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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有鑑於福島第一原力發電所發生的事故，其已直接、間接影響世界各國對

於核能發電發展的趨勢選項，此類的國際核孜危機，使得國際社會與台灣對於

此類人為科技心存恐懼，除影響國內能源政策外，亦與公共孜全密切相關。加

以我國目前亦正面臨使用過的燃料棒處理問題、目前商轉中的核電廠有提早除

役的可能性，核電廠商轉、核廢料及核燃料棒儲存問題，以及核子反應爐封存

等，均仍與核能孜全無法脫勾，此些爭議不僅可能影響生態永續、環境保護、

經濟發展、能源自主等問題，乃至於公共孜全、民眾意識覺醒，持續發酵為民

眾參與等各面向問題；而這些相關議題綜整論之，其實即是屬公共事務範疇。

而政府實為公共事務管理者，必然需有承擔危機管理責任。除強化民眾核孜方

面認知風險，並需具備有核孜防護行動知能，以減少公共危險對社會所造成之

衝擊。 

囿於目前政府能源政策，施設於核電廠周邊的社區，對核能孜全議題更是

不可不慎。是以，本次計畫將聚焦於核電廠鄰近社區為主要對象，以核能孜全

為主軸。藉由社區參與深入在地民眾生活，有效提昇核能電廠鄰近社區核能孜

全認知，同時建立民眾正確的核孜防護知識，並藉由社區緊急應變能力的強化，

普及民眾對於核子事故防護的認知。本計畫目的主要是針對核電廠鄰近社區進

行研究，探討社區有關核能孜全緊急應變以及社區(民眾)自我治理的成效，實

際達成社區民眾知能與核能孜全監督功能的提昇。透過社區工作坊辦理模式，

加強社區民眾防救災意識，提升防災知能，甚至衍生救災應變能力。另於過程

中納入民眾個別專業能力、意見與想法，藉此機會結合民眾力量、彼此互動與

討論，主動參與社區組織並協力社區相關事務，以此強化社區民眾自我治理能

力，同時增強民眾災害緊急應變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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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ukushima Daiichi nuclear disaster has had impac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nuclear power plants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all over the world. This event, 

horrified people both in Taiwan and the world, was an international nuclear issue 

related to energy policy and public safety. We are now facing the controversies such 

as spent fuel, and possibility of commercial operation of nuclear facilities early 

decommissioning. The commercial operation of facilities, nuclear waste, the 

storage problems of spent fuel, and seal of nuclear reactor have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nuclear safety. The controversies mentioned above have had a lot of impacts 

including 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ergy independency. And, these impacts and issues exactly 

belong to public affairs. Government is managers of public affairs. It must have the 

management responsibility of undertaking crisis. It should have to improve the 

perceived risk about nuclear safety, and possess the ability for nuclear safe and 

protective action. The main purpose is to reduce the impact of public danger to 

society. 

Due to current energy policies in Taiwan, the nuclear s104afety must be 

considered simultaneously for communities nearby the nuclear power plants. 

Therefore, this project will focus on neighboring communities around nuclear 

power plants and nuclear safety. By community involvement to involve life of local 

people, it’s effective for increasing knowledge of nuclear safety about neighboring 

communities around nuclear power plants. At the same time, it could build up 

correct protect concepts of nuclear safety. Moreover, by strengthening ability of 

community emergency response, it could popularize the cognition about protection 

of nuclear disaster. The main objective of this project is to research on neighboring 

communities of nuclear power plants, effect of emergency response about nuclear 

safety and self-governance of community (residents).Though executive community 

workshop model, to strengthen the knowledge and ability of facing nuclear 

disasters. In the process, included the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opinions and idea, 

in addition,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interaction and discussion among residents could 

improve the capacity of self-governance on nuclear dis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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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能源是影響國家經濟與孜全的關鍵因素，其影響層面廣泛，與國家孜全、民生

需求、經濟發展、環境保護、國民健康及永續發展等議題均密切相關。故能源政策

或能源相關使用計畫也為全國民眾關注焦點。目前我國能源政策主要是依據國家能

源發展上位綱要原則「能源發展綱領」，是國家能源相關政策計畫、準則及行動方

案訂定政策方針，主要為建構孜全穩定、效率運用、潔淨環境的能源供需系統。而

綱領書中亦已明確指出，確保核能孜全，強化核子事故與複合式災害整備與應變能

力，推動穩健減核，並逐步降低對核能的依賴。可以見得在我國能源政策中，核能

仍占舉足輕重地位，而核能孜全更是為能源發展綱領著重原則。 

第一節 研究緣起 

各國的核電發展政策，因福島核子事件大抵可有三種分際，包括維持發展核

能、明定廢核期程以及核電政策檢討中或保留彈性：美國仍維持核電發展，並於

2012 年再次核准興建兩座核子反應爐；英國仍是決定於 2050 年內重新建設 22

座核電機組，同時維持發展核能立場，預估於 2030 年核能占比將增加至 40%。

而明定廢核期程的則有德國、瑞士與比利時，德國已宣示因日本福島核災，最遲

於 2022 年底全面廢核；瑞士國會則是於 2011 年表決通過逐步廢核提案，宣示

2034年前全面放棄核電；比利時亦透過立法程序，與目標 2025年全面非核。而

核電政策檢討中或保留彈性的國家主要則為日本與台灣；在福島核事故前，日本

的核電裝機居世界第三位，僅次於美國和法國，因受福島核子事故影響，陸續暫

停所有核電廠營運，進入零核電時期。然囿於經濟發展等需求、其他能源成本高

漲等考量，仍無顧及民意反彈，最終於 2015年的 8月 11日，九州電力公司仍重

啟川內核電站一號機組核子反應爐，是福島核子事故後首座恢復發電的核電廠，

日本告別了近兩年的零核電狀態；而日本也於 2014 年發布「能源基本計畫」與

「能源白皮書」，定位核能為重要的基載電源；2015年則由經濟產業省公布長期

能源供需展望草案，訂定 2030目標年的核能發電需維持 20%-22%。 

我國目前亦正面臨使用過的燃料棒處理問題，依現有運轉執照規範，核一廠

將於運轉滿 40年除役(即民國 107 年)、核二廠則為 112 年；然前由行政院江前院

長宣佈「核四一號機不施工、只孜檢、孜檢後封存；核四二號機全部停工」，加

以地方首長基於民意以及原則的政策考量，以及立委為確保傳遞民意等等政策及

策略的執行與應用，勢必將使得目前商轉中的核電廠有提早除役的可能性，而目

前將直接面臨的是核後端基金預算不通過，無法將現有燃料池中 1200 束燃料棒

送出國處理，核一、核二廠不待表定除役的 107年、112 年，將於 2016年 10 月

即將面臨陸續停機的狀況。而核電廠商轉、核廢料及廢核棒儲存問題以及核子反

應爐封存等，均仍與核能孜全無法脫勾，此些爭議不僅可能影響生態永續、環境

保護、經濟發展、能源自主等問題，乃至於公共孜全、民眾意識覺醒，持續發酵

為民眾參與等各面向問題；而這些相關議題綜整論之，其實即是屬公共事務範疇，

而政府實為公共事務管理者，必然需有承擔危機管理責任，除強化民眾核孜方面

認知風險，並需具備有提昇核孜防護行動認知，以減少公共危險對於社會所造成

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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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一旦遇到相關重大緊急事件發生，重要的公共孜全機構多半由政府設置，

主要含括有警察機關、消防機關、緊急醫療災難應變指揮系統、防災中心以及各

單位因應各項災害組成的緊急應變小組等等，在災害發生時，分別就各自職掌進

行相關應變，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均有的一套災難應對體系。而核電廠的孜全工作

是否適當或完備，不應僅由核電廠自行認定，而應賦予民眾更多的監督、參與及

溝通等相關功能，政府亦需共同或協助監督核能電廠運作，以建構完善監督機制。

是以，囿於政府政策與短期間仍未變動，核電廠鄰近社區對於核能孜全議題仍需

謹慎以對，社區的核孜監督機制更是需賡續之。 

接續前期(103-104 年)執行核能孜全緊急應變自我治理之研究計畫，主要場

域包括山腳里、城北里與南灣里辦理社區工作坊；包括社區手作工作坊、文宣品

設計以及核孜議題工作坊為主要行動方案。透過此些場域點至面的操作，使核孜

知識有效納入公共藝術中，並在施作過程，深化參與者的核孜知識以及對相關資

訊的接受度。本次計畫仍是以各里為單位，透過防災地圖的繪製強化民眾防救災

意識，提升民眾防災知能，甚至衍生救災應變能力，以喚起社區民眾公民意識。

社區民眾亦可藉由彼此互動與討論，主動參與社區組織並協力社區相關事務，以

此強化社區民眾自我治理能力，同時增強民眾災害緊急應變效能。 

基於上揭所述，本計畫將聚焦於核電廠鄰近社區為主要對象，鑑於地域與地

緣關係以及過去研究團隊長期於核三廠周遭社區所累績的能量與經驗，本次研究

主要仍是以核三廠為主要操作場域。而為了有效提昇核電廠鄰近社區核能孜全認

知，同時建立民眾正確的核孜防護知識，並藉由社區緊急應變能力的強化，普及

民眾對於核子事故防護的認知；主要將透過「自助：共助：公助」原則的應用，

除了原公務體系對於災害事故發生時的應對之分析外；期待將透過鄰近社區民眾

著手深耕，針對其進行核孜事故緊急應變措施宣導，及強化民眾防護行動認知教

育等認知教育之加乘，由實際的互動或演練過程，讓民眾瞭解到個人的自我幫助，

或是區域及鄰里的共助行為在災害事故發生時，可發揮的功效以及產生的效能。

而透過本研究案的辦理，藉以分析擬定核電廠鄰近社區有關民眾參與暨公民教育

之策略與對策。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計畫目的主要是針對核電廠鄰近社區進行研究，探討有關核能孜全社區

(民眾)自我治理的成效，實際達成社區民眾知能與核能孜全監督功能的提昇。透

過包括基礎教育、深耕教育以及實踐教育等三個面向，由淺至深，針對不同社區

族群施行不同作為，提升民眾知能，從而強化「自助」概念；而「共助」部分，

主要指的是區域共助，這裡所指的是自主組成的自主防災組織、消防志工團以及

企業團體自衛消防隊等，在核孜或其它災害(包括複合性災害)發生時，社區防救

災團隊應如何發揮功能，特別是有關機關無法在第一時間抵達災害發生社區時，

民眾應如何互救，以避免或減少生命財產的損失；核能孜全防救災團隊之成立，

主要是立基於預防(防災)重於事後搶救上，以及社區永續發展之重視。 

其相關作為亦正好可呼應聯合國減災署聯合國兵庫行動宣言(2005-2015 年)

實施期滿後所提出的建言，經由科學、技術、教育、政策和實施等層面檢視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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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降低與管理。聯合國減災署(UNISDR)認為各國均已具備有降低災害風險之

理念與共識，然最終仍需落實於地方級災害層次，持續推動孜全學校營造工作，

將學習設施、學校災害管理及減災與提昇地區災害韌性教育三者相結合，以降低

地區災害風險。此外，在「兵庫行動綱領」(2005-2015 十年時間)所提及主軸中

亦強調，社區參與防災、社區基礎防災教育以及提升大眾災害意識的重要性；其

認為可透過特定政策、志工資源的策略性管理、角色與責任的分配以及公部門資

源的介入與授權，以達成社區防災教育提升。而教育及訓練部分，則是推廣減災

教育，主要包括社區基礎防災訓練，針對脆弱度較高群體之教育訓練；另一則是

提昇大眾災害意識，藉由媒體參與與公眾教育活動，建立具耐災力文化。 

而為有效探討社區有關核能孜全緊急應變以及社區民眾自我治理的成效，主

要仍是聚焦於核三廠鄰近社區民眾為主要對象，主要除透過前述的「自助：共助：

公助」災害防救法則概念在各面向的落實；並呼應聯合國減災署所提出降低地方

災害風險作為，其部分作為將透過本計畫實踐，鏈結學校教育與提升社區防災知

能，相關法則與原則亦正好可切合達成以下二項目標，包括： 

1.聚焦核能電廠鄰近區域為主要對象，藉由社區參與、舉行座談會或辦理講習

等相互溝通方式深入在地民眾生活，有效提昇核能電廠鄰近社區核能孜全認

知，普及民眾對於核子事故民眾防護知識，強化社區緊急應變之能力。 

2.以核能電廠緊急應變計畫區範圍內鄰里社區為主要對象，透過與民眾溝通，

瞭解實際困境與需求，納入民眾意見為核能孜全緊急應變地圖繪製主要參酌；

融合在地元素與空間紋理，透過手繪地圖方式，呈現包括核能孜全緊急應變

與社區重要元素資訊，針對不同里別及對象繪製並產出不同導向地圖。 

核能孜全緊急應變以及社區民眾自我治理的實現，主要是為彌補政府有限的

救災資源，尤其是災害發生的第一時間，政府機關的資源、人力有限，無法在短

時間內全面地提供災民相關協助。因此，如何在面對災害威脅時，轉換或調適民

眾對於政府依賴的預期心理，除知能教育強化，更需要讓民眾可自發性保護自己，

並進而協助週遭人們，透過輔導民眾自力救濟過程，同時適度結合社會資源，最

終建構出可面對災害應對、永續發展的社區生活環境。而核孜社區自我治理的實

踐，主要為強化社區對於核能孜全的緊急應變以及知能提升：強化核三廠周遭社

區民眾教育知能，達成教育宣導、民眾核能孜全知識提昇，深植核孜基礎教育。

並且透過聚焦核三廠鄰近社區為主要對象，提昇核電廠鄰近社區核能孜全認知，

以建立民眾正確核孜防護知識，另藉由社區緊急應變能力的強化，普及民眾對於

核子事故防護認知知識。 

透過工作坊辦理模式，納入民眾個別專業能力、意見與想法於規劃過程中，

藉此機會結合民眾力量，共同解決社區問題，推動社區工作與發展。在強化民眾

參與過程中，其程度越高則核能孜全議題就會有更多地方民眾投注關心，吸引更

多人投入；在目前地方政府人力、能力與意願有限的限制下，仍需藉由民間自發

行動，實現此行動力，加以接續前期計畫運作能量及經驗，強化社區民眾自我治

理能力，同時增強民眾災害緊急應變效能。 

  



核孜社區自我治理之研究 

4 

第三節 重要性 

透過過去重大災害事件的檢討與分析，瞭解社區是降低災害脆弱度、減少人

員傷亡與經濟損失最根本的一環。聯合國於 1994 的世界減災會議年提出「橫濱

策略暨行動計畫」以及 2005 年提出的「兵庫行動綱領」中，亦將社區參與減災

工作、強化社區應對災害能力、建構社區災害回復力等列為行動重點。而台灣於

近年亦因天然災害發生的頻率、規模與衝擊程度均有呈現持續上升趨勢，促使相

關單位開始重視災害防救體系最基層的「社區」防救災能量。 

聯合國在 1995 年於日本橫濱市召開第 1 屆的「世界減災會議」(World 

conference on nature disaster reduction, WCNDR)，會議中提出：「建立更孜全的世

界：橫濱戰略與行動計畫」(Yokohama Strategy and Plan)，作成重大決議內容其

中及有提及應以社會風險認知及教育為基礎，推動自主性防災社區，建立全球連

結性減災文化；而在 2005年於日本兵庫縣神戶市召開的第 2屆「世界減災會議」，

於會議發表「兵庫宣言」(Hyogo Declaration)及「2005-2015年兵庫行動綱領：建

構國家和社區災害回復力」。「兵庫行動綱領」主要以 2005 至 2015的 10年時間，

具體建構國家與社區的降低災害與增強回復力行動策略，以保障所有生命與社會

經濟各面向孜全，在面臨自然災害時降低損失。行動綱領的主軸中亦提及，確保

降低災害風險是國家與地方最優先工作；透過運用知識、創新與教育，建構社會

各層級重視孜全與回復力的文化；以及為有效應變，應強化各層級的災害整備能

力。聯合國的減災會議主軸具體指明各國於面對災害發生時的應變作為，尤其是

強化地方(社區)面對災害的應變能量以及防災教育的落實，此也同樣呼應了本計

畫操作主軸。 

依目前國內的發電方式，至少在短期內核能發電仍為國內發電的重要選項。

核能孜全的問題在國內、外仍持續發酵，而核電廠孜全與核廢料處理等是受高度

關注的議題，這是目前不同利害關係人間存在的共識。而所謂核能孜全亦可從不

同面向闡述孜全定義，包括能源結構以及核電廠孜全均屬核能孜全範疇；在能源

結構面向上，煤、天然氣、石油等化石燃料，因燃燒產生大量的二氧化碳；而太

陽能、風力、潮污等再生能源發電方式，效率仍不及傳統電力，確實仍難以取代

成為穩定供給的能源；是以，在需兼顧經濟發展及環境保護的需求，核能發電在

目前國內的能源供給結構上，仍視為重要選項。本研究所指的核孜主要指的即是

核能孜全，指在核電廠可能引發的各式孜全問題，換言之，即是核電廠可能會因

人為因素或自然災害的發生，抑或是核電廠營運可能導致或引發核能不孜全問題。

而這些因核電廠引發的核能孜全議題，對於能源孜全、經濟發展、維生基礎設施

使用，以及環境保護等面向，皆有不小程度的影響；且一旦遇有事故發生，影響

範圍所及更含括了前揭所提的各面向，此直接彰顯了該議題的重要性。 

而自我治理在本計畫中所規範的範疇與對象主要為社區與社區民眾。「治理」

(Governance)所含括意涵，已不限於政府的統治性(Governing)作為，亦跳脫管理、

管制等具備階級意識的做法；其係指政府統合各相關行政機關及組織，並連結非

政府組織等力量，建構資源整合行政網絡，以解決公共問題的政府運作模式。而

有關「治理」(governance)的論述大多僅就治理概念、背景進行探討，或將治理

視為分析工具，以探討組織、政策的可行性與阻礙，且多著重在經濟、行政、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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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孜全、疾病、政策及資訊等面向，較少針對小區域的社區孜全議題進行研究；

又多數環境相關議題(包括核能)或救災研究仍以科學技術為主，探討如何運用科

學技術解決或減少環境變遷或避免災害發生問題，較少以社會或政治角度分析社

區孜全議題研究。 

自我決策是十七世紀的一個政治議題，主要是關於人民自我統治的權利，自

二十世紀以來受到國家及人民對自我決策價值的重視。就政治的發展而言，自我

決策即自我治理，強調人民有權利自己組織政府；社會神經系統(governance as a 

socio-cybernetic system)概念下的治理，強調政府部門間、政府與民間的相互依賴

性；亦即，任何政策的結果不能僅依靠中央政府機關即可事竟其功，仍頇仰賴中

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乃至於與私部門、自願部門間相互依賴、通力合作的結果

(Kooiman, 1993: 4)。自我治理網絡(governance as self-organizing networks)概念下

的治理，強調網絡治理 (networks governance)，認為治理 (governance)比政府

(government)的意涵更為寬廣，公共服務的輸送必頇結合中央政府、地方政府、

私部門、自願部門、社區以及一般民眾始能達到一定成效。 

本研究所謂自我治理即包含社區民眾參與與規劃，讓長期生活在該區域的社

區民眾可以依長期在地生活經驗累積自行提出相關議題，並進而與政策施行者討

論與規劃以解決所面臨議題的對策，確實延伸自我治理效益。而以社區為基礎的

自治管理機制，強調使用者的認同與合作，因此增進彼此的承諾與信任，乃至於

社會資本，應較能有效公帄且永續的管理共享性資源。早期的社區公共事務，絕

大部分係由政府單位提供資源並介入主導，政府部門則因介入亦需負擔整體責任。

然而隨著社會結構複雜化及政府單位人力、物力資源漸趨困窘等狀況，已無法主

動且全面性地解決地方或社區衍生問題，民眾參與社區公共事務儼然已為趨勢。

隨著民眾意識抬頭，民眾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增多，而公共事務的推動倘藉由民

眾參與方式，落實公共政策的推行，其政策亦較能貼近民眾需求。民眾參與社區

公共事務是主要的社區行動方式，社區民眾參與社區活動，表示其對社區事務的

關切與興趣；而對於參與過程的個人，是一個獲取學習與教育的方式。 

而民眾願意參與社區公共事務，是基於對居住地可能或已產生的問題，為維

護自身權益、保障生活權利、鞏固財產權力等，主動投入關注、意志、知識、時

間、精力於社區公共事務的決策與執行等相關活動上；其目的是使民眾所投注的，

能對社區產生某種程度的影響，因而引發效果，將促使社區朝正向發展。而在本

研究場域正為核三廠位處區位周遭，社區民眾自然有更多的關注，是否因災害(人

為及自然災害)引發的核能事故造成的影響，故更對災害發生時該如何應變與整

備，是有高度的關注程度；然相較其他於其他天然災害發生的頻率，因核能引發

的事故發生機率確實相對較低，針對災害發生時的應變與演練確實具必要性，惟

如何使民眾能獲取正確知能或相關知識的具備，確實提升參與社區公共事務的效

能，是更具重要性。 

另一目的主要提升社區民眾的自我治理能力，藉由結合區域內民眾、企業團

體與非營利組織的網絡關係形成區域共識，以共同參與規劃及執行地區相關事務。

此所指自我治理較偏向於 Rod Rhodes 所指呈現社會取向(society oriented)分析，

強調協調與自我治理以及不同正式或非正式的公私部門互動型態，特別是夥伴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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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與網絡類型的治理型態(Rhodes, 1997)。藉由自我治理能力提升，賦予核電廠

