/ 

International Polar Year: www.cen.ulaval.ca/MERGE/ 

Book: www.unep.org/Publications/polarbooks/books/1018.aspx 

 

©  FORMOSAT-2; July 2008 

Taiwan National Space Organization (NSPO) 

媒體報導: 北極暖化快！2013年冰層消失 【2009/3/6 22:51】   
 

真相如何? 

Email from Vincent on 07 March 2009 

 

Dear Yuei-An 

 

The Reuters reporter took 1 slide out of my 40 and turned it 

into a story- and it was not even my prediction! 

Attached is that slide. It shows decreasing sea ice that is at 

present tracking the more pessimistic predictions- specifically 

the Maslowski et al 2007 model. 

You cant put a date on it - so the way Reuters told the story is 

not correct, there are large confidence limits on the Maslowski 

estimate. 

However it is true that the decrease is happening faster than 

we predicted even recently, and most of the multi-year sea ice 

is now lost. What is left is annual ice that will now melt faster. 

We think that 2008 was a year of record minimum sea ice 

volume - and we know that the Northwest Passage and 

Northeast Passage were both open, for the first time in 

recorded history. 

I hope this helps 

 

Best wishes 

 

Warwick 

沃德亨特冰架 

(Ward Hunt Ice Shelf) 

07/27    07/29      07/31 

2008 

mailto:yueian@csrsr.ncu.edu.tw
mailto:warwick.vincent@bio.ulaval.ca
http://www.cen.ulaval.ca/english/
http://www.cen.ulaval.ca/warwickvincent/
http://www.cen.ulaval.ca/MERGE/
http://www.unep.org/Publications/polarbooks/books/1018.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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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測技術與糧食安全篇】  

太空之眼

文 ‧ 攝影 / 劉說安（國立中央大學太空及遙測中心特聘教授）

月號年2012 11

衛星影像秀給你看
全球水稻年產量

受到全球氣候變遷的影響，極端氣候事件發生頻

率有日益增加的趨勢，許多國家時常發生連續

乾旱或突來的豪大雨導致淹水，這些狀況不僅擾亂了

民眾的日常生活，也大大地影響著各地農作物的生

長。今年 (2012) 美國發生大規模乾旱，嚴重影響穀

物與豆類的生長，同年 7 月更是美國史上最熱的一

個月，隨著飆升的溫度與缺少降雨，包括內布拉斯加

州 (Nebraska)、堪薩斯州 (Kansas) 在內的農地，都呈

現非常慘烈的狀況，如圖暗紅色區域為異常乾旱，紅

色為極端乾旱，橘色為嚴重乾旱，膚色為中度乾旱，

黃色為輕度乾旱 (USDA)。

糧食產量下滑??
亞洲國家因極端氣候農作物產量近年來都呈現減

少的趨勢。2010 年美國科學家研究六個亞洲重要稻

米生產國(如泰國、越南、中國等)，其研究結果指出，

過去 25 年由於夜間溫度升高的影響，亞洲地區稻米

產量約減產 10%-20%( 研究結果發表於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PNAS)。而依

據聯合國糧農組織 (FAO) 與世界銀行資助的國際水資

1

全台一期水稻分布圖圖 1

2012 年美國乾旱分布圖 (USDA)

源管理研究所 (IWMI) 於 2009 年的報告指出，全球

糧產需提高 70% 才能在 2050 年餵飽估計高達 91

億的全球人口，而亞洲在未來 40 年內，預計將增加

15億人口，該報告同時提及針對亞洲各國農業經營，

必須由其他區域進口大量糧食作物，再者需設法增加

與擴張雨季農業 (rainfed agriculture)，即仰賴降雨灌

溉之農業，且同時關注一般灌溉耕地 ( 研究結果發表

於 IWMI-FAO report)。

至於台灣，2011 年農委會公佈台灣糧食自給率約

32%，顯見非常仰賴進口以達到國人糧食需求量，

而同時政府必須加強科研機構與企業的合作、改善農

業灌溉設施與方式、保留優良農地、有效利用有限水

資源、新品種研發，如此才能減少對糧食進口的依

賴，有效解決糧食問題。

由此可見，積極的進行區域性糧食產量預估變得相

當重要，政府單位若可以掌握這方面的訊息，就能夠

進一步採取相關策略，以穩定區域糧食產量的狀況。

現在，透過衛星遙測技術，可以簡便且快速地估算大

面積的水稻分布與產量喔 !

