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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鶴部落災害韌性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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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博士班博士候選人 

摘要 

本研究關注重點為災害韌性，以 12年前受敏督利、艾利颱風接連侵襲而發

生大規模土石流災害的松鶴部落為驗證，瞭解這幾年來松鶴部落居民的災害回

復以及如何與災害共存之韌性。本研究將松鶴部落的人與在地環境視為整體，

以理解土石流災害過程如何影響松鶴部落的民眾與災害韌性的建立，徵求松鶴

部落親身經歷過一次或數次土石流災害的29位志願的在地居民進行深度訪談，

整理出松鶴部落民眾在這幾年間已具備哪些災害經驗，並如何與災害環境共存。

研究結果發現，松鶴部落的受災民眾能理解人與環境互動的重要性，並能完整

看待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的整體性。在此背景下，本研究的結論為：(1)松鶴民

眾在土石流災害後，對於土石流災害具有基本之生存能力與韌性。(2)松鶴部落

的居民，會隨著時間、學習和受災經驗增加，而改變對於災害的認知、態度與

共存之能力。期望透過松鶴部落的案例，能作為災害韌性相關研究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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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西元 2005 年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World 

Bank)出版之「世界自然災害熱點及風險分析報告」(Natural Disaster Hotspots: A 

Global Risk Analysis)中提到，台灣同時暴露於三項以上天然災害之土地面積與

面臨災害威脅之人口數高居世界第一(World Bank, 2010)。而在 IPCC 第五版評

估報告，及聯合國國際減災策略(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Strategy for Disaster 

Reduction, UNISDR, 2004)的兵庫行動綱領裡，皆強調提升韌性(resilience)與降

低脆弱度(vulnerability)，是減少氣候變遷與災害風險衝擊的重要基礎(IPCC, 

2007)。尤其在進行災害的調適時，具備災害韌性的能力，即是人類與環境共存

的重要關鍵。只是，人類對於災害的無力感，源自於對災害的不可預知，以及

災害所帶來的衝擊，但我們可曾想過，災害的累積、人類的大興土木或是過度

認為「人定勝天」的想法，都有可能帶來大規模破壞性的二次災害。「災害是會

進化的」，在這樣的詞語背後，其主因所代表的是社會環境也在不斷的進化(山

下祐介，2008)。換言之，社會環境的改變常導致災害的改變，當一地過去曾經

發生過災害，可能只是零星幾次小災害，之後隨著時間的增加，當時空環境均

符合災害的特性之下，就有可能發生前所未有的大災害。因此，面對災害的調

適方式不是單單為了極端的環境改變，而是過去承載過人類因錯誤所引起的環

境危機與自然災害的反撲，且此危機與反撲是無止境的，吾人絕不能輕忽大意

(山下祐介)。當人們具有「韌性」面對災害時，就能因應眼前重大的災害，展現

其對生命核心信念的堅定，並且發揮勇氣、毅力、承擔力，在不迴避現實困境

的情況下，接受自己的真實處境，且始終保持可能的一線生存希望，這就是人

的「韌性」(Berndt, 2013／王榮輝譯，2015)。近年來氣候變遷加劇，災害的發

生愈來愈不可預期，任何大小災害發生，首當其衝的就是人；有鑑於此，人類

能否在災前有萬全的準備，災後能有災害韌性，使生命財產在災害中減至最低，

是當務之急。如果人是災害的直接與最初衝擊的前線，那麼個人的災害韌性也

是拯救多數生命關鍵的第一道防線；因此，欲具備災害韌性就需更注重理解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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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特性。 