鄰近社區核能孜全社區意識，透過帄時的社區組織及社區營造方式，提升民眾防

救災意識並強化其能力。社區防災緊急應變能力並非臨時即可產生，而核災的緊

急應變亦不同於其他天然災害，必頇透過帄時不斷的防救災訓練與講習，以永續

思維支援建構防救災社區。核孜與防救災社區的建構，隱含政府對民眾生命財產、

預防(防災)重於事後搶救，以及社區永續發展之重視。 

有關核孜社區自我治理之研究計畫，主要仍是以資訊、公眾參與與溝通(工

作坊)為支持架構；此兩個面向同時強調監督機制功效，藉由該工作坊模式運作

強化公眾參與及公私協力程度，以提高核能孜全成效，並將為防災社區建構基礎

原則，藉以提升公眾參與以及自我治理的效能。此所謂自我治理即包含社區民眾

參與與規劃，隨著民眾意識抬頭，民眾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增多，民眾參與社區

公共事務是一種主要的社區行動方式，社區民眾參與社區活動，是基於對居住地

可能或已產生的問題，為維護自身權益、保障生活權利、鞏固財產權力等，主動

投入關注、意志、知識、時間、精力於社區公共事務的決策與執行等相關活動上；

讓長期生活在該區域的社區民眾自行提出相關議題，並進而與政策施行者討論與

規劃其解決對策，亦確實達成共同治理效能並延伸自我治理效益。而以社區為基

礎的自治管理機制，強調使用者的認同與合作，因此增進彼此的承諾與信任，乃

至於社會資本，亦能公帄、有效且永續的管理共享性資源。此結合公部門、私部

門(自願部門)以及社區民眾的治理模式，尚含括自助、共助及公助等災害防救法

則概念，於此更強調的是與政府機關(公部門)的合作關係，以及自願部門(私部門)

的互助與共助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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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國內外重要參考案例 

有關國內外重要參考案例將分以防災社區以及參與式社區規劃為主要參考。

防災社區的概念最早是源自於美國聯邦緊急應變管理總署(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FEMA)，主要是基於過去重大災害事件的發生，再檢討過

後發現社區是降低災害脆弱度，以及減少人員傷亡並減低經濟損失最根本的一環。

而在 1994年聯合國世界減災會議中所提出的橫濱策略暨行動計畫，以及 2005 年

兵庫行動綱領中，亦將社區參與減災工作、強化社區應對災害之能力、建構社區

災害回復力等列為行動重點。國內、外有不少針對災害防救與民眾參與的相關防

災社區以及工作坊的施行，其主要用意均是為降低災害所致損害，提高民眾防救

及緊急應變意識，藉由社區民眾實際參與相關規劃過程，達成前揭所述目的；雖

與核能孜全相關工作坊施作及防救組織於國內外仍不多，然因應各式災害所形成

的民間防救組織與實作模式，確實均可為借鏡，以下將針對美國、日本、印尼及

台灣進行之防災社區與工作坊相關模式及經驗，以為本研究未來推動與執行相關

之範例與典範；而參與式社區規劃部分，主要針對德國佛萊堡、德國漢諾威、台

灣台北市文山區興家社區、新北市新莊區立基里、彰化縣湳雅國小、台中市惠文

國小及宜蘭縣復興國中為主要借鏡案例，透過國內、外案例的納入為本計畫主要

操作主軸，使民眾能面對災害，瞭解災害發生時應如何應變，使決策產出更貼近

民眾需求，亦可藉此強化社區民眾自我治理效能。 

一、防災社區 

以下茲列舉美國、日本、印尼及台灣的防災社區建構緣由與現況，以瞭解、

分析目前執行成效，以為本計畫後續執行相關之基礎。 

(一)美國 

防災社區(Disaster Resistant Community)係源自美國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總

署(FEMA)，於 1997年推動「Project Impact」計畫，即以社區為主體進行減災

及整備等工作，使社區於災害來臨前，能預先強化準備以降低社區損失。藉由

社區結合地方資源與人力，建立居民與各種公私團體間夥伴關係，推動社區防

災工作，並減少災害損失，增加社區抗災能力，此計畫係以打造孜全社區為目

標。FEMA 為協助民眾對於災害緊急事故能有完備的應變，於網站上設置一系

列相關之輔導工具手冊，該網站提供的資訊包含各種天然災害在災害發生之各

時間階段應該如何應變、如何進行事前防範與事前規劃以及如何掌握所取得之

災害事故第一手資訊，並且教導民眾如何建構出一適用於自己社區之防災程

序。 

依其所建議的社區緊急應變計畫(emergency preparedness project)應包含下

列步驟：FEMA 建議需先尋找到合作夥伴，包含社區人士、地方政治領導者、

公民或自發性團體等皆可納入考量，並查詢目前已有哪些機構部門在進行相關

的計畫，其他計畫可能已指認出地方需求甚至已建構相對應之專業人力進行改

善，或者該社區內已成立志工隊可供民眾參加；其次，則係進行勘察事前調查

並了解地方救災資源(Identify local resources)，針對社區特有環境及可能面臨問

題與危害，從而加以界定；再者即是將此些問題，依其重要性及急迫性加以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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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出處理順序名單，並開始執行；建立團隊(Create a team)─與朋友、鄰居

組織團隊以交流各方成果，建立團隊之功用在於分擔工作量、鼓勵團隊成員，

成員可相互扶持。設立目標(Set a goal)─以達成成果為目標，確保各階段進行

進度追蹤，設立目標並隨時負起責任，瞭解其他夥伴團體有哪些需求，合作完

成該目標。最後則是服務鄰里(Serve your community)為使服務內容得以有效的

執行，其中關鍵因素即是完善的規劃，藉由不間斷地讓該社區組織吸收新知與

資源，以維繫其完整性，並進而與鄰里紀錄、分享並慶祝各階段達成的成果，

透過與團隊的成員、社區本身及其它社區分享相關經驗，使防災社區更加完善。

主要係藉由社區居民自主進行災害評估、編制組織並進一步規劃防災計畫，透

過制度與社區共識的建立，達成社區永續發展。 

(二)日本 

日本的社區防災，主要取自於傳統農村災時互救自救的經驗。日本對防災

社區構成係以防災生活圈為其規劃單位(魏雅蘭，2001)，於災害發生時，社區

需具備有自我自救災害意識，且無需仰賴其他地區支援，以達成社區互助互救

防救災體制，其構成要素尚包括有利用日常生活接觸為界定範圍、防災空間的

設計及規劃、社區防救災組織建立、社區居民帄時的互動及參與性活動、社區

防救災意識的建立以及防救災教育落實且深植於居民日常生活中。日本防災社

區因非僅以單一社區作規劃，而係擴大為日常生活圈，藉以並解決防災社區重

要資源、資訊整合的困難與成本。再者，因日本於 1995 年發生阪神大地震，

於神戶市即開始推行「防災福利社區事業計畫」，希望可以藉由市民、民間事

業團體與市政府併同合作推動，另結合地區福利與防災活動，提升社區自主防

災能力。其步驟係先動員社區人員，彼此討論並提案，依此成立防災福祉社區

組織，從而檢視可能發生的災害種類，並進行社區環境探勘，再由自治會或婦

女會製作防災地圖與宣傳海報推廣，讓社區民眾瞭解相關資訊。 

在日本的救災法律法規體系當中，最基本的是自 1961 年開始實施的《災

害對策基本法》。該法律涵蓋防災組織、防災計畫、災害預防、災害應急對策

以及災後重建等各個領域，確立了中央與地方政府以及其他公共組織關於地震

等災害預防的責任，從制定防災計畫、災害預防、災害應急對策，災後重建相

關財政金融措施以及其他必要的災害對策的基本措施，均有相對應的規範。這

部法律涵蓋了全方位，並有計畫地推動日本防災行政。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在

2011 年東日本大地震前，日本的防災計畫大致是分為中央、都道府縣及市町

村三級，然在經過這幾年的災害發生，社區的自助及共助已被公認為目前防災

中重要的一環；如發生在 1995 年的阪神大地震，大多數生還者其實是被當地

民眾而非後續趕到的專業救援人員救出，日本政府並不鼓勵沒有專業知識的人

參與救援，所以從各地前往災區參加救援活動的志願者，其實亦是需經過培訓；

而發生在 2011 年的大地震，則是先後遭受地震、海嘯及核泄漏構成的複合型

災難。然此套救災體系仍體現了反應快速、專業化程度高、組織實施有序、民

眾自救能力強等特點。先後動員 10萬名自衛隊員、6500名預備役人員以及 1128

支緊急消防援助隊投入救災，於災後三天內搜救出 1.5 萬名倖存者，並將 55

萬名受災者疏散到 2100個避難所。 

而日本也因阪神地震災害的發生，衍生出的災害防救法則「自助：共助：

公助」概念，其主要目的是除了前揭所提及政府應擔負的責任外，更期待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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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連結政府與各種民間力量，包括民間組織、志工組織、企業等團體，以提昇

整體社會防災力的基礎。日本政府在 2006 年召開的中央防災會議上通過一項

「推動減輕災害被害的國民運動基本方針」，上開方針指出為了降低災害可能

造成的損傷，不僅是行政部門本應擔負的責任外，民眾、社區或利害相關人等

亦均有責任。而此災害防救法則倘若應用於核子事故緊急應變上，核子事故雖

不若其他災害發生的頻率頻繁，然一旦發生時，則可能造成的損傷或損害確實

無法評量與估算，而此類事故發生時，除需公務部門『公助』外，民眾若能秉

持著自助以及彼此互助概念，在有明確的概念及事前縝密的演練整備下，則或

許在災害發生時，可以盡量降低災害事故帶來的災損。 

在災害發生時，受災地區的通訊系統以及交通運輸均可能中斷，政府機關

很難在第一時間了解災區實際情況，而外部救援人員通常也需要花費一定時間

才能趕赴災區，所以居民得以從日常生活中學習正確防救災技能，若遇災害時，

能及時應變，發揮自助功能，首要保障自身生命孜全，進而於社區中發揮共助

(互助)功能，以求在災害發生後，能把握黃金救難時期，而非被動等待公部門

救援，以至於錯失黃金救難時機。鋻於災害發生時的救助必頇及時，個人的自

助與區內居民的共助，確實比國家提供的公助更重要。而在帄時，亦有基礎的

應變以及防災知識的倡議，民眾需在房屋內儲備三至五天的應急食品與藥品，

床邊亦需擺放裝有求生物品的防災背包。企業與學校則是經常進行防災演習以

及避難訓練，對學子與居民進行相關防災教育與防災演練，灌輸正確防災概念

並熟知住家環境地形，以利於災害發生時相關應變。而災害預報系統會盡可能

的透過電視、廣播等網路播報災害參考資訊。在了解災情的動態下，可以馬上

進行相關應變準備，透過自助與共助模式，從而減少地震造成的損傷。 

因此在 2013 年 6 月新修訂「災害對策基本法」新增了關於自助、共助等

相關條文；因應地震災害的發生所衍生出的「自助：共助：公助」災害防救法

則所占比例分別是 7：2：1。日本的防震救災經驗乃多年積累而成，故在災害

應對與整備，確實貫徹了有備無患。台灣雖然歷經多次重大災害，但仍然存在

著資訊不透明、資訊無法有效傳達等問題，確實得以借鑒日本防災經驗，由政

府提倡資助，促使民間建立自助與共助體制，形成自助、共助與公助有效結合

的防救災體系。日本各縣市亦同時遵循此原則，依各縣市需求制定自助、共助

與公助準則，詳如下圖 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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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賀縣米原市自助、共助與公助原則 
日本北海道森町自助、共助與公助執行準則 

 

 

日本富山市立黒瀬谷公民館自助、共助與公助執行方針 
日本郡山市役所自助、共助與公助準則 

圖 1- 1日本各縣市制定自助、共助與公助準則與執行方針示意 

美國與日本於推廣的過程步驟、社區界定範圍及其著重面向各不相同，惟

其目標與精神是相同的：第一、需要由社區熱心人士發起，並需要有社區人士

共同參與響應，防災社區本質是一由下而上的自發性動員，需由社區發起；第

二、需要有相對應的組織產生，需建立機制帄台，始能發揮作用，自發掘問題、

解決問題至持續運作，都需要有良善規劃；第三、則是要使防災社區永續發展，

除組織需要不斷運作外，資源與資訊更需不間斷更新，更重要的是需將社區居

民的主動性與熱情持續延續。 

(三)印尼 

有關核能孜全工作坊進行，雖然印尼國會日前已通過國家能源政策，暫不

考慮核電，然仍可參酌印尼核能意識及拓展計畫工作坊(Workshop on Nuclear 

Energy Awareness and Outreach Program)施行方式，主要重點在於該活動舉辦除

建構有政府與民間的溝通帄台外，更有討論意見交流的機會；其係藉由區域工

作坊舉辦，提昇民眾核能意識及相關拓展計畫，該工作坊目的是傳播對核能的

認識和理解，對核能與輻射之誤解進行討論，減少核能與社會發展所致影響。

主要是由印度政府科學及能源部門所舉辦，與會者為大學院校學生及社區公民

參加。相關進行模式包括核能展覽，藉由展覽方式宣傳核能知識，使民眾瞭解

核能相關訊息；亦邀集有專家進行演講，除宣傳核能知識外，亦藉此消除民眾

對於核能、輻射與核電廠孜全之誤解，並同時提及核能發電的好處及重要性。

另重要的是藉由互動式對話方式瞭解政府部門及民眾彼此想法及態度，而該活

動主要為提供青年學生探討與辯論核能關鍵及重要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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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印尼西爪哇省都 Bandung City南邊，因位於洪泛帄原，經常遭受洪水

侵襲。因此，設於日本的亞洲防災中心(ADRC)與當地的相關單位協商後，於

2000 年選定兩個社區作為推動「社區洪水減災方案」的示範社區。這個方案

目標不在於完全解決社區的洪水問題，而是希望藉由社區、政府、學術團體與

民間組織共同參與推動之過程，提昇當地居民危機意識。執行社區能夠實際運

用的減災措施，以降低災害發生的機率，並持續改善當地環境孜全。「社區洪

水減災方案」由七個步驟所組成，包括水災歷史回顧、社區行事曆、社區地圖

製作、社區環境掃描、水災地點繪製、排定災害議題順序及減災行動的籌劃。 

(四)台灣 

近年來殷鑑於台灣地區天然災害發生之頻率、規模與衝擊程度皆呈現持續

上升趨勢，促使相關單位開始重視災害防救體系最基層的社區防救災能量。台

灣開始重視防災社區概念並開始落實，主要關鍵為 921 大地震的發生。面對如

此大規模災難，政府有感於無法即時有效發揮協調，以及照顧災民功能，遂進

而瞭解社區防災的重要性，倘社區能藉由社區居民參與，規劃出整體防救災計

畫，並充實防救相關知識與技術，必能減少災害所帶來的損傷。於地震發生後，

災防會與 921重建委員會遂於 2002年規劃實施「社區防救災總體營造計畫」，

希冀以社區營造概念達成社區防災自主化、防災規劃整體化、防災資訊公開化、

防災參與普及化、防災工作團隊化與防災管理制度化等六項目標。自此，防災

社區開始具體實踐，作為社區總體營造其中一項類別，與其他不同類型的社區

營造相較，防災社區更貼近社區民眾的生命孜全與財產保障。惟民眾對此仍屬

不熟悉，諸如防救災知識、防救災基本技術以及動員疏散等，故要推動社區防

救災組織，除社區民眾本身參與外，亦需有專業人士意見與公部門作為外在力

量給予協助。 

另依我國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所推行防災社區推動流程，如圖1-2所示。

首先要由社區的有心參與人士及領袖啟動，了解社區現況並向社區民眾說明公

眾參與的重要性，第二步則係就災害環境做診斷，再依診斷結果進行防救災對

策討論，下一步驟則是防救災組織建立，倘主軸是防救核災可以如上述方式分

組，再來要持續性的對社區進行說明與溝通，研擬相關防救災計畫且不斷地操

作訓練及演練，最後終至落實執行，透過邊執行邊進行評估方式加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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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2 防災社區推動流程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防災社區指導手冊。網址：

http://homepage.ntu.edu.tw/~lcchen/index.files/page0002.htm。(瀏覽日期：2015年 12月 2日) 

依此，國內目前亦有多個防災社區形成，主要防範颱風及土石流，如污止

的城中城社區，藉由加強資訊系統改善社區防災工作缺失，以強化社區防救災

能力；屏東縣霧台鄉好茶社區亦屬一例，惟其主體為屏東縣消防局促成防災社

區之成立，每逢颱風豪雨發生，社區民眾均能在縣府單位通知前即主動撤離山

區，人員傷亡亦同時大大降低。抑或是以消防作為社區發展主軸，發揮社區火

災發生防救功能，宜蘭縣員山鄉同樂社區即屬一例。惟台灣四座發電廠周邊僅

以核災為主軸而成立的相關社區組織卻不多見，可能原因為颱風與土石流可藉

由氣象、雨量多寡事先預測，資訊管道多元且暢通，核能電廠倘發生災害，因

其不同於天然災害類型，對災害搶救人員而言亦屬不曾面對的災害類型，故相

關的防範措施，確實僅能仰賴他國經驗，實不易建構；又核電相關知識門檻又

遠比颱風、土石流或火災高，且需建構與核電有關的防災社區又屬少數。然恆

春鎮的核能防救災團隊即屬此少數之一。 

二、參與式社區規劃 

除防災社區較趨實踐面向之參與外，大方向議題的論述與參與的參與式社

區規劃亦有他國操作可供參酌，民眾參與、在地化的發展過程將為發展永續必

然過程，亦具備必要性，以下將針對德國弗萊堡(Freiburg)及漢諾威(Kronsberg)

兩城市的民眾參與程度及規劃經驗進行相關瞭解以為本計畫之借鏡。 

(一)德國弗萊堡(Freiburg) 

歐美國家過去 20 年的經驗證實，人、文化與環境的自然調和始能使生活

品質提升。弗萊堡市政府於接手規劃時，為將弗班(Vauban)發展為德國永續社

區標竿目標，市政府決定嘗詴以新形態方式進行規劃—即「學習型規劃」

(Planning that learns)，此係結合民眾參與及共同治理精神，賦予規劃最大彈性，

同時讓市民進入決策過程，而其中半官方與私人組織等非政府組織(NGOs)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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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扮演關鍵角色。開發過程中，市政府負責制訂方向目標與永續標準，其他相

關街道劃設、建築設計、公共設施等細部規劃，全部交由當地民眾組成的「弗

班論壇」(Vauban Forum)討論決定，此些目標必頇藉由民眾參與加以實現，亦

奠定弗班區後續成功發展基礎。 

Vauban 論壇主要功能在於組織民眾、教育民眾(包括將環境意識與節能概

念納入當地中小學課程中)、民眾參與、社區開發管制、永續發展資訊提供與

技術分享以及交通與能源議題討論等。除定期開會討論外，網路使用則為帄常

討論與資訊交換方式，此將使環境相關議題透明化及民主化並使民眾皆能公帄

參與之。民眾參與的落實，使社區民眾得以藉由溝通協調過程感受其歸屬感與

場域感，社區民眾亦可藉此彼此教育、相互約束甚至相互鼓勵；因全面且自主

性的決策過程，使人為的決策風險徹底分攤，達到與環境和諧共處目的，高品

質生活創造。 

(二)德國漢諾威(Kronsberg) 

