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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說明

1996-2001年因颱風和水災死亡或失蹤者有699人，
房屋全倒或半倒6,373間，農林漁牧與交通水利防
洪損失合計1,114億元， 如何建立災損評估模式為
重要課題。

評估區域的颱洪損失，作為政府規劃工程與非工
程性防災體系的基本資料。



研究目的

分析暴雨時空變化特徵

建立極端降雨之基本資料

分析不同區域暴雨的季節、強度及延時差異性

探討洪災損失與之定義及估計方式

以納莉風災為例進行問卷調查

蒐集並建立各部門洪災損失函數

員山子分洪成本效益分析

結合淹水潛勢模擬數值資料並以GIS圖層套疊

研擬工程與非工程減災之最適規劃



文獻分析

極端暴雨研究

研究暴雨的統計、時空與天氣型態等特徵。

Koutsoyiannis & Baloutsos(2000)對暴雨統計模型的
建立提出說明

Van Gelder, P.H.A.J.M., van Noortwijk J. M., & Duits
M. T., (1999)

分析極端事件很難突破資料長度的限制

以多個模型給予不同權重來模擬

參考Guttman, Hosking & Walis (1994)L-moments方
法建立暴雨事件的統計模型



文獻分析（續）

淹水損失估計
一般將淹水損失分為直接損失與間接損失
Kates(1965)等建議以直接損失的某百分比估算間接損失

家戶部門
Parker et al. (1987)區分家戶財產損失及無市場價值財貨
的損失

產業部門
直接損失：資產損失、資產重置成本以及重建成本
間接損失：暫時性生產中斷與生產流程完全復原

公共部門
直接損失：反映出公共設施的損壞換情況
間接損失：表示因服務中斷期間所產生的其他所有損失



文獻分析（續）

小結

多以直接損失與間接損失的方式估計，且必須
區分有形與無形損失，

定義與估算上較為不易



損失定義

從資本的角度定義

將洪災的危害視為對各項資本的損害

依據各種資本提供的服務(功能)分類，衡量應
給予之最小補償金額，使其保持與未受災前時
相同福利水準

公共部門或工商部門因淹水未能提供服務的損
失歸類為家戶的機會成本與金錢損失



問卷調查-家戶部門

母體

民國90年納莉颱風水災受災戶，包括台北市大安區、
松山區、內湖區、南港區、台北縣汐止區及基隆市七
堵區

抽樣

隨機抽樣

有效樣本數為299戶
調查時間

民國92年7月至8月



洪災損失推估-家戶部門

經濟損失調查內容：
• 發生水災時居住於其他處所的成本
• 住宅結構性損害修復之花費
• 水災後清理、整修、復原之費用

(含住家環境、水電、裝潢、粉刷、門窗、家具、電器)
• 受損而丟棄的家具、電器與汽機車的價值
• 汽機車的修復費用、變賣與回收的收入
• 居住社區公共設備之修復的分攤費用
• 因淹水而未上班上學的損失
• 因水災產生相關疾病診療費用以及未上班上學的損失



洪災損失推估-家戶部門（續）

實證模型變數說明
變數名稱 說明
災害衝擊  
TLOSS 洪災損失（千元） 
DEPTH 淹水深度（公分） 
家戶特徵  
IC 家戶所得（千元） 
LIVY 居住在此房屋的年數（年） 
PEO 家中總人口數（人） 
建物特徵  
BUILD 若為透天別墅，虛擬變數＝1；若為公寓大廈，虛擬變數＝0 
OWN 若房屋為自有，虛擬變數＝1 
風險減輕  
PRE 若災前的有進行防洪措施，虛擬變數＝1 
INS 若災前有保颱風險，虛擬變數＝1 
淹水經驗  
EXT 過去淹水總次數（次） 
EX1 若過去有一次淹水經驗，虛擬變數＝1 
EX2 若過去有二次淹水經驗，虛擬變數＝1 
EX3 若過去有三次以上淹水經驗，虛擬變數＝1 

 



洪災損失推估-家戶部門（續）

變數名稱 參數估計 (t 統計量)
INTERCEPT（截距項） 1.514 (1.63) 

LOG(DEPTH)（LOG(深度)） 0.389 (10.39)*** 

IC（家戶所得） 0.001 (0.50) 

LIVY（居住年數） -0.025 (-1.86)* 

LOG(PEO)（LOG(家中總人口數)） 0.380 (0.97) 

OWN（房屋為自有） -0.270 (-0.39) 

BUILD（住屋為透天別墅） 0.442 (0.97) 

PRE（災前進行防洪措施） 0.739 (1.64) 

INS（災前有保颱風險） -6.510 (-3.29)*** 

EX1（過去有一次淹水經驗） 0.737 (1.66)* 

EX2（過去有二次淹水經驗） 0.845 (1.22) 

EX3（過去有三次以上淹水經驗） 0.069 (0.12) 