研究者從 921 地震之後，長期觀察台中市大甲溪流域之環境變遷與災害。

2001 年七月桃芝颱風對松鶴部落造成了重大災害，研究者即開始關注松鶴部落。

之後，松鶴部落又受到 2004 年 7 月 2 日敏督莉颱風(七二水災)及同年 8 月 24

日的艾利颱風的強力侵襲而發生嚴重的土石流災害，造成多人死亡、失蹤，且

多處橋樑道路阻斷，重創農業、重要設施與造成民眾財物損失極大(表 1)。本研

究旨在透過訪談，了解松鶴部落居民受災至今數十年來面對土石流災害的災害

韌性，另討論在災害環境的風險下如何調適及生存。本文將深入探討與分析松

鶴部落居民的災害韌性，希望能提供防災與災害韌性之參考。 

表 1 松鶴社區歷年災害狀況 

災害發生

日期 
災害名稱 

災害 

類型 
災害狀況說明 

1999/09/21 九二一地震 地震 

松鶴部落雖未造成嚴重傷亡，但經地震

後，鬆散的土壤為之後颱風所挾帶的大

雨造成土石流災害。 

2004/07/02 
敏督利颱風 

(七二水災) 

洪水 

土石流 

松鶴一溪及松鶴二溪土石流潛勢溪流

造成土石流，總計有 30 棟房屋遭土石

掩埋(分佈在 7、8、9、10 鄰)，對外聯

絡道路台八線則因地基流失及崩塌而

致通信、用電及民生用水均中斷。 

2004/08/24 

艾利颱風 

(八二四水

災) 

洪水 

土石流 

松鶴部落全村總計 30 戶房子全毀，268

戶受損，對外連絡橋樑因大甲溪水暴漲

淹沒受損；大甲溪主河道淤積嚴重河幅

變寬。 

2005/07/18 海棠颱風 
洪水 

土石流 

對外連絡橋樑因大甲溪水暴漲淹沒受

損，台八線等聯外道路多處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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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災害的調適 

近二十年來全球所發生過的重大自然災害包括 1995 年日本阪神．淡路大

地震、1999 年臺灣 921 地震、2004 年南亞印度洋大海嘯、2005 年美國卡翠娜

颶風、2008 年中國四川汶川大地震、2009 年的莫拉克颱風、2011 年東日本大

地震等，對人類生活的環境來說，無不災情慘重，震撼全球。每次自然災害的

發生，受影響的災害環境有著極大的差異，有的發生在瞬間，如地震、山崩、

火山爆發等，有的影響時間較長，包括颱風、洪水、乾旱、森林火災等，災害

的發生在環境上各有所異，也具有一定的複雜性，且需要不同的調適方式。

Quarantelli 與 Dynes (1977)認為災害的發生是一種社會現象，災害能撼動整個社

會基礎設施，改變我們認知的社會結構。海岸地區、都會社區或山地部落之災

害衝擊、自然環境、社會經濟環境，亦有特殊社會集體意識與社會資本等脆弱

度影響，而可能產生具有地方特性的調適行為(Paton et al., 2007)。 

在不確定災害會帶來何等影響的前提下，人們要預防災害，就要能夠透過

不同角度調適災害所帶來的衝擊，增加面對災害的韌性，以降低社會財產損失

與傷亡。當災害產生時為了降低災害對生活造成的衝擊，人類會對災害採取一

些減緩衝擊的回應，這些方式包括降低災害的損失及傷亡程度。美國地理學者

Barrows (1923)提出：「人類與環境之間主要存在著一種生態關係，並透過種種

不同的文化作用使自己從不規則、不連續的環境威脅中得以自保(pp. 11-12)。」

(Burton, Kates, & White, 1993／黃朝恩等譯，2010)此即是從人類生態學觀點探

討人類對環境改變的調適行為，而這樣的概念也引起眾多學者進行後續的災害

研究。如 Gilbert White 等人(1958)從人類面對自然災害時的調適來看人與環境

的關係(引自 Mitchell, 1989)，Burton、Kates 與 White (1978)在針對不同的災害

進行研究後，更發現了不同的災害類型對於災區人們的調適行為會產生不同的

影響。Paul (1984)在孟加拉水災的研究中也發現，對某些已經調適水患的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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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說，他們已在水患發生之前就依照地形的高低栽種不同的作物，所以水患反