臺灣水稻空間分布情形

由美國太空總署 (NASA) 拍攝的

MODIS 全球觀測影像，可以得到相

同位置不同時間或季節的影像。我們

利用 MODIS 影像獲得全台水稻田分

布狀況 ( 圖 1)，圖中綠色部分就是水

稻的分布範圍，可看出台灣的水稻主

要分布在地形較為平緩的西岸中南部

縣市，如彰化、雲林、嘉義及台南等，

為種植較集中的區域。

水稻的生長過程大致可分為五個

階段：播種、出苗、抽穗、成熟及收

穫，由於這些變化，地表覆蓋物在衛

星影像的觀測下會呈現不同的畫面，

MODIS 衛星所裝置的感測器可以對

不同的地表覆蓋物所反射的不同光譜資訊進行偵測，

因此可以快速的獲得大面積農作物的分布情形。

舉例來說，水稻田在插秧之前會進行灌水，此時

從衛星影像上，可以觀測到農田中的水體；當稻子逐

漸生長、抽穗，衛星也可以感測到綠色葉子覆蓋率增

多的情形；而當稻子收成後，稻田會呈現乾燥裸露的

土壤，此時衛星也可以偵測到綠色植物覆蓋率減低，

及乾燥裸露地增多的情形。因此，我們就可以輕鬆地

觀察出水稻的分布範圍，然後再估算其總產量了 ! 由

圖 1 一期水稻空間分布可看出，MODIS 衛星影像估

計結果，全台以雲林縣種植面積最多約 33,993 公

頃，其他較高之縣市為彰化縣 25,087 公頃、嘉義

縣 19,756 公頃及台南 12,987 公頃，估計誤差約在

20% 以內。我們所使用 MODIS 影像已由 NASA 經過

初步校正，但部分區域仍受到雲層影響。整體而言，

應用衛星影像所獲得之稻米種植面積推估模式，具備

實用性、預測性與即時性的效用。       （下轉9版）

嘉義縣鹿草鄉。

嘉義市西區。

嘉義縣太保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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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我們可以準確地知道水稻田的分布位置，那

麼當乾旱或淹水等天災發生時，就可以快速地

估測天災帶來的農作物損失程度，並提供相關農業策

略的執行。

以 2011 年嚴重侵襲泰國的洪災作為案例說明。

通常 6 至 10 月是泰國的雨季，會造成大量的降雨，

但在 2011 年的 7 至 10 月，這場雨季卻帶來了巨大

的洪水災難，據官方統計資料顯示，是當地 70 年來

罕見的洪災規模。泰國為世界主要的稻米輸出國，此

次遭受的稻米損害，恐已影響世界糧食價格的波動及

經濟的動盪，備受世人關注。利用 MODIS 衛星影像

的觀測，可初步評估當地因洪災所帶來的稻米潛在損

失狀況。

泰國東北地區為稻米的主要生產區域，此次降雨

造成多處水患成災。圖 2 的左邊是利用 MODIS 所判

釋出來東北地區的稻米種植區域，而右圖是官方公佈

的資料。

最後將此次淹水最為嚴重的區域套疊至水稻分

布的結果 ( 圖 3)，就可以發現洪水氾濫的區域 ( 橘

色範圍 ) 跟稻田分布的相關性，推估結果此次洪災

後，泰國東北部淹水區域之稻米產量損失情況約為

5,811,767.13 噸 ( 誤差約 12%)。豪大雨過後的長

時間淹水可能影響稻田的收成及次年稻田的生長況

狀，是需要相關單位持續關注的問題。

2011年 311東日本大地震
造成之農作物損失

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東北地區發生強烈地震並

引發海嘯，除造成該地區的嚴重災害外，更衝擊全日

本農業的經濟損失及糧食安全。此次受災區域以東北

沿海的宮城縣及福島縣最為嚴重；依據日本農林水產

省官網 (MAFF) 公佈資料顯示，東北地區宮城縣及福

島縣的稻米種植面積百分比分別佔全日本的 4.52%

與 4.96%，而產量則分別為 4.72% 與 5.26%。利用

相同 MODIS 影像推估模式，得面績推估數據與實際

數據 (MAFF) 之誤差分別為宮城縣 4.46%，福島縣

10.48%；產量部分則分別為 3.01% 及 7.41%。後

續再將本研究數化之海嘯侵襲範圍圖層套疊於水稻空

間分布圖 ( 圖 4)，並計算兩縣水稻受損面積。顯示水

稻田損毀面積約為 1,932.52 ha( 宮城縣 ) 與 718.43 

ha( 福島縣 )，且各佔其水稻總種植面積的 2.63% 及

0.89%。以此推估水稻田受損產量，分別為9,472.60 

tons 與 2,939.10 tons，各佔其水稻總產量的 2.37%

及 0.66% 。以稻米市價每公斤 200 日圓計 (MAFF)，

預估未來宮城縣及福島縣兩縣每年損失共約 2.5 億日

圓。以該兩縣佔日本總農產品經濟價值的 2.2 % 計，

推估未來日本農產品每年總損失共約 114 億日圓。

日本東北地區震災發生後，水稻產區宮城縣與福

島縣之水稻種植面積損失情形預測結果顯示，我們應

用之水稻田面積與產量推估模式，對於突發性災害與

大面積災後水稻田損失評估，具良好的推估能力及可

行性；此案例說明，針對未來區域性災害發生時，此

推估模式可及時應用於災害之監測、災損評估及相關

數據呈現，以獲取及時性情報及提供後續決策參據。

文 ‧ 攝影 / 劉說安（國立中央大學太空及遙測中心特聘教授）

年泰國洪災造成之農作物損失2011

極端氣候 水患地震
連鎖反應！

MODIS 推估之水稻空間分布圖
並套疊海嘯侵襲範圍圖層

圖 4

泰國東北地區淹水區域及
水稻分布圖

圖 3

泰國東北地區稻田分布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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