Adj. R2 0.35 

F 值 15.93 

淹水深度（DEPTH）
愈深，經濟損失愈高

居住年數（LIVY）愈
久，愈能避免損失

災前投保颱風險（INS）
較有風險認知，會進行
減災措施，避免損失

一次淹水經驗（EX1）
無法熟悉風險，警覺度
仍低，財產損失較多。
但有二次或三次以上淹
水經驗的家戶對損失無

顯著的影響

註：***表示通過0.01顯著水準之統計檢定；**表示通過0.05顯著水準之統計檢定；
*表示通過0.1顯著水準之統計檢定

估計結果



洪災損失推估-產業部門

工商業業別分類

製造業、批發業、零售業、服務業、倉儲業與農業

分類依據
稅務行業標準代號分類 本計畫分類

大類 中類 名稱  
A  農業 農業 
B  礦業及土石業 服務業 
C  製造類 製造業 
D  水電燃氣業 服務業 
E  營造業 服務業 
F 51，52 批發業 批發業 
F 53，54，55 零售業 零售業 
F 56 

57 
國際貿易業 

餐飲業 服務業 
G 62 倉儲業 倉儲業 
G 61，63 運輸及通信業 服務業 
H  金融保險及不動產業 服務業 
I  工商服務業 服務業 
J  社會服務業及個人服務業 服務業 

 



洪災損失推估-產業部門（續）

工商業行業規模分類
依工商業界微、小與中型企業之定義，以各行從業人員
10人為分群之依據，10人以上為大尺度，10人以下為小
尺度

分群後以損失金額觀之，損失金額100萬恰為其分水嶺，
故以此建立各行業之積水深度-經驗曲線



洪災損失推估-產業部門（續）

積水深度-損失經驗曲線

積水深度為主要變數

各組以中位數代表積水損失：因平均值易受極
值影響

資料來源

國稅局營利事業災損資料



洪災損失推估-產業部門（續）

結論
損失曲線多呈現對數關係

2樓以上店家，視為其他之一樓店面，故仍適用該積水
損失曲線

完全淹沒下，大尺度之工商活動中以批發業所受到衝
擊最大，小尺度以服務業損失最為嚴重



洪災損失推估-產業部門（續）

農業
損失分類

農業生產區淹水損失
農產加工運銷淹水損失

資料來源與處理
農業生產區：由各地方農政單位收集彙整至農委會
加工運銷：屬於工商行為，故併入相對應之業別

損失推估
計算單位面積平均損失
配合淹水潛勢圖計算生產總損失



洪災損失推估-公共部門

公務機關

行政機關、學校與警察局

公共空間

公園、道路、廣場用地、公墓用地、加油站用
地、行水區、保存區、保護區、風景區、特定
專用區和高速公路用地



洪災損失推估-公共部門（續）

資料來源

縣市政府災害復建相關預算資料

推估淹水-損失曲線

許多非行政機關淹水損失

地區發展快速，許多機關無法於GIS上定位處理，無法
推估

損失推估

配合GIS與都市計畫

以單位面積損失推算



員山子分洪案例分析

「基隆河整體治理計畫」

民國91年起，預定民國97年完成，分成前期及
後期，總經費約742億元

前期重點

員山子分洪工程、本流防洪工程、堤後排水(抽
水站改善)、支流排水、橋樑改建及坡地保育



員山子分洪案例分析（續）

前期計畫 分年經費表
單位：億

年度 
項目 91 年 92 年 93 年 94 年 小計 

員山子分洪 13.06 26.54 20.10 0.00 59.70
防洪工程 14.81 70.42 53.10 25.54 163.87
支流排水 2.01 7.51 10.22 4.58 24.33
抽水站工程 2.26 11.70 20.04 10.65 44.65
橋樑改建 0.35 5.82 9.43 3.58 19.19
坡地保育 0.06 1.25 1.25 0.60 3.17
初期增辦分 1.20 0.00 0.00 0.00 1.20
公債經營 0.01 0.02 0.02 0.01 0.06
合計 33.76 123.27 114.16 44.97 316.16

資料來源：經濟部水利署基隆河整體治理計畫 
 



員山子分洪案例分析（續）

分洪計算成本估算

假設防洪工程壽命50年，2005年完工

每年維護費用為工程費用的3％

維護費用每年2％成長，以3.5％折現

當年幣值

年度 工程經費
(億元) 

維護費
(億元)

合計 
(億元) 

折現率
(%) 

2002 年 
固定幣值 

2002 13.06  13.06 1 13.06 
2003 26.54  26.54 1.03 25.77 
2004 20.10  20.10 1.06 18.95 
2005  1.25 1.25 1.09 1.15 
2006  1.28 1.28 1.13 1.14 
2007  1.30 1.30 1.16 1.13 
2008  1.33 1.33 1.19 1.11 
2009  1.36 1.36 1.23 1.10 

.  . . . . 
2050  3.06 3.06 4.13 0.74 
2051  3.12 3.12 4.26 0.73 
合計 59.70 96.31 156.01 112.80 101.24 

 
 