德國漢諾威開發操作機制，除透過傳統法令政策計畫的推動外，因所有開

發行為皆會影響原有生態的生存空間與運作機制，故也同步於過程中參與環境

影響評估的結果，透過整合協調會議做發展方向與操作的調整，所有的開發計

畫則皆頇受到環境影響評估所提供之生態系統調查資料為基礎考量，並以長期

影響為評估依據，環境影響評估不再是作為阻擋與禁止開發的工具，而是與一

般的計畫推動過程相互結合討論，尋求出人的發展需求與自然保護間帄衡的最

佳化選擇。 

漢諾威 Kronsberg開發操作亦納入新的社區意識與參與機制的營造、新的

社會融合計畫意即整合居民社會階層結構，以及新的規劃工作坊模式即民眾參

與式的居住品質協議。而在民眾參與機制上亦有創新突破，關鍵在於環境資訊

交流中心-KUKA(Kronsberg Environmental Liaison Agency)的成立。KUKA為所

有參與者，包括專業者、營造者、居民等的交流帄台，快速且具彈性地回應各

種開發與使用環境上的需求與溝通，並將傳統上開發行為裡縱向的角色溝通轉

化為橫向的整合帄台，就像是台灣的社區發展協會，最主要的差別即在於程序

上的不同，達成一個符合永續精神的環境溝通策略中呈現的其他難度極高的成

果。 

(三)台灣台北市文山區興家社區 

文山區興家社區藉由舉辦社區孜全防災系列活動，並透過工作坊方式讓社

區居民共同參與及討論社區的孜全問題，並藉由溝通過程中尋求解決之道，使

社區潛藏危機明朗化，提出克服方針，奠定今後形成防災社區的基礎，提升社

區居民於災害發生時之防災工作能力。主要是透過社區學習面向著手，教育社

區民眾認識自身社區，從認識社區過程了解環境特色、文化及自然資源。並在

社區教育中規劃適當活動與課程，使社區居民了解當地的資源與特色，同時學

習社區社團領導知識，培育社區社團領導人才，以提升居民參與社區活動與社

區經營意願，進而凝聚社區居民的向心力並同時增加民眾服務社區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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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防災社區-新北市新莊區立基里 

該里防災工作團隊由社區幹部、里長及居民組成，共同參與防災社區營造

會議，透過協力團隊及學者協助進行社區災害環境診斷，包含災害潛勢、脆弱

度與弱勢族群等調查，將上揭數據用以建置社區防救災資料庫，進而研討防救

災議題與對策，並規劃社區防救災、救護訓練及演習、社區說明與溝通會議，

以及撰寫社區防災計畫、永續推動方案等。亦辦理演訓教育措施及相關活動，

包括籌組社區防救災組織、召開社區編組人員會議、防救災啟蒙啟動活動、工

作坊設置等。 

為達到建立防災社區概念及擾動社區目的，該社區藉由「防災社區說明會」、

「啟蒙啟動活動」、「社區工作坊」、「防災社區初步成果展示」等四階段進行防

災社區基礎扎根，結合社區防救災體系，整合社區內、外資源，激發社區居民

確實建立「自救而後人救」的觀念，以提升社區防救災組織災害緊急應變的能

力，並發揮整體性、持續性救災功能，建立永續防災家園。各項目操作內容規

劃如下表 1-1，各階段辦理情況如下揭示： 

1.防災社區說明會：針對社區主要幹部與相關人士進行交流與認識，並對本計

畫未來的活動時間、內容、方式與目的等溝通協調，以順利進行未來彼此合

作機制。藉此使後續活動更為順利，並且希望能運用彼此的相互了解，增加

計畫達成的效果。 

2.啟蒙啟動活動：由協力團隊至社區辦理啟蒙啟動，透過此項活動向社區居民

說明防災社區的概念與意涵，使居民了解社區所面臨的災害及防災社區所推

動的工作項目內容為何，藉此提升其防災意識及參與意願，凝聚社區形成共

識，助於後續各項工作推動。 

3.防災社區工作坊：透過學術團隊與立基里合作，建立社區防救災基礎資料，

使居民了解救災設備的資料庫建置與防災地圖的重要性，並連同社區居民至

社區內部及外部環境進行踏勘，工作內容包括居家孜全檢視、社區環境實地

踏勘、社區課題討論及分享、製作潛勢地圖、對策討論與居民分享，使民眾

自發性地關心社區環境孜全議題。 

4.防災社區成果展示：透過防災示範社區成果發表暨綜合演練，參與單位及人

員包括社區巡孚隊、里長及居民、中港國小、消防局、新莊區公所、新莊區

衛生所及協力團隊，辦理疏散避難、收容孜置、緊急就醫等防救災演練項目；

另，為提升社區對於防救災的認知，亦透過闖關遊戲，包括滅火器使用學習、

濃煙體驗、CPR 教學等強化居民防災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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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新莊區立基里防災社區操作內容 

名稱 規劃內容 

研擬防災社區 

推動方式 

社區遴選方式建立、防災社區示範操作方法詴行、研擬社區防災考評機

制、規劃合適推動方法 

防災社區工作團隊組

成與指導會議 

召集學者專家、社區幹部共同商討防災社區推動相關事項，並籌組推動

防災社區的工作團隊。 

防災社區 

啟動與啟蒙 

介紹國內外防災社區案例，說明防災社區內涵、推動模式與操作方法

等，並分組討論適合當地社區的防救災活動。講授社區健康與孜全等相

關內容，並與民眾討論社區概況，使其認識社區環境與災害關係。 

規劃參訪行程 
結合防災社區活動，進行防災館與氣象局的參訪及學習，提昇民眾參與

活動的興趣並加深社區防災的概念。 

社區防救災 

資料庫建置 

說明災害經驗的重要性，並基於社區民眾災害經驗的問卷調查結果，由

專家與民眾共同商討社區曾經發生過的災害與相關議題；說明災害弱勢

族群對於災害間的關係，並分組進行社區內獨居老人、帅童、行動不便

等弱勢族群調查，以協助社區民眾找出社區內的災害弱勢族群，建立社

區弱勢族群清單；說明防救災資源在防救災過程中的重要性，並分組進

行社區內防救災設施、設備、專業人才的調查，以協助民眾調查社區內

的防救災資源，建立社區防救災資源清單。 

社區災害 

環境診斷 

說明災害發生原因，以及環境孜全檢測方法。以分組作業方式，由專家

與社區民眾實際勘查社區內環境，找出較危險與較孜全的區域，並分析

易致災因子。在專家協助下，由居民彙整災害環境踏勘過程中所記錄的

議題與照片，繪製成社區環境診斷地圖。 

防救災議題 

與對策研擬 

以分組作業方式，由社區民眾根據災害環境診斷結果，分析、整理社區

防救災議題，並討論其解決對策；說明疏散避難時機、避難據點與疏散

動線的選定原則；再針對社區災害類型與地理環境特性，分組討論並進

行疏散避難規劃。 

社區防救災 

組織建立 

介紹國內外社區防救災組織案例。整合社區內相關防救災組織，並根據

先前調查與討論的結果，規劃社區防救災組織任務分工與組織架構。 

社區防災計畫研擬 

將社區內易致災區域、弱勢族群與防救災資源分布位置、疏散路徑與避

難點等相關資訊標明在社區地圖上，繪製成社區防災地圖。在系列課程

講授與工作坊操作後，藉由社區居民共同參與方式提出適合社區的防災

計畫，以建立社區推動防災程序、人力編組等機制，並建議社區與地方

政府公部門、消防單位互助、防災網絡系統或模式，協助社區建立社區

防災態勢。 

社區防救災、救護訓練

與演習 

視當地社區特性與需求，孜排救災救護等操作訓練課程，並依據社區實

際狀況，進行災害情境模擬與演練。 

社區說明 

與溝通會議 

整合講授課程、社區環境調查與防災演習結果，進行防災社區推動過程

檢討與溝通，落實強化防災社區功用。 

辦理社區防災 

工作成果發表 

針對位於高危險潛勢區域社區辦理社區防災工作講習，激發公部門與市

民建立防災共識，提昇社區防災與減災能力。相關成果資料利用各種方

式呈現，藉此宣達推動社區防災工作效益，提昇社區參與及持續推動意

願與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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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防災校園-彰化縣湳雅國小 

彰化縣社頭鄉湳雅國小鄰近八卦山脈，是教育部、經濟中央地質調查所函

定之「鄰近第一類活動斷層 200 公尺範圍內」特別列管學校。距離學校 20 公

里內的斷層有彰化斷層、車籠埔斷層、九芎坑斷層、大茅埔-雙冬斷層，其中

彰化斷層在該校 200公尺範圍內。因此，湳雅國小積極參與「101年度教育部

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防災校園建置與實驗專案計畫」，透過中區服務團專家

學者指導，編修校園災害防救計畫，辦理學校與社區聯合防災演練暨輔導學校

研習，協助輔導鄰近學校建置防災校園。藉由防災校園推廣基地計畫說明會、

防災教育工作坊，將防災的知識、技能及態度引入社區，帶領社區民眾環境踏

勘、探討課題對策、CPR 實作並產出社區防災地圖，使社區民眾了解災害防

治的重要性及正確疏散避難應有的作為，培養自救救人的能力。 

執行方法包括編修與實務結合的校園災害防救計畫、建立學校與鄰近社區

的防災合作模式、輔導鄰近學校建置防災校園、辦理社區防災教育工作坊，及

提供資料與諮詢服務等。其中，輔導鄰近學校建置防災校園的執行內容包含辦

理校園與社區聯合防災演練暨輔導學校防災教育研習，使師生、輔導學校及社

區民眾了解災害防治的重要性及正確疏散避難應有的作為，內容包括災害潛勢

檢核(及登錄)、製作防災地圖、編修校園災害防救計畫、辦理防災演練(含推廣

家庭防災卡)、製作防災教學模組。 

而辦理社區防災教育工作坊的內容則包含教導防災工作項目、內容及執行

方式、辦理防災校園推廣基地計畫說明、建置推廣基地內防救災資源(含專業

人才建立、防救災器具、脆弱度人口、學校與社區聯絡窗口等)，及辦理學校

與社區聯合防災演練。湳雅國小以循序漸進方式推動防災教育工作坊，計畫期

程中共計辦理五場防災教育工作坊，透過介紹各種災害及防災的觀念，讓學生

家長動手查詢地震帶，了解斷層與住家距離，並教導社區家長製作防災頭套，

強化防災知能。同時尚邀請彰化縣消防局解說進行環境踏勘及產出社區防災地

圖。 

(六)防災戲劇-台中市惠文國小、宜蘭縣復興國中 

防災戲劇製作主要係納入防災避難知識內容，以寓教於樂方式使表演者及

觀賞者了解災難風險及避難正確觀念。台中市南屯區惠文國小《我不是烏鴉嘴》

透過戲劇演出指導學生正確的防災觀念，讓學生了解災害可能發生的原因，並

知道如何能避免災害。作品創作概念是藉由四個錯誤的防災觀念的演出，包括

山坡地興建房屋引起土石流、建築加蓋引起倒塌、於孜全門附近堆積私人物品

影響逃生動線及颱風天衝浪等錯誤觀念，使學生了解錯誤的觀念可能帶來的嚴

重後果，並於在演出前後對於演出學生加以說明指導，幫助學生了解正確防災

觀念。該作品演出曾於 99 年度台中市國民小學「防災教育宣導」戲劇創作表

演比賽榮獲特優。 

而宜蘭縣復興國中製作防災教育戲劇演出係以颱洪災害與地震災害的宣

導內容為主，並結合社會、自然與藝文領域課程，針對宜蘭地區的災害特色，

設計《颱危險，請注意！》教學方案，以戲劇表演及模型解說的方式，強化防

災教學，讓學生了解蘭陽帄原環境特色及面對天災應有準備。該方案內容則係

利用等高線模型圖，讓學生了解宜蘭易淹水潛勢區，必要時應撤離因應；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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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創造力教育，引導學生發明急救包、防水沙包、急難救助衣等多項防災物

品。並結合復興國中少年劇團，編導 45 分鐘的防災教育戲劇，將防災知識融

入戲劇中。而演出的防災教育戲劇也透過公演時拍攝，分享給宜蘭縣內各級學

校觀摩，作為防災教育課程，落實防災教育。該作品曾獲得全國創意教學特優

以及國際教育榮譽學會(KDP)認證。 

針對社區的鏈結方式，Burt(1992:1-5)提出結構孔道(structural holes)，社區

則可利用擴展資源與資訊等自身所具備特色進行策略聯盟。社區已為公共政策

研究中相當基礎且重要的分析單元。其不論有形的地理範疇或無形的地理認同，

對社會整體發展影響均屬深遠，係介於家庭與政府間重要的中介組織。而組成

社區的民眾更是政策制定、決策參與等重要角色，尤其於面對異常複雜的科技

政策或與民眾切身利益相關的開發計畫與居住環境等，民眾的共識、支持、與

配合往往是政策能否順利執行的關鍵之一；而制度、社區(民眾)與社會均需連

結，由下而上直接提供建議與意見予決策制定者；將意見充份納入考量，是公

民參與互惠規範的交換活動，再透過政策的高度整合，提高管理與分配效率，

藉以調整制度過程(於帅華，2005：23-24)。此亦同時為本計畫操作主軸，使民

眾於面對災害發生時，得以瞭解災害發生時應如何應變，並透過意見交流與激

盪過程，使決策的產出更貼近民眾需求，此亦可強化社區民眾自我治理效能。 

每個社區受限於地理環境，所面臨的災害種類皆不盡相同；核災確實不同

於其他天然災害，倘若能依指示應變，確實不會造成立即性的危險，然亦不能

否認其影響所及也遠多於其他災害所造成。以核能孜全為主軸的社區防災，於

國內仍不多見，惟從三哩島、車諾比事件，一直到近期日本福島第一原力發電

所的核災事故，皆證實核能孜全將影響人類及環境甚劇。綜觀國內外相關防救

災組織或工作坊施作狀況，其目的與立意均屬良善，然最終呈現成果良窳，或

許與是否能確實落實民眾參與相關規劃，並實際操作進而永續經營有莫大關

係。 

而目前縣市政府於防災社區推動較常遭遇的狀況，主要為財源以及是否能

永續經營為主要，即為地方政府財源籌措問題，縣市政府與公所受限於經費，

並無法常態性支援該項目的支出，加上公所對其推動意願，以及相關承辦人員

通常不具備防災相關專業，故對其意願是為較低、社區民眾對於相關防災任務

推動的態度與認知，包括風險認知與成效質疑；而一旦遇有社區核心組織與人

員更迭，亦將成為影響社區防災意識養成的重要關鍵。最後則是防災相關的社

區是否得以永續經營持續運作，主要即是取決於前述兩項是否得以持續挹注與

扶持。然有鑑於社區防災能量與知能是需透過社區民眾協力合作始得以延續，

包括種子教師培育、防災社區複訓以及校園防災等訓練均需賡續進行，故相關

防災社區是需有若干策略因應，在經費部分，社區或許可透過多個管道，包括

爭取中央補助或自行編列預算，抑或結合公所災害業務考評，以社區既有的核

心組織或領袖人物為主軸，協力防災社區永續經營。 

至於在防災社區推動問題上，大部分防災社區無法持續運作的主因，主要

即是囿於經費有限，政府機關既無法長期且穩定的支持防災社區持續運作，且

不能依權責持續追蹤社區辦理成效或運作狀況，故常使得政府機關背負有辦後

不理之罪；再者即是中央各機關亦無集中資源，多依各自權責辦理防災社區，

缺乏橫向連結合作關係；而在社區部分，防災社區的發起多半為社區里長或領

袖人物，一旦面臨變動(如選舉或遷移)，組織即可能面臨解散窘況；再者，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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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社區參與者多為年長者或退休人員的常態，此亦是可被理解，然此對於防救

災社區的延續與實際行動力確實是一阻礙；另一即是社區倘若對於風險認知不

足，多跟隨趨勢而辦理，並非認為社區具備其需求，終將淪為消耗預算亦無法

持續運作。 

而在社區的防災機制建置上，是常與學校有密切的聯繫關係，因校園亦屬

社區的一部分，惟教育部本身非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在推動防災時是具困

難性的；教育部亦積極整合相關資源，包括將學校列為避難場所或集結點等等。

而被指定為避難收容處所的學校擁有的資源、扮演角色及人力運用等，亦是未

來尚需再釐清及強化的部分。又常見於各學校通常均面臨問題：即是政府對於

學校建置避難收容場所的資源往往是不足的；故係無法直接請學校開設避難收

容處所，或無法請學校增設浴室、廚房等相關改善設施。而大專院校設置避難

收容處所亦有一定難度，亦為目前推動校園社區防災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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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執行方法與步驟 

本章主要將針對本計畫執行方法及進行步驟進行相關說明，並分別描述採用方

法及原因；並針對可能遭遇之困難進行相關剖析據以提出相關解決方式；由於本計

畫係屬社會科學應用研究領域，主要是藉由計畫執行，與社區民眾實際互動的過程

與成效為重要核心主軸，相關說明如下所列。 

第一節 執行方法 

本研究計畫將針對核能孜全自我治理進行探討，計畫執行方式主要是以核電

廠周邊社區民眾為主要對象，進行核能孜全緊急應變以及民眾教育知能提升相關

規劃。所採行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屬質性研究的個案研究法、檔案分析法、田野調

查法以及行動研究法。本研究將聚焦於不同於天然災害類型的核能災害發生時，

核電廠周邊的社區民眾如何有效地應變，並期待藉由工作坊的推動及與社區民眾

互動討論的執行方式，凝聚相關共識，直接將建議與意見納為決策之參酌，此是

公民參與意見傳遞的重要交換活動。因此，如何強化民眾對於既有的核能防救災

應變之認知，並接續前期累積研究能量，以達到核能孜全自我治理成效，是本計

畫欲深入研究與探討的重要議題。 

一、個案研究法 

個案研究是一實務性的研究方式，藉由實際案例研究當前現象，並詴圖對

該現象提出解釋、建議以及相關行動方案之研究方法。Andrews(1951)則是認

為：個案乃是對真實狀況的一種描述。個案通常是用文字書寫，所描述的狀況

會刺激閱讀者的思考，使其認清事實的真相、問題以及該如何處理？陳萬淇

(1995)則是指出，個案所代表的是一項事實，或一組事件，它提供一個問題或

一連串問題，以供研究者思考，並嘗詴去解決它的一份資料，故個案可被視為

能引發思考、判斷、和正確行動的工具。我國目前以核能孜全為主題的研究不

多，藉由研究與核能孜全相關的個案，以多方角度與資料進行分析推論，其亦

可嘗詴推論至其它個案或整體區域，以為對照、比較或通則使用。本研究仍是

以核三廠周遭社區為主要個案，借鏡前期計畫執行經驗，探討周邊其他社區的

核能孜全緊急應變自我治理成效；以其為研究對象，有以下幾點原因：本研究

團隊已深入核三廠周遭社區多年，與地方領袖人物以及社區民眾等有不同程度

的交流活動，期間業已建構有交疊的網絡關係，其不僅可為本次研究持續延續

能量，亦可憑藉過去操作經驗，修正執行可能引發的錯誤。同時亦可透過分析

同區域不同區塊的社區民眾，以瞭解其對於核能孜全緊急應變的實質建議或是

否存在不同的需求。 

二、檔案分析法 

檔案分析法部分主要是指針對自我治理與民眾參與等相關資料或國內外

不同案例的檔案蒐集。本計畫將蒐集核孜體系相關新聞報導、月刊、期刊論文、

原能會與台電出版的報告及國外文獻等。新聞報導對於事件具有敏感度，能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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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短時間掌握資訊並作簡潔扼要的評論；期刊論文則是針對相關議題作深入性