而變成一種會對作物帶來正面影響的資源。換言之，人處在受限的環境中時，

對環境選擇的調適行為傾向於「合理」的，而非「理性」的(巫孟珊、蘇淑娟，

2003)。而個人的經驗、社會角色責任、交流往來的訊息狀況、人格特質等等，

都有可能是存在於人內心，也是影響災害調適行為的決策依據。這些因素雖不

容易察覺，卻成為人們選擇災害調適行為的重要依據。 

其他研究災害調適的研究，如楊雲龍(1998)從宜蘭的水源污染與地層下陷

狀況來探討居民面對天然災害的調適行為時，也發現居民內心的決策或是社會

屬性，亦會對調適行為的採取策略產生影響。巫孟珊與蘇淑娟(2003)以居民的生

活環境的角度，研究發現在九二一之後，居民除了因個人特質和屬性有不同的

調適行為外，商圈位置的遠近也是影響調適行為的原因之一。林韋秀與廖學誠

(2005)在汐止進行店家於面對基隆河洪患所採取的調適行為的研究時發現，人

口屬性與個人經驗和調適行為之間具有不同的關聯。Thomas、Obana 與

Tsujimoto (2015)在對日本名古屋 2000 年東海水災及 2011 年庄內川水災的調適

研究發現，如果住在水災高風險地區且較低的應變能力之民眾，在對災害調適

的能力也較低。由於災害發生頻率與次數也不斷攀升，人類如何面對災害風險，

促進人類社會永續發展，成為災害研究的考驗。UNISDR (2004)表示在面對氣候

變遷等災害影響下，韌性視為自然、人文或者社會經濟系統抵禦災害衝擊，回

復日常運作之基本能力，有助於永續發展及減少脆弱度。 

二、災害韌性的研究 

Holling (1973)將「韌性」一詞引入到生態系統(ecological system)研究之中，

指一個系統在經歷外來干擾後，恢復或回復至原始狀態之能力。故一般對於韌

性的研究，多視為正向的用語。UNISDR (2004)認為韌性乃是當一系統、社區或

社會面對衝擊時進行對抗或調整，以獲得一個可接受狀態的能力；其決定在社

會系統，可自我組織、提升學習、調適及從災害回復的能力。因此，「韌性」經

常被視為適應性 (adaptability)和彈性 (flexibility)的同義詞 (Redman & Kinz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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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因此，應用在災害的研究文獻裡，韌性是指一個社會或社區受到災害的

衝擊之後回復的能力，一個韌性強大的地區，其回復速度就會越快，反之，其

回復的速度就慢了許多。因此，韌性就是指面對環境巨變與突發事件之後能否

靈活應對，或儘快調適的內在強度與能力。 

由於韌性學科現仍快速發展中，其研究方向也不斷在變化、更動，而災害

韌性的研究，則大多著重在社會(social)、社會-生態系統(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SESs)、社區(community)等韌性之研究為主。 

1. 社會 

Adger (2000)研究人對於災害的反應，認為韌性即社會的適應力，為社區

及其社會基礎設施抵禦外部衝擊的能力，尤其在依賴自然資源運作的社區更必

須結合生態環境與韌性等層面考慮環境變化之變因，例如：自然資源的依賴性

與經濟因素、人口及體制等關鍵層面之相互關係。社會方面的研究，主要聚焦

於面對災害時如何抵禦與維持及保護的能力，具備抵抗災害威脅的能力，以維

持原有生活運作。 

2. 社會－生態系統 

社會－生態系統即包含社會層次及生態層次的系統。由於過去社會科學與

自然科學學說之間的連結非常有限，而災害及氣候變遷學說為了理解社會系統

與生態系統之互動(interaction)，因此特別強調彼此的連結性而產生的概念

(Walker et al., 2006)。Manyena (2006)從適應方面探討社會-生態系統，認為災害

韌性著重於災害後的聯繫、調適能力和災害生存能力的探討。Nelson、Adger 與

Brown (2007) 對環境的改變進行研究，當面對環境的改變，任何決策過程足以

應付目前及預測未來變化時，所採取的相應對策皆可稱之調適，韌性可視為自

身調整和重建能力。Folke (2006)從社會-生態系統的觀點中進行研究，認為韌性

應從三個層次進行思考：(1)系統在維持相同狀態下吸收的擾動量；(2)系統自我

組織(重組)的程度；(3)系統自我學習或適應能力。這類的研究著重在防災的能

力，其概念為社會具備能力預測、準備及反應，從災害的影響中迅速進行災害

回復、災害學習、災害應對及災害適應。 

近年來，社會-生態系統另一個主要的討論在 Resilience Alliance (2007)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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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之「調適共構理論(panarchy)」。包含了生態環境、社會及社會-生態環境統