員山子分洪案例分析（續）

運用GIS與洪災損失曲線推估區域總損失流程



員山子分洪案例分析（續）

危害度分析
利用水利署以SOBEK模式

計算有無員山子分洪工程時基隆河流域的淹水模擬
數值資料

模擬情境
依據民國90年納莉颱風時的雨量及危害程度

假設降雨情形為連續24小時且全區雨量均勻分佈

假設無考慮現有抽水站功用

資料網格為160公尺×160公尺



員山子分洪案例分析（續）

暴露量

受到洪災危害之家戶、工商及公共部門總量

資料來源

家戶數：民國89年戶口及住宅普查資料

工商部門：85年的工商普查資料

公務機關：以納莉颱風受災資料為主



員山子分洪案例分析（續）

將模擬潛勢資料轉為網格模式

應用GIS套疊圖層找出各部門淹水深度

將GIS結果配合各部門洪災損失模式推估淹
水損失

將各部門損失加總推估區域洪災總損失



員山子分洪案例分析（續）

損失推估結果

 無分洪工程
(億元) 

有分洪工程
(億元) 

損失差額
(億元) 

分洪工程減災
效果百分比(%) 

家計部門 57.63 43.82 13.82 23.98 
工商服務 540.89 375.71 165.18 30.54 

農業 0.37 0.35 0.01 4.01 
公共部門 0.61 0.39 0.22 36.48 
合計 599.50 420.26 179.24 29.90 

 



工程與非工程最適搭配

動態最適搭配模型

n‧｛-P(G)‧LG(G,Y0) – P’(G)‧L(G,Y0)｝=C’(G)

洪災損失成長率越大，防洪工程的邊際利益越大

最佳防洪工程供應量產生的總社會邊際效益現值須
剛好等於所需增加的工程成本

如果某一防洪工程產生的總社會邊際效益現值大於
所需增加的工程成本，則該工程值得推行



工程與非工程最適搭配（續）

成本效益分析
將微分式轉為差分式進行分析

ΔB(G)＝ n‧-P(G1)‧ΔL(G,Y0) –ΔP(G)‧L(G1,Y0)｝

ΔC(G) ＝ C(G2)＝ 59億元

G1為十年防洪工程，P(G1)＝0.1
G2為兩百年防洪工程，P(G2)＝0.005
ΔP(G)= -0.095



工程與非工程最適搭配（續）

的各種可能數值

r
α 2% 3% 4% 5% 

0% 3818.71 2570.52 1946.79 1572.41 

1% 7637.42 3856.15 2595.98 1965.51 

2% --- 7712.30 3893.59 2620.68 

3% --- --- 7787.18 3931.03 
 

)(1 GB
r

r
Δ⋅

−
+
α



工程與非工程最適搭配（續）

社會邊際效益皆大於50年使用期限之邊際成本
101.24億元

從社會之成本效益觀點，防洪治理計畫長期可發
揮其極大功效



工程與非工程最適搭配（續）

保險與工程之搭配

分洪工程無法完全讓沿岸居民免除損失

家戶部門缺乏政策性保險，2003年商業颱風洪水險的投
保率僅萬分之二，須靠政府救濟或提供貸款協助重建

如果政府開辦颱風洪水保險，按本研究建立之最適搭配
模型，最佳保險制度為完全概括承受其損失

洪災保險之總容量可由政府、再保、保險公司、以及投
保人來共同分攤



總結

暴雨時空變化特徵分析

根據氣象局26個氣象站資料建立一套暴雨資料庫，做
為分析的基礎

1983年後北部地區暴雨事件增加且發生機率提高，顯
示評估颱風洪水風險的急迫性與深入分析暴雨時空變
化特徵的必要性

納莉颱風暴露出來臺灣都會地區洪水整治的問題，台
北市抽水站的數量嚴重不足，無法處理大雨洪水



總結

以員山子分洪工程為例，進行成本效益分析

利用水利署以SOBEK模式計算有無分洪工程時基隆河流
域的淹水模擬數值資料

應用GIS地理資訊系統，將模擬後的淹水潛勢資料輸出
為網格資料，套疊基本圖後推估各部門受災單位數與淹
水深度

使用已建立之洪災損失函數推估各部門損失

以完工後減少的洪災損失作為分洪工程之效益



總結

從社會之成本效益觀點，長期而言，分洪工程應可發
揮其極大功效

如果政府開辦颱風洪水保險，按照本研究建立之最適
搭配模型，最佳保險制度為損失完全概括承受的制度

員山子分洪工程可降低家戶部門總風險容量約14億元

政府如要開辦洪災保險，至少須能概括承受44億元的
損失規模（以納莉之PML來計算）



建議

風險評估的重要性

精算合理保險與再保費率

評估不準確易造成金融機構破產

歷史資料的欠缺

透過數學模式與軟體

模擬計算損害範圍與損失



建議

政府須平衡取捨事前減災與事後救助

透過成本效益經濟分析

防災誘因機制的設計要件

災損資料的蒐集

風險的評估

相關法令的建制

執行層面

民間部門可扮演重要角色

將防災體制建立成一種政府與民間的互助制度



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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