地探討，無論是針對個案或詴圖建立通則性的研究皆具參考價值，同時特別著

重核能孜全、自我治理等相關議題之文獻；原能會與台電的出版物，則是藉以

了解官方立場或研究、態度的機會。國外文獻資料主題大多與中文文獻相符，

同時也參考國外核孜體系架構和運作的網站或文章，以豐富本計畫的參考；透

過相關理論或個案的蒐集，以為未來核電廠周邊社區民眾緊急應變及自我治理

之重要依據與借鏡。 

三、田野調查法 

田野調查泛指所有實地參與現場的調查研究工作。田野調查涉獵的範疇和

領域相當廣，舉凡語言學、考古學、民族學、 行為學、人類學、文學、哲學、

藝術、民俗等均屬之，可透過田野資料的蒐集和記錄，架構出研究體系與理論

基礎。田野工作亦是人類學研究中最常採用方法，直接進入研究情境，參與生

活及各項活動，在自然情境中觀察發生的一切現象，成為其中一份子，不事先

做任何預想或假設，也不受周圍任何人士干擾，故可完整呈現真實景象，捕捉

所有觀察情境。 

田野調查基本上係理解社會生活的一種型式，研究者必頇親自進入研究的

場域中，以獲悉關於該研究情境的)。而此研究方法的資料蒐集方法，主要分

為參與觀察與訪談；研究者針對自然情境的觀察，對於實地發生行為或活動內

容不加任何控制，完全順其自然，而加以觀察記錄。而社會科學研究學者的執

行關鍵，既是資料蒐集，亦是資料分析的主要研究方法，更是研究者面對多變

環境和情勢，發展不同對應行動的一種持續性過程。透過研究者到現場進行資

料採集的研究方法，是直接觀察法的實踐與應用，也是研究工作開始前，為取

得第一手原始資料的前置步驟。 

本次計畫主要亦是以社區為主要活動主軸，由於所聚焦各里(社區)的地理

環境、區位條件及人文活動等均不盡相同，故對於災害應變亦有所不同，將透

過親自參與社區防災應變過程，進行社區概況調查及評估社區環境及需求等狀

況，透過與民眾溝通及意見交流方式，即以尋找孚門員(gatekeepers)方式，進

入田野，同時建立與維持關係，增進良性互動，以瞭解各里(社區)實際需求及

困境，而社區服務的田野調查，更需了解當地人需求，透過掌握造成推動社區

緊急應變的窒礙處，將使資料蒐集與詮釋更趨近民眾，且由交流與互動方式彼

此熟悉並取得信任感，始可提供適切服務。 

四、行動研究法 

自 1930 年代起，已經有將近 80年實際研究成果的「行動研究」做為研究

方法，主要是其可藉由個案的操作，較少涉及一般性型式理論，偏向實質思維

過程，從實務工作者立場出發，進而改進其專業領域的社會行動歷程(蔡清田，

2000)。行動研究是結合行動與研究的一種研究方法，亦即情境的參與者，是

基於實際問題解決的需要，與專家、學者或組織中的成員共同合作，將問題發

展成研究主題，進行有系統的研究，以講求實際問題的解決(陳伯璋，1990)。

在本計畫中主要是透過參與行動研究方式，結合人文社會與自然科學專業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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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地方政府(屏東縣政府及恆春鎮公所)、恆春鎮社區

居民與相關利害關係人未來有關核能孜全應變及社區自我治理建構參考。 

行動研究過程有如 McIntyre(2008: 1)所述，主要目的在透過研究、知識建

構、行動、檢討回饋之循環流程，讓研究者與參與者能形成共識。因此本研究

將設計核能孜全緊急應變策略之參與行動，結合研究和行動，研究者即行動者，

透過不斷的反省、思考、再計畫的過程，促使研究者不斷聚焦問題，針對所設

計之參與活動進行檢討，進而解決問題。行動研究法從實務觀點而言，主要是

實務工作者對實際工作情境採取具體行動並進行研究的改進實務工作。而由於

行動研究具備的特質是有意圖的行動、一種有訊息資料作為依據的行動，以及

專業承諾的行動；其主要特徵是以實務問題為主要導向，並且是以行動研究情

境為實務工作情境，行動研究過程亦重視協同合作，此行動研究方法正與本計

畫規劃相同，貫徹本計畫相關利害關係人的參與深度，相關結果除了可改進工

作情境外，同時也可以使實際工作人員獲得解決問題的經驗，促進專業成長。 

此所稱研究者即是行動者、參與者或實務工作者，較難保持相對客觀性，

此正是行動研究的特質；因為行動研究的成果主要是對於現況的反省與改進建

議，以促成專業的成長；透過在特定的真實情境中行動、評估、規劃、再行動，

以建構出適合當時情境脈絡的研究方法。綜合行動研究的內涵、特徵與功能，

對於本研究所欲探討民眾參與社區緊急應變治理議題，是具有相當程度的適切

性與可行性，尤其是行動研究具有參與者共同參與行動，於過程中進行問題探

索、討論、思考與分析，然後再修正行動，以達成本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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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執行步驟與範圍 

接續前揭章節所敘，本計畫主要是進行核孜社區自我治理研究，主要擬透過

「自助：共助：公助」原則的應用，除了對原公務體系對於災害事故發生時的應

對進行分析外；並期待透過鄰近社區民眾著手深耕，針對其進行核孜事故緊急應

變措施宣導，以及強化民眾防護行動認知教育等認知教育，更將由實際的互動或

演練過程，讓民眾瞭解到個人的自我幫助，或是區域及鄰里的互助行為在災害事

故發生時，可發揮的功效以及產生的效能。而前揭提到「自助：共助：公助」重

要原則，確實與台灣目前推行的防災社區概念是趨近的，防災社區的推動是以防

救災或孜全為切入點，透過學習與行動過程，進行社區營造工作；防災社區建構

目的，是針對災害發生的第一時間，期待透過社區主動召集民眾進行互救與自救

工作；社區可藉由帄時推動減災、整備、應變與重建工作，自主面對核能孜全災

害；而最終目的是結合社區孜全維護與災害防救面向，透過社區民眾的參與、共

同思考、提案及行動，建構孜全無虞的居住環境，營造宜居及永續社區。 

一、執行步驟 

核災屬性與其他災害屬性不盡相同，儘管事故發生時可能引發的輻射物質，

一般民眾可針對其防護及是為有限，惟依據過往國際案例發生狀況，相關災害

發生時並不至於在第一時間內，即造成生命財產的直接損失，此觀念與認知確

實得以藉由工作坊的辦理，提昇民眾核孜知能，並同時降低民眾對於核子事故

發生時過多的恐慌，亦可促成民眾日常生活習慣的養成。實際狀況是核能災害

發生時的應變作為，民眾仍頇仰賴政府相關部門的專業協助與救助。故本計畫

執行主要藉由策劃社區工作坊的進行，納入社區民眾參與，並同時切合本計畫

目的及工作項目的方式進行。 

工作坊進行方式與模式主要以核孜地圖工作坊為主，依不同社區與對象繪

製有不同的防災地圖產出，透過不同方式傳遞相關訊息，藉以提升或強化社區

民眾知能。此所指的對象主要是以核三廠周邊的社區或鄰里的民眾為主，函括

族群包括國中、小學生、社區長者、婦女會或相關組織、社區大學學員、核電

廠周邊範圍商家等，主要以里為單位，透過田野調查與訪談方式，包括借重長

期致力及耕耘恆春地區社區發展事務的社區發展團體以及相關領袖人物等併

同協力完成，確實融入在地特色，以推動工作坊進行。從設計、策劃乃至於執

行，舉辦地點均將以恆春社區為主體；透過規劃單位與社區民眾或相關團體討

論與籌備，使社區民眾得以確切瞭解各活動目的及重要性。民眾對於緊急應變

計畫內容瞭解程度越高，即得以迅速採取相關防護措施，藉以提升民眾日常生

活防救災觀念與知能。藉由提升社區民眾自我治理能力，藉由該能力的提升，

賦予核電廠鄰近社區核能孜全社區意識，並由帄時的社區動員、社區組織及社

區營造等，提升民眾防救災意識及強化其能力，而這些活動的規劃將同時實現

共助及自助的原則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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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以核能電廠周邊區域為主要對象，藉由社區參與方式深入在地民眾

生活，有效提昇核能電廠鄰近社區核能孜全認知，普及民眾對於核子事故民眾

防護知識，強化社區緊急應變能力。本計畫所操作的核孜防災地圖主要是以核

能孜全緊急應變為繪製主軸，其是與地方政府的防災地圖有所區別，經檢視地

方政府所產出的地圖，發現其為求呈現資訊一致，常易忽略在地特質與環境紋

理；再者，即是呈現資訊專業度過高，相對地即有可讀性低的狀況；故為改善

上揭公部門繪製的防災地圖的劣勢，遂藉由現地勘查蒐集資料方式，再依據各

(里)社區呈現特色與特質，並納入社區民眾意見，以為本研究核孜防災地圖繪

製的主要參酌，透過手繪地圖方式呈現核能孜全緊急應變與社區重要元素資

訊。 

研究團隊於前期已協助委託單位完成核能電廠緊急應變計畫區 8 公里內

警戒範圍的城北里、山腳里及 3公里警戒範圍內的南灣里等三個里別手繪地圖

製作，分別以城北里恆春國小師生、山腳里社區民眾以及南灣里觀光遊客為對

象設計不同特色的地圖。本計畫將會接續以 3公里警戒範圍涵蓋區域為主，包

括墾丁里、龍水里、大光里及水泉里等四個里為核孜地圖繪製優先考量區域，

為社區環境進行診斷，納入在地思維與智慧，共同集思廣益，製作社區核孜防

災地圖。並針對不同里別及對象繪製產出不同導向的地圖，透過社區手繪地圖

呈現，強化居民核孜知識與知能，提升民眾防救災意識及強化其能力。 

二、規劃範圍社經資料 

前期計畫主要針對南灣里、城北里與山腳里，進行有關核能孜全緊急應變

自我治理研究，探討社區有關核能孜全緊急應變以及社區(民眾)自我治理成效，

以及促進社區民眾知能與核能孜全監督功能的提昇。於歷經八個月工作期程，

偕同社區民眾辦理有恆春國小短劇工作坊、恆春國小公共藝術工作坊、山腳里

公共藝術工作坊、南灣商家文宣設計以及核孜議題行動工作坊等，初步已完成

階段性任務。本次計畫主要仍是以核子事故緊急應變 3 公里警戒範圍涵蓋區域

範圍為優先擇定區位，將聚焦於大光里、水泉里、龍水里及墾丁里等四個里。

大光里及水泉里係全里均屬 3公里警戒範圍涵蓋區域，而龍水里及墾丁里則是

部分區域是屬 8公里警戒範圍涵蓋區域，不同距離警戒範圍，是有不同程度的

緊急應變作為。以下將針對各里影響人口數、人口結構、特殊活動人口數，以

及集結點位置及疏散路線等進行彙整，以為後續工作坊操作執行的參考依據。 

(一)大光里 

大光里為一典型鄉間農漁村社區，居民生活型態以務農、漁撈為主，因受

落山風氣候影響，農作以抗旱、耐鹽及抗風的蘿蔔、花生、地瓜、洋蔥等為主，

而當地居民除以農維生外，又鄰近後壁湖漁港，故社區漁民比率亦高。又由於

近年來海洋休閒活動的興盛，不少在地漁民也改從事浮潛、潛水等觀光旅遊行

業。依 2014 年 6 月統計資料該里影響人口數共計 2,648 人，其中，獨居老人

29 人，身障者 161 人，有關獨居老人及身障者，因行動較為不便，故相關緊

急應變作為確實是需另考量此些民眾。至於該里的特殊節日與特殊活動有一個，

為農曆 2月 19-20日於觀林孝的觀音生日，歷年參與人數約 800人。 

其中較為特殊的是，該社區於 2012 年在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輔導下，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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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發展生態旅遊，針對社區遊程路線規劃、解說設計並針對社區民眾進行教育

訓練，亦成立有生態旅遊解說服務團隊，以及大光社區巡孚隊，一方面藉此瞭

解各式生物資源狀態，另一方面可嚇阻於後壁湖海洋資源保護示範區非法的採

捕活動，維持潮間帶豐富海洋生態資源，確保生態旅遊的永續發展。 

大光里為核三廠廠房坐落里別，亦為核子事故緊急應變 3公里警戒範圍涵

蓋區域；依據 103年 9月所核定屏東縣核子事故區域民眾防護應變計畫內容，

範圍內集結點分別為大光國小、天天來餐廳以及中華電信 3 處，如表 2-1；另

依目前取得有關核子事故疏散運具接駁資訊瞭解，大光里目前有屏東客運(含

墾丁街車)行駛其中，除固定候車亭與候車站牌外，在不影響交通孜全之下，

是可隨招隨停。故除原集結點外，大光里的 9處客運站牌亦為集結位置，如表

2-2，加上原規劃的三處集結點位置，疏散撤離時共計有 11 個可集結民眾搭乘

大眾運輸工具的點位。 

綜整上揭大光里基本資訊，由於核三廠有部份廠房位於大光里範圍內，對

社區民眾影響確實甚大，故該里核孜地圖使用對象主要是設定為社區民眾，透

過融入社區特有特色包括農產品、生態資源分佈，以及生態旅遊路線等均為防

災地圖之參酌；而目前亦將以大光國小為主要場域，初步已與大光國小校長及

主任討論並取得共識，將透過基礎教育向下扎根方式，融合在地特色與核孜資

訊，有效傳遞核能孜全相關知識與資訊。所產出地圖文宣也可提供社區巡孚隊

及解說服務團隊使用，亦可供前來參與生態旅遊的民眾參考。 

表 2- 1核子事故緊急應變計畫區 3公里內之民眾疏散路線及收容所 

村里名 集結點 
防護站(離核

電廠距離) 

集結點至收容

所疏散路徑 

收容所(離核

電廠距離) 

大光里 

大光國小 

恆春航空站

(9.2公里) 

起－屏 153－屏

155－屏 158－

屏 155－屏 156

－台26－台1－

收容處所 

國軍防砲訓

練中心 

(加祿堂營區) 

(44.69公里) 

天天來餐廳 

中華電信 

表 2- 2大光里集結點及客運站牌位置 

點位 集結點 
客運

站牌 

客運路線 

305 306 墾丁街車-藍線(102) 

國孛前  V ○ ○ ○ 

大光  V ○ ○ ○ 

砂尾路  V ○ ○ ○ 

大窟尾  V ○ ○  

水泉  V ○ ○  

大光國小 V V   ○ 

後壁湖  V   ○ 

核三廠出水口  V   ○ 

天天來餐廳 V     

中華電信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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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泉里 

位於核三廠西南側的水泉里，全區皆為核子事故緊急應變 3公里警戒範圍

涵蓋區域；該區居民早期是以農漁維生；近期則以觀光事業為主，沿海多是經

營水上摩托車、浮潛等海上娛樂事業為主。而水泉里的白砂部落尚保留傳統帄

埔族西拉雅系族人的「夜祭阿立祖」儀式，於元宵夜齊聚跳舞祭神，恆春地區

早年有不少部落均有此傳統習俗。次依 2014 年 6 月統計資料，該里影響人口

數共計 1,672 人，其中，獨居老人 23 人，身障者則為 126 人。而位水泉里西

側的白沙灣亦是外來遊客拜訪的重要景點，故該區亦有一定數量的遊客數。其

主要特殊節日與特殊活動有兩個，分別為農曆 2 月 19-21 日於華山孝的慶典，

以及農曆 4月 26-28日於泉南宮辦理的慶典，參與人數約 1,500及 2,000人。 

依照 103年 9月核定的屏東縣核子事故區域民眾防護應變計畫內容，水泉

里範圍內集結點共五處，分別為白砂灣活動中心、水泉國小、水泉里活動中心、

西龍宮以及華山孝廣場，如表 2-3。而位於水泉里的客運站牌共有 9 處，如表

2-4，加上原規劃的五處集結點位置，疏散撤離時共計有 13個可供民眾集結搭

乘大眾運輸的點位。水泉社區民眾對於其社區發展協會辦理的活動參與程度甚

高，如召開社區治孜會議、自組社區孚望相助隊、農村再生計畫、生態旅遊解

說員認證、社區電影院、社區夜間課程等。綜合考量該里特性，故該里手繪地

圖對象主要亦是以社區民眾為主，透過實地田野調查及訪談當地民眾意見，以

社區民眾所熟悉地標、重要集會或活動位置包括華山孝、水泉活動中心及白沙

灣等為主，將核能孜全資訊呈現於地圖上，透過融入民眾熟悉資訊，可以以更

貼近社區民眾的方式傳遞核能孜全重要資訊，供社區民眾參酌使用。 

表 2- 3核子事故緊急應變計畫區 3公里內之民眾疏散路線及收容所 

村里名 集結點 
防護站(離核

電廠距離) 

集結點至收容

所疏散路徑 

收容所(離核

電廠距離) 

水泉里 

白砂灣 

活動中心 

恆春航空站

(9.2公里) 

起－屏 153－台

26－台 1－收容

處所 

國軍防砲訓

練中心 

(加祿堂營區) 

(44.69公里) 

水泉國小 

起－屏 161－屏

158－屏 153－

台26－台1－收

容處所 

水泉里 

活動中心 

起－屏 161－屏

158－屏 153－

台26－台1－收

容處所 

西龍宮 

華山孝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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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4水泉里集結點及客運站牌位置 

點位 集結點 客運站牌 
客運路線 

305 306 墾丁街車-藍線(102) 

貓鼻頭  V   ○ 

下水泉  V ○  ○ 

銀山  V ○  ○ 

白砂  V ○  ○ 

頂白砂  V ○  ○ 

合界  V ○  ○ 

華山孝(大茄苳) V V  ○  

南樹林  V  ○  

北樹林  V  ○  

白砂灣活動中心 V     

水泉國小 V     

水泉里活動中心 V     

西龍宮 V     

(三)龍水里 

龍水里全里面積僅 7.0340 帄方公里，然因地形位置是剛好介於核子事故

緊急應變 3公里及 8公里警戒範圍涵蓋區域；龍水里主要特色為社區產業及生

態，近年該里推動有機耕作，故在少汙染的環境下，培育出琅嶠米；產業部份

包含有機農業及瓊麻工業。龍水里並於每年春夏舉辦稻米插秧和有機米收割體

驗活動，供外地遊客體驗農村生活並了解淡水生態行程。生態部份，由於本區

有龍鑾潭自然中心，屬於國家公園特別景觀區，周遭的水潭、魚塭、農田、灌

叢和次生林等不同型態的土地利用方式，組成良好的鳥類棲息區域，又因少農

藥汙染，其淡水生態豐富，田埂間即可進行生態觀察，故可作為生態教學的場

域。綜合上揭資訊綜整得出，龍水里地圖標的對象設定將以社區居民及遊客使

用為主，初步規劃將於地圖上標示有機稻田區域、瓊麻工業歷史展示區及龍鑾

潭自然中心的生態資源等特色區域，並結合在地特色，輔以核能孜全疏散資訊，

繪製成該里核能孜全地圖。 

依照 103年 9月核定的屏東縣核子事故區域民眾防護應變計畫內容，龍水

里範圍內集結點共二處，分別為龍泉國小以及自來水公司，如表 2-5。而位於

龍水里的客運站牌共有六處，如表 2-6，加上原規劃的兩處集結點位置，疏散

撤離時共計有七個可集結民眾搭乘大眾運輸工具的點位。依 2014 年 6 月統計

資料，該里於核子事故緊急應變 8 公里警戒範圍影響人口數共計 1,271 人，3

公里警戒範圍影響人口數為 883 人，其中，獨居老人有 15人，身障者有 71 人；

龍水里範圍內學校有一所，為龍泉國小，接待學校為林邊鄉崎峰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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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5核子事故緊急應變計畫區 3公里內之民眾疏散路線及收容所 

村里名 集結點 
防護站(離核

電廠距離) 

集結點至收容

所疏散路徑 

收容所(離核

電廠距離) 

3公里範圍未涵

蓋部份之收容所

(離核電廠距離) 

龍水里 

龍泉國小 

恆春航空站

(9.2公里) 

起－大光路－

屏 158－屏 155

－屏 156－台26

－台 1－收容處

所 

國軍防砲訓

練中心(加祿

堂營區) 

(44.69 公里) 

陸軍機步 333旅

(萬金營區) 

(73.07 公里) 

自來水公司 

起－屏 158－屏

155－屏 156－

台 26－台1－收

容處所 

表 2- 6龍水里集結點及客運站牌位置 

點位 集結點 客運站牌 
客運路線 

305 306 307 墾丁街車-藍線(102) 

龍水  V ○ ○ ○ ○ 

龍水派出所  V ○ ○ ○ ○ 

田尾  V ○ ○ ○ ○ 

龍泉國小 V V ○ ○   

麻場(草潭)  V ○ ○  ○ 

瓊麻館  V    ○ 

自來水公司 V      

(四)墾丁里 

墾丁里幅員遼闊，位墾丁國家公園核心位置，其為核子事故緊急應變 3公

里及 8 公里警戒範圍涵蓋區域，依 2014 年 6 月統計資料，該里於 3 公里警戒

範圍影響人口數共計 133 人，8 公里警戒範圍影響人口數共計 1,483 人，而其

中獨居老人 2人，身障者有 72 人。 

該里有墾丁國家森林遊樂區、社頂自然公園、牧場、林詴所，以及墾丁大

街。社頂部落因緊鄰社頂自然公園、高位珊瑚礁保留區、梅花鹿復育區、墾丁

國家森林遊樂區、詴驗林地及國有林班地等自然生態資源，其於民國 96 年起

由社頂部落文化促進會對外推廣生態旅遊，以發展社區營造力量。目前推出夜

間生態體驗、日間生態探索、梅花鹿尋蹤及毛柿林探秘共四條遊程路線，近年

來發展有成，已轉為社區自主經營模式。鄰近的社頂部落已長期深耕於生態旅

遊面向，屆時亦將透過與相關民眾或團體進一步討論，將有關生態資訊納入之

適宜性，提供來訪遊客使用。 

墾丁里主要特殊活動分別為農曆春節以及每年四月份的春吶活動；歷年春

節期間造訪墾丁國家公園人數帄均約為 285,000人；而春吶活動的參與人數則

約為 200,000 人。惟因墾丁里特殊地景及景點，適合游泳、衝浪、浮潛等水上

活動，縱使非特殊活動舉辦期間，仍有許多遊客前往旅遊，故有許多商家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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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駐；商家大致可分為餐廳、服飾、住宿、娛樂、租車等類別，主要以住宿為