合系統，強調跨層級、跨尺度的系統多元關聯性，透過更新／重組

(reorganization)(α 階段)、保護(conservation)(k 階段)、釋放(release)(Ω 階段)與成

長／發展(exploitation)(r 階段)等四個階段不斷循環，單一調適循環可能為上一

循環之重複，亦可能表現出全新之特性；相互依賴形成一種「調適共構模型(圖

1)」，在災害韌性的概念中，認為此模型座標中之 X 軸為相連性(connectedness)，

可視為人類社會系統的社會網絡之強度；Y 軸為潛能(potential)，可視為在地環

境的潛力(包括生態環境健全與否、是否過度發展等)，因此可解釋並建構「災害

韌性」之相關影響因素；而系統間不同層級、尺度的循環則透過「記憶(remember)」

及「反制(revolt)」進行經驗的轉化。Gunderson 與 Holling (2001)認為調適共構

理論的核心概念，在於認為人類系統與自然系統，是透過一種循環系統，不停

的互動、相互調整、更新與再造。此種類似無限大符號的互動系統，適用於任

何空間層級與規模的環境系統(從全球尺度至社區尺度皆適用)，此後 Berkes 與

Folk (2002)將此模型應用於在地知識與社會-生態系統態之關係。 

 

 

圖 1 調適共構模型(Gunderson & Holling, 2001, p.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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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區 

Kulig (1999)認為，當社區可以從逆境中回復，且具備達到更佳機能或境界

的能力時，社區韌性便是防災重要的基本能力。美國社區及區域研究所

(Community and Regional Resilience Institute [CARRI])的研究報告指出，一個社

區或地區能夠藉由迅速地準備或響應從自然災害中快速回復下列事項：(1)讓居

民重返工作，(2)重啓工作和教育機制，(3)回復全面的基礎服務讓經濟及社會快

速回復，就是具備災害的韌性(CARRI, 2011)。換言之，韌性有助於降低災害衝

擊，及增強或改善社區、個人甚至生活環境，從逆境或災害中回復的能力。 

Cutter 等(2008) 在研究中認為社會制度的回應力、從災害中回復的能力，

及災害後重建、學習的能力，均是災害韌性的表現，並認為災害韌性應更偏向

於地方的抗災能力，走向實際應用的領域，因此將韌性與脆弱度(vulnerability)

作相互聯結。因此，韌性的核心價值在於預測災害風險、限制災害影響的範圍，

在面對環境變化時，可以透過生存、適應、學習和成長等歷程快速回復到正常

的生活狀態。 

在社區中對韌性的討論，常從社會心理的概念中進行，McMillan 與 Chavis 

(1986)在社區意識(Sense of Community, SoC)的研究中指出，社區韌性的構成要

素，包含：(1)社區組成份子特性，(2)社區份子與社區互動關係；(3)社區與組成

份子相互滿足彼此需求狀況，(4)社區凝聚力。透過這樣的概念，可協助研究者

瞭解社區對於住戶的意義，及在災害來臨時，社區如何成為居民的資源或資產

(Pooley, Cohen, & O’Connor, 2006)。另一方面，社區民眾除個人的心理因素外，

其所處環境及與社區互動關係，是主導居民災害認知、調適行動與相關策略選

擇的重要關鍵(Kuruppu & Liverman, 2011)。因此，社區意識的研究強調個人、

社區及環境的互動關係，尤其是關注個人或家戶對於社區的心理認同，但對於

何種因素可實際提升個人(或家戶)或社區韌性，仍較少著墨。因此，Grothmann

與 Patt (2005)提出「個人氣候變遷積極調適行動社會認知模型(model of private 

proactive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MPPACC)」，以解釋個人對於氣候變遷認