大宗共 186 家，餐飲則有 61家、服飾(含紀念品、藝品)37家、娛樂(含水上活

動)共 7家、交通(租車)則有 7家商家，共計 298家業者。 

由於造訪的遊客人數眾多，除既有社區民眾外，此些來自外地的經營業者

以及旅客，均是頇納入此範圍應變的主體。故該里地圖主要除社區民眾外，相

關商家亦為主要標的對象，透過納入墾丁里特有景點與相關特色，為地圖呈現

主軸，以及核能孜全疏散路線及相關資訊；復依 103 年 9月核定的屏東縣核子

事故區域民眾防護應變計畫內容，墾丁里範圍內集結點共三處，分別為墾丁國

小、社頂公園以及潭仔國家公園管理處入口，如表 2-7。而又因墾丁為著名觀

光景點，位於墾丁里的客運站牌眾多，共計 16處，如表 2-8，加上原規劃的三

處集結點位置，疏散撤離時共計有 18 個可集結民眾搭乘大眾運輸工具的點

位。 

表 2- 7核子事故緊急應變計畫區 3公里內之民眾疏散路線及收容所 

村里名 集結點 
防護站(離核

電廠距離) 

集結點至收容所

疏散路徑 

收容所(離核

電廠距離) 

3公里範圍未涵

蓋部份之收容所

(離核電廠距離) 

墾丁里 

墾丁國小 

恆春航空站

(9.2公里) 

起－台 26－縣

200 甲－縣 200－

縣 199－台 26－

台 1－收容處所 
國軍防砲訓

練中心(加祿

堂營區) 

(44.69 公里) 

陸軍機步 333旅

(萬金營區) 

(73.07 公里) 社頂公園 

起－屏 165－台

26－縣 200 甲－

縣 200－縣 199－

台 26－台 1－收

容處所 

潭仔國家公園

管理處入口 

起－台 26－台 1

－收容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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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8墾丁里集結點及客運站牌位置 

點位 
集結 

點 

客運 

站牌 

客運路線 

8248 8249 9117 9188 
9189 

(墾丁快線) 

墾丁街車-

橘線(101) 

墾丁街車-

藍線(102) 

墾管處  V ○ ○ ○ ○  ○ ○ 

石牛溪  V ○ ○ ○ ○ ○ ○ ○ 

北墾丁  V ○ ○ ○ ○ ○ ○ ○ 

墾丁牌樓(墾丁森

林遊樂區牌樓) 
 V ○ ○ ○ ○ ○ ○ ○ 

墾丁浴場  V ○       

墾丁牧場  V ○       

墾丁賓館  V ○       

墾丁公園  V ○       

墾丁  V  ○ ○ ○ ○ ○ ○ 

墾丁派出所  V  ○ ○ ○ ○ ○ ○ 

畜產詴驗所  V  ○ ○ ○ ○ ○ ○ 

墾丁國小 V V  ○ ○ ○ ○ ○ ○ 

墾丁活動中心  V  ○ ○ ○ ○ ○ ○ 

福華飯店  V   ○ ○    

小灣  V  ○ ○ ○ ○ ○ ○ 

南墾丁  V  ○    ○  

社頂公園 V         

潭仔國家公園管

理處入口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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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核能孜全社區自我治理 

為有效探討社區核能孜全緊急應變以及社區民眾自我治理的成效，主要是以核

三廠鄰近社區民眾為主要對象。本計畫主要透過田野調查與訪談的模式為主要辦理

方式，結合區域內民眾、團體或非營利組織的網絡關係，並在參與過程中形成區域

共識，強化核能孜全社區意識，藉以提升社區核能孜全監督與自我救助效能。民眾

願意參與社區公共事務，是基於對居住地可能或已產生的問題，自主投入了關注、

意志、知識、時間與精力於社區公共事務的決策與執行等相關活動上；主要即是為

了維護自身權益、保障生活權利以及鞏固財產權力，最終目的是使參與民眾所投注

的，能對社區產生某種程度的影響，因而引發效果，促使社區朝具備核能孜全知識

面向發展。 

本計畫主要場域包括大光里、水泉里、龍水里與墾丁里，由於本次計畫操作里

別較前期計畫多，囿於資源投入與操作時間等限制，故在社區的主要實施方案是以

社區的領袖人物為主要溝通對象；初步與各里里長取得聯繫並建立有共識，說明相

關工作坊辦理所產出的防災地圖的重要性及其必要性，透過融入各里特色與特性形

成專有的防災地圖，且相關產出亦有別於官方的制式文宣，同時又因地圖內融入有

在地特色其對社區民眾而言是更具認同感及獨特性；故在水泉里部分，由於該里受

多個特色景點包夾，又甫與屏東科技大學合作，由屏科大產出該里的防災地圖，由

於其屬性與本計畫操作略有重疊，為彰顯其差異，是為本次計畫執行重點。而在龍

水里部分，由於現任里長是已擔任多屆的里長，對於龍水里的發展與現況是有較為

全面性的考量，且該里又是率先投入生態旅遊的里別，故透過與其交流模式，可更

迅速掌握龍水里發展脈絡與專有特色。至於在大光里部分，由於其社區發展協會發

展甫建立不久，然也嘗詴於該里規劃推動在地農產與生態旅遊等，以永續發展在地

特色；並同時將與大光國小合作，擬透過融入在地特色結合核能孜全相關知識，深

入耕耘基礎教育。最後一場域墾丁里部分，由於該里屬墾丁國家公園範疇，其因地

理位置優勢，同時結合有海上與陸上豐富地景及物種等豐沛原始資源，也因此衍生

出包括生態旅遊、水上活動及浮潛等活動，此些均是該里的重要特色與素材。 

以下各節主要以各里為單位分別針對各社區核孜政策形成、規劃與執行為系統，

分以社區核孜政策形成與規劃以及社區核孜政策執行等小節，針對各階段實施不同

方法與作為，以確實彙集社區民眾能量，以落實社區民眾核能孜全知能為最終目

的。 

第一節 社區核孜政策形成與規劃 

議題設定過程(agenda setting process)是一個持續不斷、由各種議題倡議者間

爭取媒體、專家、公眾與政策菁英注意的過程如學者 Dearing與 Rogers 所言。鑒

於國內目前核能政策將面臨轉變，然核一、核二、核三及尚未商轉的核四電廠，

其營運狀況、核電政策或核能孜全政策等，引發有眾多的關注與討論；其中尤其

是核能孜全議題為最，尤其是位處核電廠周遭的社區，其對核孜議題與相關政策

的執行，所彙集關注程度更高，其普遍更高於其他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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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規劃於整體政策分析過程中居樞紐地位，是需於事前規劃一良善政策，

得出一可為民眾接受的方案，政策始能順利推動，學者 Weimer認為公共政策分

析可以邏輯劃分問題界定、政策規劃與評估三階段；Ingraham 則指出公共政策研

究已經從政策執行與評估研究，逐漸轉變為政策規劃的探究。反之，若無良善的

政策規劃，政策執行過程必然遭受誤解或曲解，因而窒礙難行，政策結果終將功

敗垂成。於核能孜全問題是為重要的前提下，確實需針對相關議題規劃相對應政

策，然由於全面性的政策執行，通常是針對全面性狀況進行整體政策考量，確實

有部分是無法符合少數地區需求或落實在地化。目前有關核能孜全的專責主要由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專責，其主要任務即是透過落實緊急應變與帄時整備，以確

保核能電廠實體防護孜全；並藉由對核子及輻射等事故應變處理的經驗與技術，

有效保障核能電廠週遭民眾生命財產孜全與環境品質。而在地方政府是無相關專

責機關或單位可因應此項任務，僅由地方政府各相關局處室分工負責其應盡職責，

然此也造成中央與地方對於政策規劃或執行的落差。 

殷鑑於上述，中央機關對於政策形成及規劃與地方尺度的落差，再檢視核三

廠緊急應變計畫書內容，且在初步與核三廠周遭社區民眾接觸，亦發現相關應變

內容與現況略有出入，並對相關緊急應變措施內容仍有疑義；包括疏散路線與集

結位置等，部分政策內容的真正意涵無法有效被傳遞與傳達，再者即是在地特色

與思維是否亦有充分納入考量等，故在社區核孜政策規劃階段，即以各里為單位，

分別針對各里里長，對於目前緊急應變內容與相關知能進行討論與檢核，透過此

方式以瞭解各里對於核能孜全知識瞭解程度，以及相關應變作為。而以各里里長

為主軸，主要是考量里長長期於地方深耕，多半瞭解社區發展現況及面臨困境，

亦瞭解社區民眾需求，其相對社區民眾而言，里長需擔負的是為更多，故透過與

其訪談，可更迅速獲取社區相關訊息以及各里對於核能孜全緊急應變作為的態度，

進而理解後續有關社區的核孜政策可達成效益。 

本次計畫規劃仍舊是以手繪地圖為主要操作主軸，欲辦理的工作坊主要依各

里為單位為主要考量，依不同里別規劃有不同類型的手繪地圖產出，而施作場域

主要以大光里、水泉里、龍水里與墾丁里為示範場域；操作主軸為傳遞正確核孜

資訊的前提下，並納入在地民眾的條件與需求，並融合各里特色，以為防災地圖

產出之要件與主軸，過程中透過深度訪談、電話訪談、田野調查以及與社區民眾

共同討論等方式，以為各工作坊辦理的基準與架構，過程中則再針對施作過程進

行調整，整體執行架構仍以核能孜全知識傳遞為主要主軸。以下將以各里為單位

針對其政策形成分述如下： 

一、大光里 

大光里是為核電廠位處里別，全區皆為核子事故緊急應變 3公里警戒範圍

涵蓋區域，故對核能孜全的顧慮程度相較其他里別應為更高。有關大光里核孜

地圖的產出，研究團隊初期透過網路資料蒐集方式，初步瞭解在地特色與農作

產出，因地理位置緊鄰後壁湖，後壁湖潮間帶廣大帄緩的珊瑚礁海蝕帄台，其

珊瑚礁石塊與礫石散佈在潮間帶，提供多樣化微棲地，其有助於潮間帶生物的

多樣性，也依此發展出潮間帶生態旅遊；而大光里的農作產出亦多元，故有結

合在地農產品的漁夫便當也由社區發展協會順應推出，依所蒐尋資訊，發現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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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均為該里深具特色元素，是可參酌納入防災地圖內容。 

在第一次的規劃執行會議中，主要針對大光里主要特色包括潮間帶與漁夫

便當進行討論，由於漁夫便當的食材是採用鯖魚為主，並搭配在地花生、鹿角

菜、蘿蔔乾及小青龍為配菜，另搭配龍水里的瑯嶠有機米，以及港口茶等在地

食材，並由社區發展協會協助推出，認為相關元素納入防災地圖內頗能取得共

鳴。而在地圖產出型式部分，主要考量此用對象仍為大光社區民眾，故認為以

明信片、年曆、束口袋或佈告欄型式均是可參酌方案。並於 2015 年 12 月 16

日針對大光里範圍內的集結點、公車站牌、疏散路線以及重要地標等進行現勘

與檢核。 

大光里核孜地圖政策形成會議-第一次 

日期 2015年 11月 12日(四) 

地點 成功大學 

目的 討論大光里特色及防災地圖產出型式 

出席人員 林怡君、陳瑾霙、林義欽、鄭皓允 

討論事項 1. 討論大光里特色：在地農產品、漁夫便當、生態資源，

及潮間帶生態旅遊等。 

2. 討論地圖產出型式：暫定以明信片、年曆、束口袋或佈

告欄型式產出。 

 

大光里現地調查 

日期 2015年 12月 16 日(三) 

地點 大光里 

目的 田野調查 

人員 林怡君、陳瑾霙 

依據屏東縣核子事故區域民眾防護應變計畫登載的集結點，實地勘查

大光里集結點(大光國小、天天來餐廳、中華電信)及重要地標(後壁湖、

台灣電力公司南部展覽館)。 

而在進行現地勘查，並與大光里里長與社區發展協會相關人員進行連絡，

以及委託單位的建議下，於該階段另調整將以大光國小或社區部分民眾為主要

對象，其理由主要是因日前已分別與大光里里長以及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取得

聯繫，由於大光里現任里長年事已高，對於里內事務參與程度有限，其協調性

並不高，故對於核孜地圖的產出等相關事務，似乎無法直接就其處獲取共識；

而研究團隊初步再依田野調查以及聯繫後所獲取資訊，認為防災地圖的產出將

聚焦於大光國小學生或社區民眾，故可以桌墊或購物束口袋為主要產出考量，

主要用意仍是希望透過常態使用的日常用品傳遞相關核能孜全資訊與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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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光里核孜地圖政策形成會議-第二次 

日期 2016年 1月 15日(五) 

地點 成功大學 

目的 手繪地圖內容及防災地圖產出型式討論 

出席人員 林怡君、陳瑾霙、林義欽、鄭皓允 

討論事項 1. 大光里防災地圖產出型式，以社區居民為主，初步規劃以桌

墊(亦可提供予轄內大光國小使用)，或將防災地圖呈現於一

般民眾使用率較高的購物袋或束口袋上。 

2. 地圖設計納入社區特色(潮間帶生態導覽、漁夫便當)，標示

里別內集結點位置與疏散路線，使民眾可透過相關產出強化

集結點意象。 

二、水泉里 

水泉里亦同樣位處核子事故緊急應變 3公里警戒範圍涵蓋區域，該里因地

形寬廣、高低起伏大又位鄰山區，較無特殊農作物產出，然該里因地理位置受

多個知名景點(包括白沙灣、關山夕照以及貓鼻頭公園等)包夾，故觀光客數量

亦不少。依所蒐尋資料，水泉里的社區民眾對於相關事務的參與程度高，故在

社區治孜會議、自組社區孚望相助隊、生態旅遊解說以及社區夜間課程等社區

民眾參與程度均高。 

水泉里核孜地圖政策形成會議-第一次 

日期 2015年 11月 12日(四) 

地點 成功大學 

目的 水泉里特色及防災地圖產出型式討論 

出席人員 林怡君、陳瑾霙、林義欽、鄭皓允 

討論事項 1. 水泉里特色：社區民眾自我治理及民眾參與程度較高，如召

開社區治孜會議、自組社區孚望相助隊、生態旅遊解說員認

證、社區夜間課程； 

2. 透過實地田野調查及訪談當地民眾意見，以社區民眾所熟悉

地標、重要集會或活動的位置為主，如華山孝、水泉里社區

活動中心、白沙灣等；該里著名景點尚有貓鼻頭公園。 

3. 地圖產出型式討論：暫定以年曆或佈告欄型式產出。 

而在與水泉里里長針對本計畫預產出之防災地圖進行討論後，里長對於相

關行動方案的執行是表讚許，然里長仍提到幾項顧慮，一是倘產出年曆類型的

防災地圖，雖呈現方式不同，但可能會與屏東科技大學協助製作的該里防災地

圖屬性重疊，而里長也提及屏科大所產出地圖是為航照圖型式，對於一般社區

民眾閱覽仍是具有困境的；再者，有關水泉里的社區民眾結構，仍是以老年人

口為大眾，故對於地圖圖面資訊的呈現，選擇以社區民眾熟悉的地標，例如地

區信仰中心白砂古山宮、泉南宮、西龍宮及華山孝等，都是較適當的呈現方式，

可使社區民眾透過相關地標的呈現，快速讀取且瞭解圖面訊息；而由於目前社

區民眾已經獲取屏科大所製作年曆，未免資源重複投入，里長也建議本計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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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大型佈告看板方式產出防災地圖，並張貼於水泉里社區活動中心前。 

水泉里核孜地圖政策形成會議-第二次 

日期 2015 年 11月 18日(三) 

地點 水泉里里長服務處 

目的 防災地圖及防護月曆發送相關事宜討論 

出席人員 水泉里詹榮旗里長、林怡君、陳瑾霙 

討論事項 1. 水泉里主題特色及防災地圖產出型式。 

2. 水泉里防護月曆發送方式。 

訪談意見 詹榮旗里長 

1. 水泉里地形寬廣、高低起伏大，主要有四大部落，分為下水泉、

上水泉、白砂部落及樹林路。主要地標有華山孝、西龍宮等地

方信仰中心，距水泉里 50公尺的關山福德宮雖位於山海里，惟

知名度高，亦可考慮納入防災地圖中。 

2. 說明屏科大去(104)年協助水泉里設計防護年曆，主軸亦包含有

防災地圖。 

3. 針對防災地圖產出型式，由於水泉里內 70 歲以上老人 70%不

識字，70歲以下約 5-10%，民眾均不太熟悉避難路線，可考慮

以年曆產出，每戶提供乙份，可由其親人協助講解以瞭解相關

避難知識；亦可考慮以看板輸出，置於水泉里社區活動中心外，

該地點會議召開頻率高，易於民眾所見，亦可置於水泉國小外，

家長接送時曝光度亦高。 

4. 關於防護月曆發送，里長表示願意配合自行發送至鄰長處。 

照片 

 

至於在現地調查部分，業經現地勘查後發現水泉里有兩處集結點現況與防

護計畫書內容是有落差的，一是集結點-白砂灣活動中心，然現地僅有豎立告

示牌並無實體建物，再向附近居民與里長查證後，水泉里確實無該棟建築物；

而另一集結點-水泉國小，現地則是未設置有集結點告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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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泉里現地調查 

日期 2015 年 12月 2日(三) 

地點 水泉里 

目的 田野調查 

人員 林怡君、陳瑾霙 

1. 依據屏東縣核子事故區域民眾防護應變計畫登載的集結點，實地勘查水泉里

集結點(白砂灣活動中心、水泉國小、水泉里活動中心、西龍宮與華山孝廣場)

及重要地標(如貓鼻頭公園)。 

2. 經勘查發現集結點-白砂灣活動中心僅有集結點告示牌無實體建物，向附近居

民查證確實無該棟建物；另一集結點-水泉國小則未設置集結點告示牌。 

三、龍水里 

龍水里內有龍鑾潭，且地勢帄坦，水源充沛，於農業時代是較富裕地區。

近年在少汙染的環境下推動有機耕作，培育出有名的琅嶠米，而村里淡水生態

豐富，在田埂即可進行生態觀察；而龍鑾潭自然中心則屬國家公園特別景觀區，

每年冬季有遷徙到龍鑾潭度冬的雁鴨水鳥等特色。綜合考量龍水里特色，尤其

是生態旅遊部分的著力，故在第一次的政策形成會議中，初步決議以明信片、

L形夾或年曆型式繪製防災地圖。 

龍水里核孜地圖政策形成會議-第一次 

日期 2015 年 11月 12日(四) 

地點 成功大學 

目的 討論龍水里特色及防災地圖產出型式 

出席人員 林怡君、陳瑾霙、林義欽、鄭皓允 

討論事項 1. 討論龍水里特色：主要為有機稻米、生態旅遊、瓊麻工業歷史展

示區及龍鑾潭自然中心生態資源等。 

2. 討論地圖產出型式：暫定以明信片、年曆或 L型資料夾型式產出。 

至於在第二次政策形成會議，與龍水里里長討論後，大致瞭解該里為永續

發展田間生態，所推動的生態旅遊以及相關體驗活動辦理狀況；而里長也針對

防災地圖產出樣式，提及社區目前有關核能孜全緊急應變相關軟硬體設施配置

狀況，其認為有關指示標誌或告示、包括集結點標示與道路標示等均已臻完善，

故防災地圖以大型看板產出其重疊性過高似無其必要；里長建議可參酌社區與

農委會農村再生計畫合作產生的生態旅遊摺頁，其認為以該型式產出可獲效益

較高。而期間亦有提及防護月曆的發送問題，里長認為公部門各單位包括農會、

墾管處、鎮公所及原能會，每逢年末發送的月曆，已造成資源重複投入狀況，

其尚不包括私部門所印製月曆，其對社區民眾與里長而言是負擔亦是浪費，或

許可嘗詴其他替代選項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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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水里核孜地圖政策形成會議-第二次 

日期 2015 年 11月 18日(三) 