知與檢驗影響認知與調適力(偏重在主觀調適力)的主要因素，這樣的概念強調

個人的災害調適行為是個人與社區環境互動結果。尤其是對於環境風險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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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評估，是決定採取積極或消極調適行為的關鍵，當然亦是決定社區整體韌性

的重要影響因素。 

三、災害環境與在地災害學習 

國際自然保護聯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IUCN])

認為環境教育的學習就是一種認知價值和澄清概念的過程，藉以發展瞭解和讚

賞介於人類、文化和其生物、物理環境間相互關係所必須的技能和態度(楊冠政，

2003)。因此，面對災害時的災害韌性與災害學習，就是為了更進一步理解與災

害環境的互動關係，並從中學習避災、防災與離災的意識及培養災害的韌性，

以達到與災害環境共存的最終概念；而這樣的概念，即是環境教育在災害學習

時最佳的學習策略之一。換言之，環境教育在災害中，就是從災害經驗中學習

到災害的災害覺知、災害知識、面對災害的態度、學習防災的技能與減災、離

災的行動，並提升對災害的韌性。台灣的地理位置特殊，經常會面臨天然災害

的威脅，像是地震、颱風、水災等天然災害，近年加上氣候變遷，各種災害更

加頻繁。 

災害時時刻刻都在威脅著人類生命及財產的安全，面對隨時可能發生的災

害，雖然無法完全避免，但是透過教育、學習的方式，傳遞正確的防範措施及

調適觀念，可以達到一定程度的減緩效果，可以減輕或防止災害所造成的傷亡

及損失。而災害的存在、發生過程和因應行為又與知覺有關，因此要預防發生

災害、減輕其傷害，必須先從防災教育著手(黃朝恩，2000)。防災知識不僅是在

學校中對災害學習的一個名詞而已，離開學校後，對於自然災害的調適能力也

是一種災害學習；從災害的真實情境中學習，從錯誤中學習，從災害中重新茁

壯，更是一種學習的方式。 

(一)災害環境的思維 

人對於環境認知仰賴於對環境的瞭解，Tuan (1977)認為人類仍然是一種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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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所以在理解空間與地方時，自然不脫這種與生俱來的習性與傾向，但人類

卻又比動物多了一種想像(fantasy)的能力，也就是這種想像，讓人類可以透過不

同的方式去理解空間與地方。人對於自己所認定的地區，都有其「地方感」(Sense 

of place)，但地方感屬人文面向，鮮少出現在災害的研究領域之中。然而，近幾

年來環境教育過去的文獻已顯示出，學者對於地方感的興趣越來越多，因為，

地方感是在許多環境學習中倡議的核心概念(Kudryavtsev, Stedman, & Krasny, 

2012) 。特別是在人類文化方面；換言之，如果要研究人對於災害的感受，地

方感的概念即可以融入此研究議題之中。另一方面，Tuan 希望能引導大眾注意，

雖然不同的人群通常會有不同的地方感與空間感，但是卻也有一些成份是共同

擁有的，這種普遍的方向與理解，正是人類從生活經驗中所賦予的。因此縱然

各地人群對空間與地方的感知程度有所分歧，但是整體而言，「空間感」(Sense 

of space)象徵的是一種「自由」(freedom)的認知能力，而「地方感」(Sense of place)

代表一種「依附感」(dependence)與「認同感」(identity)的感觸，是不能完全運

用言語來形容的。 

對 Tuan (1977)而言，人類無法用言語來完全形容的意象、概念如何投射到

空間之中，其中的關鍵正是「經驗」(experience)，他在導論提出三種面向：「身

體與感知的體驗」(the biological facts)、「空間與地方的關連」(The relations of 

space and place)以及「經驗與知識的排列」(The range of experience or knowledge)。

這三個面向交互作用後，形成了每個獨立個體所認知的空間與地方；換言之，

可以透過人與環境之間具體的接觸與感知來建立空間概念。Tuan 更以一種「停

頓」(pause)來區別「空間」與「地方」的差異，認為人類在每一次停頓中賦予

空間「地方感」，以此建立對一地的環境認同與依附感；但在這些具體認知之外，

其實還會透過知識與學習，建立起一種概念上的、非感知性的空間界線。正是

這些層次，在探討一地的災害環境時，能讓人對周遭環境產生基本的理解與關

懷。 

(二)災害經驗、學習與韌性 

災害的經驗本質是整體不可分割的、當下的、超越語言的，透過經驗的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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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知識就在這樣的情境中建構出來。Riessman (1993)認為經驗是在反思開始