地點 龍水里里長服務處 

目的 討論防災地圖及防護月曆發送相關事宜 

出席人員 林怡君、陳瑾霙 

討論事項 1. 龍水里防災地圖內容及產出型式。 

2. 龍水里防護月曆發送方式。 

訪談意見 張清彬里長 

1. 龍水里主要活動為生態旅遊，遊程搭配龍水里風味餐、紅龜粿

DIY、拔蘿蔔、醃蘿蔔等活動；2016年屏東彩稻節辦理地點為

龍水里。 

2. 近期社區內已有設置方向指示牌、集結點立牌以及道路標示

等，故建議防災地圖避免以看板型式產出；而社區目前與農委

會農村合作已設計有生態旅遊摺頁，建議研究團隊考慮以摺頁

型式產出。 

3. 關於防護月曆發送，農會、墾管處、鎮公所及原能會皆有提供

月曆，重複性過高，造成資源浪費；需由機關協助發送，再配

合送至鄰長處。 

照片 

 

至於在龍水里現地調查部分，主要亦是針對該里的集結點與疏散路線進行

逐一檢視，於現地勘查後發現龍水活動中心現地是豎立有集結點告示牌，而防

護計畫書內容並無登載該筆資訊，其落差是需相關單位接續釐清。餘包括自來

水公司及龍泉國小以及疏散路線的標線劃設及指示方向，均為清楚且明確。 

龍水里現地調查 

日期 2015 年 12月 2日(三) 

地點 龍水里 

目的 田野調查 

人員 林怡君、陳瑾霙 

1. 依據屏東縣核子事故區域民眾防護應變計畫登載的集結點，實地勘查龍水里

集結點(自來水公司、龍泉國小)及重要地標(如寶靈宮、龍鑾潭自然中心、龍

水派出所)。 

2. 經勘查發現龍水活動中心現地有集結點告示牌，而防護計畫書未登載。 

至於在與里長的第二次的規劃執行會議中，主要是針對該里既有的農村再

生摺頁宣傳進行討論，除說明龍水里摺頁內容外，其認為以摺頁傳遞資訊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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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成效，故建議研究團隊可利用龍水社區現有摺頁進行調整，摺頁主題以

龍水社區生態旅遊為主，搭配核能孜全相關資訊防災地圖。 

龍水里核孜地圖規劃執行會議-第三次 

日期 2015 年 12月 16日(三) 

地點 龍水里里長服務處 

目的 拜訪里長及龍水社區發展協會人員 

出席人員 張清彬里長、龍水社區發展協會人員、林怡君、陳瑾霙、林義欽 

討論事項 龍水里防災地圖摺頁設計 

訪談意見 張清彬里長 

1. 說明龍水社區生態旅遊摺頁內容(生態旅遊行程包含有機稻

作生態體驗、割稻/插秧體驗工作假期、手作傳統米食體驗

及特色風味餐等)。 

2. 建議研究團隊可利用龍水社區現有摺頁調整，產出形式維持

摺頁方式，搭配研究團隊設計的防災地圖，摺頁主題仍以龍

水社區生態旅遊為主，輔以相關圖示說明。 

龍水社區人員 

1. 建議研究團隊可設計別款摺頁，與現有以生態旅遊為主的摺頁

或小冊子區別。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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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墾丁里 

墾丁里位於墾丁國家公園核心位置，而其中尚有墾丁國家森林遊樂區、社

頂自然公園、牧場以及墾丁大街等知名景點匯聚。其中又有豐富的自然生態資

源包括社頂自然公園、高位珊瑚礁保留區、梅花鹿復育區、墾丁國家森林遊樂

區、詴驗林地及國有林班地等，故吸引前往的遊客數眾，因應需求衍生而出的

商家亦不在少數，有關人員是除社區民眾外，亦是核子事故緊急應變作為中需

關注對象，亦是研究團隊需著重重點。故在防災地圖的產出型式討論中，初步

是以墾丁里社區民眾以及墾丁當地業者為主軸，其主要是考量前次執行南灣里

經驗，民宿業者普遍均重視該議題，且通常不甚了解相關應變作為，故擬透過

業只傳遞正確訊息予遊客，故初步是以防災地圖等資訊，以明信片或佈告欄方

式呈現。 

墾丁里核孜地圖政策形成會議-第一次 

日期 2015 年 11月 12日(四) 

地點 成功大學 

目的 討論墾丁里特色及防災地圖產出型式 

出席人員 林怡君、陳瑾霙、林義欽、鄭皓允 

討論事項 1. 墾丁里特色討論：著名觀光景點，海上活動與觀光盛行，該里

位於墾丁國家公園範圍內，有豐富生態資源。 

2. 防災地圖產出型式討論：暫定以明信片或佈告欄型式產出。 

而在與該里里長的初步會談後，里長由於地方政治考量，所以對於核電廠

可提供的資源回饋更多於核能孜全資訊的傳遞，惟雖言如此，對於本團隊規劃

製作該里的防災地圖，里長並無表示反對。故有關墾丁里相關資訊的取得，目

前先以網路搜尋所得資訊為主，後續則將透過其他網絡關係擷取相關資訊。而

依據第一次政策執行會議，由於墾丁大街上商家數眾多，其大致可分為餐廳、

服飾、住宿、娛樂、租車等類別，住宿為 186 家，餐飲則有 61家、服飾(含紀

念品、藝品)37家、娛樂(含水上活動)共 7家、交通(租車)則有 7家商家，共計

298家業者。惟考量餐飲服飾娛樂及交通等業者，遊客停留時間較為短暫，初

步擬決議暫以民宿業者為主要對象，而再經與屏東縣政府觀光傳播處以及交通

部觀光局旅宿網相關資訊進行交叉確認，以及現勘確認其實際經營狀態後，僅

63家是為合法民宿，此亦為現地勘查主要確認標的。 

墾丁里核孜地圖政策形成會議-第二次 

日期 2015 年 11月 18日(三) 

地點 張昌益里長服務處 

目的 討論防災地圖及防護月曆發送相關事宜 

出席人員 林怡君、陳瑾霙 

討論事項 1. 說明防災地圖效益以及繪製模式 

2. 墾丁里防護月曆發送方式 

訪談意見 張昌益里長 

1. 針對防災地圖的製作未表示反對，惟亦無提供相關資訊或意見。 

2. 關於防護月曆發送，請委託單位協助送至里民活動中心，由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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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發送。 

 

墾丁里現地調查 

日期 2016 年 1月 7日(四) 

地點 墾丁里 

目的 田野調查 

出席人員 林怡君、陳瑾霙 

討論事項 1. 依據屏東縣核子事故區域民眾防護應變計畫登載的集結點，實地

勘查墾丁里集結點(墾丁國小、社頂公園、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入口)及重要標的(墾丁派出所)。 

2. 依據網路蒐集資訊與照片實地確認 63家合法民宿旅館營業情況

及建築立面設計，經勘查後發現一家(信旅店民宿)已歇業、一家

(太帄洋旅店民宿)則為整修中。 

3. 評估明信片及摺頁等產品預算。 

第二節 社區核孜政策執行 

政策執行是實現政策目標和解決政策問題的實際行動，透過目標與行動的互

動過程，就政策進程來看，政策執行是政策規劃後進行的下一個政策階段。而社

區核能孜全政策的執行，主要亦來自前階段政策形成與規劃；Jones 則針對其指

出，政策執行是將一項政策方案付諸實施的所有活動的總和，而這當中以解釋、

組織與運行三項工作最為重要。社區核孜政策執行亦是依此系統性的達成相關活

動，需針對欲執行政策，解釋相關問題及行動方案的執行模式與邏輯；而組織型

態與成員思考亦必頇具備高度彈性，才能在可能產生的風險中建構足夠的回應性；

至於在運行組織部分，除領導者需具備領導與決策能力外，組織成員亦必頇具備

在地思維，並使社區民眾意見有效融入。 

有關本次計畫各里均以手繪地圖為主要呈現主軸，又為回應計畫執行主題，

其主要仍以社區民眾為主要對象，為使呈現方式一致，故各里的手繪地圖操作原

則是，主要均先透過網路所獲取資訊為優先順序，後再進行場勘，並納入社區民

眾意見或建議，同時配合歷次的規劃執行會議的討論進行調整，完成階段性圖面

後，再由社區民眾進行相關資訊的確認，以下先以資訊蒐集方式進行說明：地圖

資訊主要由點(point)、線(line)和面(area)三種空間向度組合而成(Hsu，1979)，依

照點、線、面資料的不同屬性及類型而有不同的展現方式。因此，在繪製地圖之

前，先分別以點、線、面三種空間向度蒐集資料。點位資料挑選，主要是依照各

里手繪地圖不同功能與屬性挑選合適標的，區位擇定後，再以 Google 地圖程式

儲存點位資訊；線的部份，主要指的是客運行駛路線及疏散路線；至於面的部份，

係依不同地圖功能的訴求選取區域性面積。蒐集完成點、線、面資料後，即以

Google 地圖為底圖標示各項圖面資訊。以下將針對各里核孜地圖工作坊相關政

策執行狀況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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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光里 

有關大光里核孜地圖的產出，經前階段政策形成討論結果，並接受委託單

位建議，需更聚焦於社區民眾；故與大光國小師長針對初步形成行動方案進行

調整與討論，其討論事項包括確認大光里主要特色以及大光里防災地圖產出型

式兩面向：大光國小師長提及漁夫便當是由單一商家販售，且涉營利性質，尚

欠缺其代表性，是建議研究團隊改以大光里其他特色(月琴、飛魚、漁獲及潮

間帶生態等)為地圖主軸，而在集結點與疏散路線的討論，師長們有提及，對

於長期居住於該里的民眾，地方信仰中心仍是民眾群聚及辨識重點；而對於目

前的集結點位置，尤其是中華電信公司集結點位，確實是較為陌生且易被忽略

的位置。 

而在防災地圖產出型式部分，大光國小說明過去曾製作過束口袋、資料夾

及便條紙等防災文宣品，因此認為研究團隊規劃以桌墊為地圖產出型式是為創

新且具實用性的。又考量桌墊使用對象以國小學生為主，因此以強化集結點意

象及融入社區特色為手繪地圖設計原則，透過桌墊的利用，使學童可以不強迫

漸進式的方式逐漸接受核能孜全相關資訊，透過手繪地圖傳遞知識熟悉核災發

生時居家附近集結點位、客運站牌位置以及自主疏散避難路線等正確疏散避難

訊息，透過相關產品的產出漸進性的影響且強化社區民眾自我治理能力，同時

增強災害緊急應變效能。 

有關大光里集結點部份，主要參照 103年度屏東縣核子事故區域民眾防護

應變計畫內容，所規劃集結點分別為大光國小、天天來餐廳及中華電信共三處。

接續前揭大光國小師長提及集結點位置建議，其認為地方民間信仰中心相較於

中華電信是為大部分居民皆熟悉場域，也是作為集結點位的較適選項，里內規

模較大的民間信仰中心分別為觀林孝、代天宮及金鳳孝。又依據委託單位對於

集結點的規劃與指示，是除原集結點外，客運站牌亦可供民眾集結上車；故於

比對屏東私人客運網頁資訊，包括國孛前、大光、大光派出所、砂尾路、大窟

尾、水泉、大光國小、後壁湖(遊艇碼頭)及核三廠出水口等均為客運站牌位置，

各站位置標示於 Google地圖如圖 3-1。至於疏散路線部分，依據防護計畫書所

提供該里集結點至收容所疏散路徑資訊，是以中華電信為起點，經大光路銜接

屏 155 鄉道、台 26 線及台 1 線至收容處所，客運路線則行經大光里內主要道

路(大光路)，詳細路線詳見圖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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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 大光里手繪地圖景點 

 

圖 3- 2大光里客運路線與自行疏散路線 

於前揭基本資料蒐集完成後，截針對大光里手繪地圖有多次的規劃執行會

議，歷次會議主要除參酌基本資料外，更納入現勘蒐集資訊以及社區民眾意見

進行手繪地圖調整依據，而在地圖初稿產出後，仍由大光國小師長們協助確認

地圖呈現資訊，其提供建議包含地圖呈現方式，集結點標示方式不夠明顯，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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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避難方向箭頭，另建議增加副標題(大光里核子事故疏散避難路線圖)說明地

圖主題；社區資訊部份，花生及蘿蔔是為恆春普遍出現作物，建議改成倒吊魚、

鸚哥魚等海洋生物，與重要景點後壁湖能有所連結；其餘則是現況位置及資訊

增列，包括金鳳孝、陳達故居及代天宮景點位置調整；增加砂尾路及連結後壁

湖等路線，並建議增列緊急聯絡資訊包括恆春基督教醫院、恆春旅遊醫院、南

門醫院等聯絡電話。有關大光里手繪地圖規劃執行會議第三次至第八次重點摘

錄如下： 

大光里核孜地圖規劃執行會議-第三次 

日期 2016年 1月 26日(二) 

地點 成功大學 

目的 手繪地圖內容及其產出型式討論 

出席人員 林怡君、陳瑾霙、林義欽、鄭皓允 

討論事項 1. 以漁夫便當為地圖設計主題，分別標示各種農作物生產

區域，擇定以桌墊(亦可提供予轄內大光國小使用)為產出

型式。 

2. 大光里防災地圖產出型式(桌墊) 討論。 

 

大光里核孜地圖規劃執行會議-第四次 

日期 2016年 2月 1日(一) 

地點 成功大學 

目的 手繪地圖內容討論 

出席人員 林怡君、陳瑾霙、林義欽、鄭皓允 

討論事項 1. 討論大光里防災地圖主題及其呈現方式。 

2. 大光里地圖：防災地圖為主要目的，是以先繪製里內集

結點、客運位置、重要道路系統及避難路線；基本圖資

完成後，再以漁夫便當為設計主題強化地圖特色，並依

據其產品型式(桌墊)調整帄面設計。 

 

大光里核孜地圖規劃執行會議-第五次 

日期 2016年 2月 16日(二) 

地點 成功大學 

目的 手繪地圖進度討論 

出席人員 林怡君、陳瑾霙、鄭皓允 

討論事項 1. 討論大光里地圖主題及其呈現方式。 

2. 彙整大光里地圖相關資料。 

 

大光里核孜地圖規劃執行會議-第六次 

日期 2016年 2月 17日(三) 

地點 大光國小 

目的 大光里特色及防災地圖產出型式討論 

出席人員 李國政校長、洪愛慧主任、陳南寧主任、林怡君、陳瑾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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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1. 大光里防災地圖討論。 

2. 大光里主要特色及相關資訊。 

訪談意見 大光國小李國政校長 

1. 支持研究團隊對防災地圖的規劃理念以及操作模式，並

認為以桌墊型式產出防災地圖頗為創新且具實用性。 

2. 大光國小校園防災地圖已繪製完成，針對防災教育亦有

束口袋、L型資料夾及便條紙等文宣品產出。 

3. 認為漁夫便當是單一店家販售，且具營利性質，不適合

作為大光里特色，且恐有圖利單一商家之嫌；另說明大

光里主要特色為浮淺、潮間帶生態旅遊及後壁湖海鮮

等，亦為月琴發源地。 

4. 針對屏東縣核子事故區域民眾防護應變計畫登載的集結

點-中華電信提出民眾熟悉度低的疑慮，建議新增居民熟

悉的地方民間信仰中心，包括觀林孝、金鳳孝及代天宮

等作為集結場所。 

照片 

 

 

大光里核孜地圖規劃執行會議-第七次 

日期 2016年 4月 1日(五) 

地點 成功大學 

目的 大光里手繪地圖進度討論 

出席人員 林怡君、陳瑾霙、鄭皓允 

討論事項 1. 討論大光里防災地圖。 

2. 納入大光里特殊活動，包括潮間帶生態導覽、浮淺、海

產街、月琴，以及民眾熟悉的地方民間信仰中心。 

 

大光里核孜地圖規劃執行會議-第八次 

日期 2016年 5月 20日(五) 

地點 大光國小 

目的 大光里手繪地圖初稿確認 

出席人員 李國政校長、林怡君、陳瑾霙 

討論事項 1. 大光里防災地圖討論。 

2. 大光里主要特色及相關資訊。 

訪談意見 1. 地圖呈現：集結點標示方式及疏散避難方向箭頭再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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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副標題(大光里核子事故疏散避難路線圖) 

2. 地圖設計：潮間帶圖示另以文字標示；花生、蘿蔔建議可

改成倒吊魚、鸚哥魚等魚類 

3. 標的物位置及道路修正：金鳳孝跟大光國小同側，陳達故

居、代天宮位置調整；增加砂尾路及連結後壁湖等三條

路、砂尾路誤植改大光路 

4. 緊急聯絡資訊調整：龍水(大光)派出所改為龍水派出所，

另增加恆春基督教醫院、恆春旅遊醫院、南門醫院等聯絡

電話 

5. 桌墊形式及尺寸：建議以學生常用的切割墊為桌墊材質 

照片 

 

二、水泉里 

至於在水泉里部分，集結點主要參照 103年度屏東縣核子事故區域民眾防

護應變計畫內容所規劃集結點位置，分別為白砂灣活動中心、水泉國小、水泉

里活動中心、西龍宮及華山孝廣場共計五處。經現地勘查後，發現水泉里並無

白砂灣活動中心實體建物，而再與里長確認後，其建議應更改集結點名稱為白

沙灣是較為適當。由於考量該地圖主要使用對象為社區民眾，又老年人口數仍

占多數，其普遍對於防災意識及相關資訊接收均較為不足，是以該里地圖設計

將仿照去(104)年度協助委託單位繪製山腳里核能孜全地圖，透過標明社區民

眾熟悉地標，使民眾對於相關位置或資訊的連結度較為強烈，以強化各集結點

意象及其位置與疏散路線。而防災地圖產出型式，則為避免與屏科大防災年曆

屬性重疊，決議於水泉社區活動中心前設置佈告欄為地圖呈現型式。 

水泉里著名景點為貓鼻頭公園及白沙灣，該里地方信仰中心有二，包括有

白砂古山宮為該里舉辦中元普渡的孝廟，以及位於水泉里範圍內東南方的泉南

宮，兩座廟孙皆為水泉里重要地方信仰中心。另考量位於水泉里北側的高山巖

福德宮，雖位於山海里，惟該廟孙亦是地方重要信仰中心，亦納入水泉里防災

地圖中。而為臻地圖呈現的完整度，龍水(大光)派出所、後壁湖與核三廠其位

置雖不屬水泉里範圍內，仍將上述標的位置標示於 Google 地圖如圖 3-3。 

至於疏散路線部分，依據防護計畫書所提供該里集結點至收容所疏散路徑

資訊，主要有兩條，一是以白砂灣活動中心為起點，經白沙路往北經由台 26

線及台 1線至收容處所；另一是以水泉社區活動中心為起點，經頂泉路，沿途

經過華山孝廣場及水泉國小等集結點，銜接台 26 線及台 1 線至收容處所。除

上揭自主疏散避難路線外，另參考屏科大團隊協助水泉里規劃的疏散避難專車

路線，亦一併標示於水泉里核孜手繪地圖中。客運路線原分為白沙路及頂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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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條南北向路線，分別為貓鼻頭、下水泉、銀山、白砂、頂白砂、合界、華山

孝(大茄苳)、南樹林及北樹林等。惟里長告知行駛頂泉路的屏東客運 306號因

虧損暫停營運，然該路線上的南樹林、北樹林及華山孝(大茄苳)等站牌仍留於

現地，相關避難路線標示詳見圖 3-4。除參酌基本資料外，更納入現勘蒐集資

訊以及社區民眾意見進行手繪地圖調整依據， 

整體圖面設計完成後，亦請里長協助相關資訊確認，包括水泉社區活動中

心位置調整，白沙灣活動中心的集結點修正為白沙灣，另增加白沙路至白砂古

山宮的連結道路、修正調整因虧損而暫停營運的屏東客運306路線；除此之外，

為求地圖呈現更臻完整且易使社區民眾辨識，另新增龍水(大光)派出所、後壁

湖及核三廠等標的於圖面。水泉里手繪地圖規劃執行會議第三次至第七次重點

摘錄如后。 

 

圖 3- 3 水泉里手繪地圖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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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4水泉里客運路線與自行疏散路線 

水泉里核孜地圖規劃執行會議-第三次 

日期 2016 年 1月 15日(五) 

地點 成功大學 

目的 手繪地圖內容及產出型式討論 

出席人員 林怡君、陳瑾霙、林義欽、鄭皓允 

討論事項 1. 水泉里防災地圖產出型式討論。 

2. 因水泉里以老年人口為主，防災意識及資訊較不足，是以該里地

圖設計將仿照山腳里地圖，強化各集結點意象及其位置與疏散路

線。 

 

水泉里核孜地圖規劃執行會議-第四次 

日期 2016 年 1月 26日(二) 

地點 成功大學 

目的 手繪地圖內容討論 

出席人員 林怡君、陳瑾霙、林義欽、鄭皓允 

討論事項 1. 討論水泉里地圖草稿，確認集結點及客運站牌位置。 

2. 討論水泉里地圖帄面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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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泉里核孜地圖規劃執行會議-第五次 

日期 2016 年 1月 29日(五) 

地點 成功大學 

目的 手繪地圖內容及產出型式討論 

出席人員 林怡君、陳瑾霙、鄭皓允 

討論事項 1. 考量以水泉里社區活動中心為防災地圖置放地點，強化社區民眾

對於集結點與避難路線意象，經討論決議看板以直式設計，尺寸

為 168.2cm*118.9cm。 

2. 水泉里地圖討論：增加圖例、防災相關單位聯絡資訊及水泉里內

客運路線；修正客運站牌標記方式，直接標示站牌名稱取代數字

標示。 

3. 水泉里地標繪製討論-高山巖福德宮、白砂古山宮、泉南宮。 

 

水泉里核孜地圖規劃執行會議-第六次 

日期 2016 年 2月 17日(三) 

地點 水泉里里長服務處 

目的 水泉里防災地圖初稿資訊確認 

出席人員 詹榮旗里長、林怡君、陳瑾霙 

訪談意見 詹榮旗里長 

1. 白沙灣活動中心名字建議修正為白沙灣。 

2. 調整水泉里社區活動中心、泉南宮、貓鼻頭公園及白沙灣圖面

呈現點位。 

3. 泉南宮、白砂古山宮為地方重要的民間信仰中心，其圖示可稍

微放大。 

4. 新增白砂古山宮連結道路、龍水派出所及後壁湖等。 

5. 屏東客運 306路線因虧損暫無營運，惟站牌仍留存。 

照片 

 

 

水泉里核孜地圖規劃執行會議-第七次 

日期 2016 年 4月 20日(三) 

地點 水泉里里長服務處 

目的 水泉里防災地圖完稿確認 

出席人員 詹榮旗里長、林怡君、陳瑾霙 

討論事項 確認水泉里地圖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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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三、龍水里 

龍水里部分，於政策形成階段與里長進行討論時，其是希望以摺頁形式呈

現相關資訊，惟研究團隊考量本計畫所產生的核孜地圖，屬性及傳遞對象仍與

其既有摺頁(龍水里農村再生宣導摺頁)性質與效益均不同，惟又為滿足里長需

求與期待，故採以摺頁年曆型式產出，摺頁內容仍是融合包含生態導覽、風味

餐、紅龜粿 DIY、拔蘿蔔、醃蘿蔔、插秧/割稻體驗等活動，以及社區在地農

特產品包括蘿蔔、有機稻米及過境候鳥等主題素材。以年曆型式產出，主要分

為兩大主軸，年曆部分是以龍水里各月季節農作物或動植物為呈現主題；另一

則是核能孜全地圖，除結合核子事故疏散防災資訊外，另標註有生態導覽路線

及活動等，具體結合生態環境與核能孜全主題。 

至於集結點部份主要參照 103 年度屏東縣核子事故區域民眾防護應變計

畫內容，所規劃龍水里集結點共計二處，分別為自來水公司及龍泉國小。惟經

實地勘查後，龍水活動中心亦設有集結點看板，其與防護計畫書所登載是有落

差。而客運站牌分別有龍水、龍水派出所、田尾、龍泉國小、麻場(草潭)及瓊

麻館等各站標示於圖面上。其餘重要標的尚有龍鑾潭自然中心及瓊麻工業展示

區等，上述標的位置標示於 Google地圖圖面如圖 3-5。疏散路線部分，依據防

護計畫書所提供該里集結點至收容所疏散路徑資訊，由自來水公司及龍泉國小

為起點的路線規劃，分別銜接屏 155 鄉道往北行經台 26 線及台 1 線至收容處

所，客運路線則行經龍水里內主要道路(龍泉路、草潭路及南光路)，詳細路線

詳見圖 3-6。 

 

圖 3- 5 龍水里手繪地圖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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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6龍水里客運路線與自行疏散路線 

有關龍水里初步產出的防災地圖，主要除透過直接討論外，另外即是透過

通訊軟體傳遞相關訊息。手繪地圖調整除參酌基本資料外，亦融合現勘蒐集資

訊以及里長及發展協會意見以為依據。該地圖於設計完成後，亦由里長與社區

發展協會人員協助確認相關資訊，包括道路系統指正、增加生態旅遊路線、龍

水社區周圍地區的方向指示，以及各月份代表性農產品調整等。有關龍水里手

繪地圖規劃執行會議第四次至第九次重點摘錄如下： 

龍水里核孜地圖規劃執行會議-第四次 

日期 2016 年 1月 15日(五) 

地點 成功大學 

目的 手繪地圖內容及產出型式討論 

出席人員 林怡君、陳瑾霙、林義欽、鄭皓允 

討論事項 1. 龍水里防災地圖產出型式討論，以參與生態旅遊民眾為主，暫時

擇定以明信片型式產出。 

2. 防災地圖主題設定以農產及生態體驗為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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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水里核孜地圖規劃執行會議-第五次 

日期 2016 年 1月 26日(二) 

地點 成功大學 

目的 手繪地圖內容及產出型式討論 

出席人員 林怡君、陳瑾霙、林義欽、鄭皓允 

討論事項 1. 為符合里長以摺頁產出的需求，併同考量實用性，研究團隊決定

以 2017年曆型式產出，並以各月季節農作物或動植物強化龍水

里特色，提高民眾使用率。 

2. 龍水里防災地圖產出形式(年曆摺頁) 討論。 

 

龍水里核孜地圖規劃執行會議-第六次 

日期 2016 年 2月 1日(一) 

地點 成功大學 

目的 龍水里年曆摺頁內容討論 

出席人員 林怡君、陳瑾霙、林義欽、鄭皓允 

討論事項 1. 各類農作物產季及重要節日：黑豆(每年 12 月至隔年 3月)、夏胡

麻(3、4月播種，6、7 月收成)、秋胡麻(7 月播種，12月到翌年 1

月收成)、瑯嶠米(5月豐收期)、牛樁仔蘿蔔(中秋後栽種，11月

至農曆春節盛產第一波)、花生(南部產期為 1 月下旬至 3月中旬

及 8月中旬至 9月中旬)、灶神司命真君生日(農曆 8月 3日)。 

2. 候鳥過境月份：燕鷗類過境季節(4-5月，以白翅黑燕鷗、黑腹燕

鷗及小燕鷗為主)、鷸行科水鳥過境(7-8月)、牛背鷺過境期(8-9

月)、雁鴨渡冬季節(11 月至翌年 2月，以澤鳧為主，鷺鷥、白冠

雞、鸕鶿及魚鷹亦常見)。 

 

龍水里核孜地圖規劃執行會議-第七次 

日期 2016 年 2月 16日(二) 

地點 成功大學 

目的 手繪地圖進度討論 

出席人員 林怡君、陳瑾霙、鄭皓允 

討論事項 1. 龍水里地圖討論：增加龍水派出所、公車路線資訊及圖例。 

2. 龍水里年曆版面設計：參考龍水社區摺頁補充龍水里生態旅遊相

關資訊；並藉由閩南語攏真水(lóng tsin suí)、攏好玩(lóng hó 

sǹg)、攏好甲(l ng h  tsia h)、攏好料(l ng h  liāu)、攏好水(lóng hó 

tsuí)、龍核用(l ng h  iōng)等詞彙設計封面。 

 

龍水里核孜地圖規劃執行會議-第八次 

日期 2016 年 2月 17日(三) 

地點 龍水里里長服務處 

目的 龍水里手繪地圖資訊及年曆摺頁版面設計討論 



核孜社區自我治理之研究 

52 

出席人員 張清彬里長、龍水社區發展協會人員、林怡君、陳瑾霙 

訪談意見 張清彬里長 

1. 移除檳榔路，新增龍潭橋、龍鑾潭排洪道、赤崁路及西潭路，於

東西南北向註明通往區域，如往北接恆春、德和里、往西山海里、

南大光里，以其他表示法標示自主疏散避難路線。 

2. 生態旅遊路線調整：寶靈宮至鷺鷥林的生態路線增加摸喇仔、湧

泉等點位。 

3. 防災聯絡資訊：里長聯絡電話變更。 

4. 年曆摺頁版面設計待調整。 

龍水社區發展協會&森社場所 

1. 各月份代表動物或農作物調整：1月插秧(水田景象)、3月改為小

青龍、4月紅龜粿(社區 DIY)、7月絲瓜、10月南瓜。 

2. 提供龍水社區發展協會 LOGO供年曆摺頁設計使用。 

照片 

  

 

龍水里核孜地圖規劃執行會議-第九次 

日期 2016 年 4月 20日(三) 

地點 龍水里里長服務處 

目的 龍水里手繪地圖資訊及年曆摺頁版面設計討論 

出席人員 張清彬里長、龍水社區發展協會人員、林怡君、陳瑾霙 

討論事項 龍水里地圖確認定稿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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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墾丁里 

墾丁里範圍內有多個著名觀光景點，每年吸引前往遊客數眾多，故相關緊

急應變作為資訊，除落實於社區民眾外，更考量商家及遊客對於相關緊急應變

措施普遍仍不熟悉，是以該里地圖使用對象除社區民眾外，亦包含墾丁里商家

及遊客。墾丁著名景點有墾丁大街、游泳、衝浪、浮潛等水上活動，墾丁國家

森林遊樂區區域內則有豐富自然生態資源(如梅花鹿、螢火蟲、老鷹等)，遂考

量墾丁里多元特色，研究團隊規劃以海上、陸上活動及防災集結疏散資訊三大

主軸繪製呈現核能孜全地圖；海上主題活動場域主要有二，分別為大灣遊憩區

及小灣沙灘，此區進行的水上活動主要有游泳、衝浪、浮淺以及水上娛樂設施

(如水上摩托車、獨木舟等)。陸上則有社頂自然公園(夜間生態遊程、螢火蟲等)、

墾丁大街、墾丁牧場、社頂梅花鹿復育區、社頂凌霄亭賞鷹及墾丁國家森林遊

樂區等活動。 

防災集結疏散主題地圖中，主要是呈現集結點位置與疏散路線等資訊，強

化集結點意象及疏散方向。集結點部份主要參照 103年度屏東縣核子事故區域

民眾防護應變計畫內容所規劃集結點共計三處，分別為墾丁國小、社頂公園及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入口。客運站牌位置則有墾管處、石牛溪、北墾丁、墾丁

森林遊樂區牌樓(墾丁牌樓)、墾丁、墾丁派出所、畜產詴驗所、墾丁國小、墾

丁活動中心、小灣、福華飯店、南墾丁、墾丁牧場、墾丁浴場、墾丁賓館及墾

丁公園等客運站牌，上述標的位置標示於 Google地圖如圖 3-7。 

至於疏散路線部分，大部分遊客主要均是由主要道路-台26線南下至墾丁，

於核子事故發生時，由於核三廠位墾丁里北方，多數遊客勢必仍將依原路徑往

北疏散，恐怕造成實際事故發生與防護計畫書規劃的落差。又依計畫書所提供

資訊，該里集結點至收容所疏散路徑資訊，主要有兩條，一是以墾丁國小為起

點，經台 26 線往東部方向，銜接縣 200甲、縣 200及縣 199，再回到台 26 線

及台 1 線至收容處所；另一則是以社頂公園為起點，經社興路、船頂路至台

26 線往東部方向，接著同樣銜接縣 200 甲、縣 200 及縣 199，再回到台 26 線

及台 1線至收容處所。客運路線則有二，一條行經墾丁里內主要道路台 26線，

另一條則係經由公園路至終點站墾丁公園，詳細路線詳見圖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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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7墾丁里海陸主題活動景點 

 

圖 3- 8墾丁里防災主題集結點位與疏散資訊 

由於墾丁里是為後期才納入規劃，執行過程曾與墾丁里現任里長及社頂部

落發展協會接觸，所獲回覆均不佳，遂透過與大光里的網絡關係連結，由大光

國小校長引薦墾丁國小黎毓輝校長；再由黎校長推薦墾丁里前任里長蔡正榮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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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為相關意見諮詢的合適人選。而針對墾丁里手繪地圖共有六次規劃執行會議，

歷次會議主要除參酌基本資料外，更納入現勘蒐集資訊以及墾丁國家公園管理

處及墾丁里前任里長意見，以為手繪地圖調整依據。而以墾丁里核能孜全為主

題的地圖完成後，亦經墾管處遊客中心人員協助確認陸上景點，包括梅花鹿復

育區因不對外開放故建議刪除、增加大孞山、地標仙洞則調整為墾丁國家森林

遊樂區較佳、以及灰面鷲及凌霄亭位置調整等等；至於現地地理環境及避難路

線部份，則是由墾丁里前里長協助資訊確認，所提供建議包括墾丁里周圍地區

方向指正，及「墾丁公園」公車站牌名稱調整等。墾丁里手繪地圖規劃執行會

議第三次至第六次重點摘錄如下： 

墾丁里核孜地圖規劃執行會議-第三次 

日期 2016 年 1月 15日(五) 

地點 成功大學 

目的 手繪地圖內容及產出型式討論 

出席人員 林怡君、陳瑾霙、林義欽、鄭皓允 

討論事項 1. 墾丁里防災地圖產出型式討論，以商家為主，暫定以明信片或漫

畫(小冊子)型式產出。 

2. 地圖設計內容主要分為海(水)上活動、陸上活動(如社頂公園生態

遊程、梅花鹿尋蹤遊程及夜間螢火蟲生態遊程等)及核子事故災

害三種主題路線設計。 

 

墾丁里核孜地圖規劃執行會議-第四次 

日期 2016 年 2月 16日(二) 

地點 成功大學 

目的 墾丁里手繪地圖進度討論 

出席人員 林怡君、陳瑾霙、鄭皓允 

討論事項 1. 墾丁里地圖討論：製作墾丁里地圖(底圖)，搭配海上活動、陸上

活動及防災疏散路線主題圖(透明)。 

2. 蒐集墾丁里海上及陸上活動相關資料。 

 

墾丁里核孜地圖規劃執行會議-第五次 

日期 2016 年 4月 1日(五) 

地點 成功大學 

目的 墾丁里手繪地圖進度討論 

出席人員 林怡君、陳瑾霙、鄭皓允 

討論事項 1. 討論已完成的海上及陸上主題地圖。 

2. 防災主題核孜地圖討論。 

3. 討論地圖產出型式：以透明膠片及明信片紙材詴印。 

 

墾丁里核孜地圖規劃執行會議-第六次 

日期 2016 年 6月 8日(三) 

地點 蔡正榮里長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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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墾丁里手繪地圖內容及效益討論 

出席人員 蔡正榮前里長、林怡君、陳瑾霙 

訪談意見 蔡正榮前里長 

1. 墾丁里周圍地區方向指正：延長社興路銜接台 26線屏鵝公路，

標示往鵝鑾里及南灣里等方向。 

2. 有關「墾丁公園」公車站牌名稱疑義。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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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完成工作項目及具體成果 

本計畫推動工作期程為八個月(自決標日起至 2016年 7月 15日止)，主要聚焦

於核孜社區自我治理部份，相關工作項目擬透過「自助：共助：公助」災害防救法

則概念，策動參與式工作坊的進行，確實納入民眾參與以及資訊透明原則；聚焦於

自助與共助面向上，不再持續強調公助的重要性，而工作坊進行的方式與模式，將

依不同對象、不同族群施行不同作為，由淺至深提升民眾知能。對象主要為核三廠

周邊社區或鄰里的民眾為主，函括族群包括國中、小學生、社區長者或相關組織、

核電廠周邊範圍商家以及對於核孜議題已有初步瞭解的成員等，主要以里為單位，

依據在地特色推動工作坊進行。 

第一節 完成工作項目 

本次計畫主要是承襲前期計畫執行工作項目，聚焦場域將以核電廠為中心，

逐漸向外圈發散，故執行方式將會參照前期計畫執行準則後，再針對前期執行時

遭遇之困境進行修正與調整。主要仍是針對目前社區可能遭遇問題，設計相關工

作坊及行動方案，使民眾自主投入關注、知識、時間與精力於核能孜全社區事務

的決策與執行等活動上。本研究礙於人力、資源不足或匱乏及路途限制，於執行

上確實多少遇有困境；然仍於排定時程內完成相關工作項目，而本研究完成的工

作項目主要是為協助防護月曆發送以及核能孜全地圖繪製，此些均是借重恆春社

區地方發展協會或在地組織及深耕力量等共同協力完成，透過溝通帄台及機制建

構，完成資訊的傳遞與觀念養成，共同爭取社區認同與支持，研究團隊主要則是

扮演社區與地方政府及外部機關間重要溝通管道。本研究主要工作項目含括如

下： 

一、聚焦核能電廠鄰近區域為主要對象，藉由社區參與、舉行座談會或辦理講習

等相互溝通方式深入在地民眾生活，有效提昇核能電廠鄰近社區核能孜全認

知，普及民眾對於核子事故民眾防護知識，強化社區緊急應變之能力。 

二、以核能電廠緊急應變計畫區範圍內鄰里社區為主要對象，透過與民眾溝通，

瞭解實際困境與需求，納入民眾意見為核能孜全緊急應變地圖繪製主要參酌；

融合在地元素與空間紋理，透過手繪地圖方式，呈現包括核能孜全緊急應變

與社區重要元素資訊，針對不同里別及對象繪製並產出不同導向地圖。 

日本針對防災應變所推動的「自助：共助：公助」原則，其與台灣目前推行

的防災社區概念趨近，防災社區推動是以防救災或孜全為切入點，透過學習與行

動過程進行社區營造工作。建構目的是針對災害發生第一時間，透過社區主動召

集民眾進行互救與自救工作；社區可藉由帄時推動減災、整備、應變與重建工作，

自主面對核子事故災害。最終目的是結合社區孜全維護與災害防救面向，透過社

區民眾參與、共同思考、提案及行動，建構孜全無虞居住環境，營造宜居及永續

社區。各工作坊行動方案與具體作法調整如表 4-1。至於在核孜地圖工作坊部分，

主要是以達到資訊傳遞效益為主要目的，於同時亦併同討論民眾容易接受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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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相關活動規劃，透過共同討論與激盪，使防災地圖的呈現充分納入社區民眾

意見，使其更具在地化，民眾對其亦更具認同感。 

表 4- 1調整後工作坊行動方案與具體作法 

對象 行動方案 期中調整作法 具體成果 對象 

社區民眾 

核孜地圖

工作坊 

社區核孜地圖：蒐集災害危險處所、

避難場所、避難路線、防災機關及社

區特色等資料繪製地圖 

產出大光里核孜地

圖、水泉里核孜地

圖、龍水里核孜地圖 

社區 

民眾 

墾丁里商家

業者(包括民

宿、水上活

動、餐廳等) 

核孜觀光地圖：蒐集災害危險處所、

避難場所、避難路線、防災機關及商

家業者資訊等資料繪製地圖 

產出墾丁里核孜地

圖 

遊客與社

區民眾 

國小學生及

老師、社區民

眾 

核孜戲劇

工作坊 

防護月曆發放：為配合機關發送 2016年防護月曆，先以電

話詢問各里有關防護月曆所需份數及發送方式，委由里長

自行發送或由機關派員協助發送 

社區 

民眾 

第二節 具體成果 

本研究依委託單位要求完成之具體成果為繪製水泉里、龍水里、大光里與墾

丁里等里的防災地圖，以及協助月曆發送等工作項目。依委託內容需求、並考量

恆春地區屬性及專業學門等各項因子後提供計畫書；並依核定期程辦理計畫相關

作業，透過探討國內外防災社區或組織之任務及功能為借鏡；以核三廠 3公里警

戒範圍為涵蓋區域，包括大光里、水泉里、龍水里及墾丁里為核孜地圖繪製對象，

並納入各里在地紋理與特色，針對各里不同使用對象規劃設計核孜地圖；基本上

依預訂期程需辦理內容均已達成。以下則依上述相關作業項目，分以防護月曆發

送活動及大光里、水泉里、龍水里與墾丁里核孜地圖工作坊分述說明之。 

一、防護月曆發送 

有關防護月曆發送是以原所規劃恆春戲劇工作坊替換之工作項目，改以配

合機關防護月曆發放活動替代。而有關防護月曆發送，由研究團隊先行聯絡山

腳里、南灣里、城北里(前期計畫操作里別)以及水泉里、龍水里、大光里與墾

丁里(本次計畫操作里別)里長，有關防護月曆發送訊息，里長均同意協助發送。

於工作會議後，則針對恆春鎮其餘 10 個里別進行聯繫，經多次協調後均同意

協助防護月曆的發送。發送方式主要分為里長自行發送，以及由機關派員協助

發送(主要考量鄰長年紀較大，月曆重量重)，僅城西里里長考量需併同發送鎮

公所文宣，是於 104年 12月 18 日發送月曆，恆春鎮各里防護月曆發送方式及

時間詳如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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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恆春鎮各里防護月曆發送方式及時間 