之前就已存在，如同一個不可異化的存在，且是以一種「自然的態度」來體驗

這個世界，並視之為理所當然，而不是去思考它或分析它。然而人類在每一個

當下的注意力，是受先前經驗理解與知識影響的，只能篩選性地注意部份訊息，

此部份訊息的反應，形成了經驗，即當下的感受。這樣的篩選是自動化的歷程，

人往往不能覺察當下進行的篩選歷程與遺漏了的訊息。完整訊息只存在於初始

經驗的當下，其後歷經不斷的注意、不斷的篩選、不斷的嘗試與不斷的反思後，

此種經驗即成為一種習慣、一種知識。換言之，即便本來知識水平不佳的人，

在經歷多次災害後，其所形塑出的災害知識，也許在某些方面會勝過具備許多

知識的人。 

而災害留下了些什麼？長坂俊成(2012)認為，災害的紀錄就是由人類面臨

自然災害現象時進行記錄，和之後災害所導致的人和社會之間互動的災害紀錄

所構成。這些紀錄是真實鮮明的，透過這些紀錄可以更瞭解人在這些過程中犯

了什麼錯，要怎麼修正調整。另一方面，個人與社區中真實體驗災害的記憶與

教訓，其經驗可透過紀錄與口傳，作為人類共享的重要財產，特別是在一些「低

頻度大規模災害」中，這些受災的親身經驗紀錄更是一種責任與義務(長坂俊成)。

從這些過去的受災經驗中進行學習，從中瞭解災害帶給人類的意涵，達成對災

害正確的調適行為，進而提升災害的韌性。 

截至目前為止，並沒有一個良好的方式，能與自然共存、共生的和諧機制；

當一地方受災後，隨著時間推移累積，真實受災經驗逐漸被新興社會制度與人

性給取代，不僅浪費先前的受災經驗，更有可能帶來更大的災害(長坂俊成，

2012)。因此，為了避免這樣的事態發生，在平時的生活經驗中，我們透過觀察、

不斷的嘗試得以形成知識，透過累積與不斷修正，在絕大部分的情況下，從災

害經驗中學得真實可用的知識，而非單純的僅從傳統的教室教學或書本之中獲

取知識，特別是有關災害判斷這一區塊。換言之，在「know how」這一類的知

識學習，往往具脈絡性，從親身經驗出發的學習，是一種根本之道；這並不否

定我們仍然可以從過去的災害理論中得到協助，理論提供了一種前人累積的基

礎，讓我們的探索具敏感度。只是，理論也是出自前人脈絡性的經驗累積，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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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發環境因素在災害研究中可能不一樣，而前人積累的理論角色功能是作為

拓展反思的對話空間，而非探究知識的最根本依據。 

災害的「經驗學習」(experience learning)除了是從經驗當下取得實際災害

體驗到的「內容性知識」與操作面的「歷程性知識」之外，還涉及學習過程本

身「意義性知識」的探究。而災害經驗、韌性與學習的研究，即是人對災害經

驗意義的重新理解的歷程，也是對原來經驗反思學習、重新探究的循環理解學

習歷程，學習者在建構與重新建構之間，往往是經歷到擴展性的反思、對話或

其他經驗衝擊，而賦予經驗不同的意義，這種理解的擴展，會回應到行動實踐

中，在後設的邏輯層次中不斷運作。然而，災害韌性與學習要從「防災教育」

談起。「防災教育」顧名思義就是防治災害教育，但其根本的概念並非企圖控制

或抑制災害發生，而是「減緩」與「調適」災害發生時或災後對人類所造成生

命財產的傷害。而防災教育的目的，即是要透過教育與學習的方法，協助民眾

養成積極正確的防災韌性，在下次災害來時，能減緩甚至降低災害的衝擊。因

此，災害學習與災害韌性，就是要在減緩與調適中，讓災害對人類的影響降至

最低。 

災害韌性與學習其內涵，在於提升一般民眾對災害的認識、理解與辨識，

進而了解災前準備和緊急應變的重要，培養民眾具備良好面對災害的態度與責

任感，強化抗災的能力，減少人民和社會的災害損失與衝突。我國在 1999 年經

歷 921 大地震之後，教育單位就體認到災害教育的重要性，防災、災害的教育

課程已經正式納入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綱要之中，並延續至 2005 年公布之正