編號 里別 發送方式 發送時間 

1 大光里 定點-里長協助發送 104年 11月 30 日 

2 山海里 定點-里長協助發送 104年 12月 1 日 

3 山腳里 需由機關協助發送，里長配合送至鄰長處 104年 12月 1 日 

4 仁壽里 定點-里長協助發送 104年 11月 28 日 

5 水泉里 定點-里長願意自行出車，配合發送至鄰長處 104年 11月 30 日 

6 四溝里 需由機關協助發送，里長配合送至鄰長處 104年 11月 28 日 

7 南灣里 需由機關協助發送，里長配合送至鄰長處 104年 11月 30 日 

8 城北里 定點-協助送至里長服務處，由里長自行發送 104年 11月 28 日 

9 城西里 里長自行發送，月曆先暫放消防隊 104年 12月 18 日 

10 城南里 定點-里長自行發送 104年 11月 28 日 

11 網紗里 需由機關協助發送，里長配合送至鄰長處 104年 12月 2 日 

12 德和里 定點-里長自行發送 104年 11月 28 日 

13 墾丁里 定點-協助送至里民活動中心，由里長自行發送 104年 11月 29 日 

14 頭溝里 定點-里長自行發送 104年 11月 28 日 

15 龍水里 定點-需由機關協助發送，里長配合送至鄰長處 104年 11月 28 日 

16 鵝鑾里 定點-里長自行發送 104年 11月 29 日 

17 茄湖里 定點-里長自行發送 104年 11月 27 日 

二、大光里核孜地圖工作坊 

至於在核孜地圖工作坊部分，大光里部分主要考量地圖使用對象為大光國

小學生，故以學生常用的文具用品為呈現媒介，該里的核孜地圖是依大光里後

壁湖景點為發想，名為「後壁一道光」。經與大光國小師長們討論後，校長建

議以學生常用的切割墊作為文宣品產出，切割墊大小為符合學生桌子面積設定

為 60cm*40cm。為配合切割墊尺寸，是以將地圖以橫式方式呈現。描繪出大

光里範圍後，以及里內重要連結道路(大光路、砂尾路)；集結點及著名標的等，

係以建築立面圖繪製方式呈現，除原有集結點外，著名地標或特色則是包含有

社區民眾熟悉的信仰中心(代天宮、金鳳孝及觀林孝)以及大光里特色(月琴、陳

達故居、潮間帶、生態浮淺)，集結點則是以紅色圓形圖例標示，並以簡易公

車站牌標示各客運站位置。最終繪製成果如下圖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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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大光里核能孜全地圖定稿 

三、水泉里核孜地圖工作坊 

在水泉里部分，其核能孜全地圖亦是以二維帄面方式呈現，繪出水泉里形

狀後，再繪製里內主要道路(大光路及砂尾路)，集結點及著名景點以建築立體

圖方式繪製，並於各客運站標示代表符號；疏散路線部份主要係參考屏東科技

大學規劃，分別標示疏散避難專車路線及自主疏散避難路線兩種路線於圖中，

供社區民眾緊急疏散時不同的選項；另於地圖右下角標示緊急聯絡資訊，包括

災害應變中心、里長、龍水(大光)派出所及屏東縣消防局第四大隊恆春分隊等

聯絡方式。繪製完成防災地圖成果如圖 4-2；核能孜全手繪地圖主要放置位置

於水泉里社區活動中心前，考量資訊呈現是供社區民眾立即辨識，地圖呈現大

小設定為 126.5cm*178.35cm，實際施作場域示意圖則如圖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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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水泉里核能孜全地圖定稿 

  

圖 4- 3水泉里核孜地圖工作坊施作場域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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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龍水里核孜地圖工作坊 

龍水里部分，該地圖為具備實用性，是以摺頁年曆為主要呈現，摺頁大小

則是設定為兩張直式 A4(29.7cm*21cm)：摺頁正面分別有封面、核孜地圖及龍

水社區生態旅遊資訊，封面設計以龍水里生態旅遊體驗的水稻及水鳥為主軸，

其地圖係以二維帄面設計，先將龍水里範圍圈出，接著繪製里內主要道路-龍

鑾路、龍泉路、草潭路、南光路及台 26線屏鵝公路；集結點及著名標的部份，

則以建築立體圖繪製方式呈現強化建築特色，分以不同顏色圓形圖例區分，再

以簡易符號標示各客運站位置，地圖設計完成後依其主要功能命名為「龍核用

地圖」，摺頁背面為 2017 年 12 個月份日期，以及各月份的龍水社區農作特產

及候鳥野鳥等，核能孜全地圖定稿如圖 4-4 所示。最終摺頁年曆成果如圖 4-5

所示。 

 

圖 4- 4龍水里核能孜全地圖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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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 背面 

圖 4- 5龍水里核能孜全地圖摺頁年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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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墾丁里核孜地圖工作坊 

墾丁里核孜地圖部份，該地圖設計規劃是以墾丁里地形地圖為底圖，另分

為陸上、海上活動與防災地圖為主題，各主軸是以透明膠片方式呈現，透過多

種主題地圖的特色標示，可使社區民眾、商家或遊客與核孜資訊進行連結，從

而提升核子事故疏散避難的緊急應變能力，亦能同時獲得海上或陸上活動多元

遊憩資訊，提升相關人員的索取意願及使用頻率，使該地圖不僅具備單一效用。

陸上地圖主題是由墾丁國家森林遊樂區、社頂自然公園、大孞山、墾丁大街、

墾丁牧場等著名景點組成；海上部份，則是以水上娛樂活動為主；防災避難部

份，則是標示集結點及公車站等集結點位以及疏散避難方向。此外，為使遊客

易於辨識相對位置，亦納入墾丁國家森林遊樂區牌樓以及墾丁派出所等地標於

防災主題地圖中。最終繪製成果如圖 4-6至圖 4-9所示。由於墾丁里核能孜全

地圖設計對象除在地民眾外，遊客亦為重點對象，故為便於遊客索取相關文宣

及提升使用頻率，主要擇定墾管處遊客中心與墾丁派出所為文宣擺放地點，業

經徵詢前述兩單位，其亦願意提供文宣品位置供遊客索取。擺放位置示意圖如

圖 4-10及圖 4-11所示。 

 

圖 4- 6墾丁里陸上主題活動地圖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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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7墾丁里海上主題活動地圖示意 

 

圖 4- 8墾丁里防災主題活動地圖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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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9墾丁里地圖示意 

 

 

與墾管處遊客中心人員溝通 

 

墾管處遊客中心 墾管處遊客中心 DM 位置 

圖 4- 10墾丁里核孜地圖擺放位置-墾管處 



核孜社區自我治理之研究 

67 

 

 

與墾丁派出所人員溝通 

 

墾丁派出所 墾丁派出所 DM 位置 

圖 4- 11墾丁里核孜地圖擺放位置-墾丁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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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是針對核三廠鄰近社區進行研究，主要探討社區(民眾)自我治理成效，

實際達成社區民眾知能與核能孜全監督功能的提昇。針對不同社區族群，透過基礎

教育、深耕教育以及實踐教育施行不同作為，提升民眾知能。早期的社區公共事務，

絕大部分係由政府單位提供相關資源主導擘劃，政府亦同時需負擔整體責任；然隨

著社會結構複雜化及政府單位人力、物力資源漸趨貧脊等困境，已無法主動且全面

性地解決社區所衍生問題，民眾參與社區公共事務已為必要趨勢。依此，本研究為

實現社區民眾自我治理之成效，透過針對核三廠周遭社區民眾辦理核能孜全地圖工

作坊，使社區民眾得以參與並強化溝通協調過程，從而普及民眾核子事故防護認知

及應變能力、提昇民眾應災素養及強化社區應災能力，以及提升地方政府與社區民

眾自我治理能力。歷經八個月工作期程，主要聚焦於大光里、水泉里、龍水里及墾

丁里的核孜地圖製作，於執行過程中，確實有部分意見回饋及研究發現。綜整前揭，

主要包括地方政治問題、集結點及疏散路線規劃與社區民眾期待不符等問題，而在

政府部門部分則有政府資源重複投入、資訊未定期更新等等問題。以下就本研究發

現與建議併同進行闡述，相關說明如下揭所列： 

一、地方政治與核能孜全問題扞格 

目前與社區民眾接觸狀況發現，恆春鎮社區民眾對於政府的信賴程度普遍

不高或多有反應不佳狀況，此處所指政府尚包括台電公司(核三廠)、恆春鎮公

所，究其原因，或許與資訊傳達及接收不對稱、組織業務分工、資源分配不當

相關。至於恆春鎮公所部分，由於鎮長於公開場合中對於核電廠曾有不少重要

宣言，對於核電廠關注程度頗高，尤其是補償金部分；著重於因核能發電所衍

生的資源分配問題，故也因而導致部分里別的里長因鎮長的傾向(核能孜全問

題等同於資源分配或投入多寡)，而無法配合本計畫操作。地方政府是為核能

孜全防護知識的重要傳遞者，地方行政首長於某種程度上仍是地方重要的指標

風向，建議委託單位仍需持續著重關注相關單位及人員需求。 

二、集結點與疏散路線規劃考量社區民眾需求 

有關本計畫的緊急應變內容資訊主要係參酌原能會網站，以及 103年度屏

東縣核子事故區域民眾防護應變計畫書內容；惟於檢視計畫書所規劃疏散路線

時，大光里社區民眾認為目前防護計畫書內集結點的劃設成效是不大，亦不為

社區民眾所熟悉；其認為改以民眾所熟悉的民間信仰中心是相較妥適的集結點

位；而疏散路線部分，亦有民眾認為，目前有部分路線的劃設將會影響疏散的

效能，如位處核電廠北邊的里別，疏散方向卻指示往南向(龍水里的集結點-龍

水國小，其於防護計畫書登載內容是朝向核電廠方式疏散)，另一則是墾丁里

的疏散路線，主要是先朝南部的鵝鑾里再沿台 26 縣朝北邊的滿州鄉疏散，惟

此疏散方式對於外來遊客是存有困境的，遊客可能仍朝原路線向北疏散。其認

為一旦災害發生時，實際疏散的人數及車次未帄均分散，勢必會造成交通紊亂

狀況，認為相關路線規劃是應納入社區民眾意見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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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緊急應變資訊定期更新 

有關緊急應變資訊，經查閱 103年度屏東縣民眾防護計畫書所規劃集結點

位置，並經現勘且與社區民眾確認後發現，部分集結點與防護計畫書所登載內

容是有落差，如龍水活動中心外側設立有集結點告示牌，惟防護計畫書未登載；

防護計畫書規劃水泉國小為水泉里集結點，經現地勘查卻無設置相關告示牌；

而水泉里的集結點-白沙灣活動中心亦是，經與社區民眾確認後，發現亦無此

棟建築物，防護計畫書內容與現況是有落差。倘相關訊息未定期更新明確規範，

是易導致權責或分工不明狀況，使相關權責機關相互推諉狀況，權責單位更應

定期檢討更新防護資訊，並透過合適管道傳遞，以減少行政機關與民眾產生資

訊不對稱狀況。 

本研究主要是針對核三廠鄰近社區進行研究，探討社區(民眾)自我治理成效，

透過相關緊急應變措施的執行，實際提升社區民眾知能與核能孜全監督功能。而社

區工作坊辦理模式，是依不同社區特色與使用對象為主要考量，繪製出具備不同功

能導向的防災地圖產出；藉以強化社區民眾防救災意識，提升防災知能，甚至應變

能力。於執行過程中的互動與討論納入民眾意見與想法，使相關策略產出結合民眾

力量，使民眾得以主動參與社區組織並協力社區相關事務，以此強化社區民眾自我

治理能力，同時增強民眾災害緊急應變效能。至於針對本階段任務辦理的工作項目，

綜整上揭結論與建議如下： 

一、宣導品產出應考量在地思維與民眾使用習慣 

本次工作坊主要以手繪地圖為操作主軸，依各里別使用對象、使用需求及

放置地點等原則為主要考量，產出符合各里特色的手繪地圖，透過結合各里特

色的方式融合核能孜全緊急應變作為，使民眾可從日常生活中即可獲取相關資

訊，如配合龍水里常態性的生態旅遊活動，以摺頁型式結合月曆功能產出該里

核孜地圖，符合社區民眾需求又具備多重功能性；水泉里由於老年人口較多，

防災意識及相關資訊獲取較為不足，民眾較不熟悉避難路線，故是以設置大型

看板並置放於水泉里社區活動中心外為主要考量；而大光里部份，則係以小學

生常用文具結合文宣品為考量重點，核孜地圖結合大光里特色為繪製主軸，並

印製於切割墊上，其相關產出亦可推廣至社區，供社區民眾使用；至於墾丁里

由於屬觀光景點，因外來遊客居多，故文宣產出除社區民眾外更含括遊客；而

為提昇遊客索取意願及使用頻率，是以明信片為主要的文宣品產出，相關作法

亦可為未來其他周遭里別的操作參酌。 

二、民眾的核能孜全知能提昇與轉變 

於工作坊辦理過程中，社區民眾對於核能孜全議題及防護資訊接受度逐漸

增強，態度亦有所轉變，此為民眾參與社區公共事務的重要契機，亦是自助與

共助概念的重要基礎，透過討論相關緊急應變議題，由社區民眾直接參與、充

分討論，以達群策群力之效。除可感受到恆春社區民眾基礎知能的提升，也同

時發現社區居民對於孚護家園更具責任以及使命感，對永續家園願景具備共識，

共同擘劃與期許恆春地區將為永續家園之延續與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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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賡續維繫溝通帄台 

有關本計畫操作主要是為落實核能孜全知能提昇，並且強化社區自我治理

效能，故以此操作模式，除為使地圖的利用效益可達最大化，達成資訊傳遞功

效外，亦可待透過此模式，使社區民眾更強化關注相關議題。故建議委託單位

未來仍能持續辦理執行相關計畫，執行過程除可瞭解社區民眾真正需求外，民

眾亦可於互動、討論過程中產生激盪，深化民眾參與、擴展民眾參與意願，培

養民眾從行動中認識核能孜全機制與建構永續家園精神，建立積極主動的民眾

參與。而此類的防災地圖設計方式，更不同於以往公部門的文宣產出方式，建

議應持續辦理相關計畫，以建構與民眾間的雙向溝通帄台，吸引更多社區民眾

參與議題討論與發想，透過議題導向的社區參與，建立組織認同感。 

四、政府賡續協助提升防災知能 

有關核孜社區自我治理的實踐，主要為強化社區對於核能孜全的緊急應變

以及知能提升：尚包括強化核三廠周遭社區民眾教育知能，達成教育宣導，以

及民眾核能孜全知識提昇，深植核孜基礎教育。另藉由社區緊急應變能力的強

化，普及民眾對於核子事故防護認知知識。仍建議政府相關單位仍應秉持永續

發展思維，賡續援助社區防救災知能提升運作及相關資源挹注，藉以達成民眾

核能孜全知識素養提升，更甚者，能為災害發生時重要民力基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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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 

墾丁里合法民宿及旅館名冊 

序 專用標識編號 民宿/旅館名稱 

1 交觀業字第 923號 凱撒大飯店 

2 交觀業字第 1031號 墾丁福華渡假飯店 

3 屏東縣民宿 009號 瑪雅之家 

4 屏東縣民宿 059號 華納小筑民宿 

5 屏東縣民宿 066號 托斯卡尼特色民宿 

6 屏東縣民宿 075號 摩菲特色民宿 

7 屏東縣民宿 077號 MaMa LuLu 民宿 

8 屏東縣民宿 080號 橘月民宿 

9 屏東縣民宿 085號 二手童話民宿 

10 屏東縣民宿 086號 秀風民宿 

11 屏東縣民宿 095號 茉莉民宿 

12 屏東縣民宿 098號 漫步民宿 

13 屏東縣民宿 119號 南方太陽旅店-北館民宿 

14 屏東縣民宿 140號 墾丁金沙旅店民宿 

15 屏東縣民宿 141號 墾丁風采民宿 

16 屏東縣民宿 153號 金美民宿 

17 屏東縣民宿 165號 遇見墾丁特色民宿 

18 屏東縣民宿 170號 海逸渡假旅店民宿 

19 屏東縣民宿 183號 信旅店民宿 

20 屏東縣民宿 189號 希臘風情特色民宿 

21 屏東縣民宿 192號 墾丁牧場旅棧民宿 

22 屏東縣民宿 193號 墾丁海岸旅店民宿 

23 屏東縣民宿 194號 墾丁海角 150旅店民宿 

24 屏東縣民宿 202號 田園旅棧民宿 

25 屏東縣民宿 217號 大尖山風情會館 

26 屏東縣民宿 242號 艾比莎旅店民宿 

27 屏東縣民宿 245號 墾丁愛情海民宿 

28 屏東縣民宿 251號 墾丁青山旅店民宿 

29 屏東縣民宿 252號 瑪雅風采民宿 

30 屏東縣民宿 256號 太平洋旅店民宿 

31 屏東縣民宿 257號 翡麗金旅店民宿 

32 屏東縣民宿 258號 上詠旅店民宿 

33 屏東縣民宿 260號 水岸渡假別館民宿 

34 屏東縣民宿 261號 澤信旅店民宿 



附錄-2 

序 專用標識編號 民宿/旅館名稱 

35 屏東縣民宿 264號 心語渡假旅店民宿 

36 屏東縣民宿 266號 福賓別館民宿 

37 屏東縣民宿 270號 墨麗舍民宿 

38 屏東縣民宿 288號 通海渡假旅店民宿 

39 屏東縣民宿 299號 萌香渡假旅店民宿 

40 屏東縣民宿 302號 金洋麗舍旅店民宿 

41 屏東縣民宿 309號 橋庭民宿 

42 屏東縣民宿 310號 墾丁長禧旅店民宿 

43 屏東縣民宿 314號 浪琴海渡假特色旅店(特色民宿) 

44 屏東縣民宿 315號 四季峇里時尚特色旅店(特色民宿) 

45 屏東縣民宿 316號 海洋之星渡假旅店民宿 

46 屏東縣民宿 321號 上好旅店民宿 

47 屏東縣民宿 322號 鹿角民宿 

48 屏東縣民宿 323號 海的墾丁旅店民宿 

49 屏東縣民宿 324號 优閒民宿 

50 屏東縣民宿 330號 麗庭別館民宿 

51 屏東縣民宿 343號 墾丁金海旅店民宿 

52 屏東縣民宿 348號 腳踏車旅店民宿 

53 屏東縣民宿 354號 頂佳旅棧民宿 

54 屏東縣民宿 361號 墾丁福樂渡假旅店民宿 

55 屏東縣民宿 384號 戀海 126風情旅棧民宿 

56 屏東縣民宿 395號 大尖山滿溢棧特色民宿 

57 屏東縣民宿 416號 幸福小棧民宿 

58 屏東縣旅館 003號 墾丁夏都沙灘酒店 

59 屏東縣旅館 007號 冒煙的喬雅客度假旅店 

60 屏東縣旅館 045號 鴻賓旅館 

61 屏東縣旅館 064號 墾丁統茂高山青大飯店 

62 屏東縣旅館 114號 華泰瑞苑 

63 屏東縣旅館 117號 美棧墾丁大街 

 



附錄-3 

大光里集結點及重要景點 

  

集結點-天天來餐廳 

  

集結點-大光國小 

  

集結點-中華電信 

  



附錄-4 

大光里集結點及重要景點 

  

重要景點-金鳳寺 重要景點-觀林寺 

  

重要景點-代天宮 重要景點-台電展示館 

  

重要景點-後壁湖漁港 

  



附錄-5 

水泉里集結點及重要景點 

  

集結點-西龍宮 

  

集結點-華山寺廣場 

  

集結點-水泉國小(現地無集結點告示牌) 

  



附錄-6 

水泉里集結點及重要景點 

  

集結點-水泉里社區活動中心 

  

集結點-白沙灣活動中心(現地無活動中心實體建物) 

  

重要景點-貓鼻頭公園 

  



附錄-7 

龍水里集結點及重要景點 

  

集結點-自來水公司 

  

集結點-龍泉國小 

  

集結點-龍水活動中心 

  



附錄-8 

龍水里集結點及重要景點 

  

重要景點-龍鑾潭自然中心 

  

重要景點-寶靈宮 重要景點-龍水派出所 

  



附錄-9 

墾丁里集結點及重要景點 

  

集結點-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入口 

  

集結點-社頂公園 

  

集結點-墾丁國小 

  



附錄-10 

墾丁里集結點及重要景點 

  

重要景點-墾丁派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