式綱要之中，顯示教育單位欲藉由課程綱要的訂立，加強我國防災之基礎教育。

而現在的災害除了原有的防災教育外，更要加入災害調適的概念，在面對脆弱

的環境特性，Gould 與 Kolb (1964) 定義調適是一種獨立個體建立，以及維持其

與環境間一種和諧或均衡關係的過程，以及達到此種關係的狀況(呂美玉，1996)。

因此，具備災害調適的能力，瞭解自然環境的特性，並兼具防災思維方式，才

是比較健全的概念。 

環境教育除了本已關注的地方環境之外，更會深入瞭解這個災害的環境變

遷、環境歷史，以及在這個空間中的人、事、物是如何互動，及環境間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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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理解、辨識與學習。Hungerford 與 Volk (1990)認為，透過人類所形塑出

來的地方感，有利於促進環境行為，以及相關的情緒、態度、行為意圖，這是

環境教育重要的目標。Relph (1976)更認為，如果對地方具有深耕的概念，深切

關懷和觀察該地方，都會提升人們對於環境的行為與態度，而此行為與態度是

無法用數據呈現出來的。 

透過上述相關文獻的回顧，一個地區的居民在災害的調適與學習上，最重

要的是透過人們對在地的情感、災害的經驗與時間、空間的互動關係。而「調

適共構理論」適合透過上述之概念進行相關的討論。因此，當我們探討一個地

區及民眾是否具備災害韌性的能力時，可以透過「調適共構理論」研擬出：(1)

透過災害經驗進行成長及發展的探討；(2)面對災害進行保護與調適的能力；(3)

從災害經驗中不斷的累積及釋放相關的能力；(4)透過人與人、人與環境不斷的

更新與重組，尋找出正確互動關係，以進行更深入的討論。 

參、 研究方法與設計 

本研究主要設計是以質化研究深入的訪談方法，探究松鶴部落親身經歷過

災害並持續居住在部落中的民眾，透過「調適共構理論」的概念，深入探討松

鶴部落災害韌性的真實面貌。藉由這些細膩的研究方式與步驟，進而能尋找出

松鶴部落民眾對於災害韌性的完整面貌。 

一、訪談對象的選擇 

在災害的紀錄中，呈現出受災者親身的災害經驗，是非常重要的(長坂俊

成，2012)。因此，本研究透過縝密的訪談資料、蒐集與分析，對研究對象的紀

錄加以展現與統整。筆者在行動歷程中，為了能更完整的呈現災害面貌和研究

結果，運用深度訪談以蒐集更豐富的研究資料。本研究乃針對 2004 年受敏督

利、艾利颱風所造成的土石流災害影響對象進行研究，因此必須先篩選出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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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這兩次災害的民眾進行研究意願的調查，再徵求松鶴部落親身經歷過土石流

災害的民眾接受訪談。在篩選掉不願回想過去的傷心往事、時間無法配合、當

時居住在外地等原因之對象，共有 29 位親身經歷過的居民願意接受訪談。 

二、研究方式 

進行本深度訪談的研究者，首先須具備的要素是本身要能融入松鶴社區受

災的情境，但是又不能失去客觀性。因此本研究在進行探究時，所規劃的研究

步驟就相形重要。首先分析相關資料與研究場域，本研究資料蒐集主要採用質

性與環境資料蒐集並行的方法進行個案研究，包括災害會議資料蒐集、災害環

境分析、災害新聞與檔案分析等資料進行綜合性分析。主要資料分析以質性研

究之深度訪談的方式，發展進行深度災害經驗的研究，進行多元觀點的資料分

析與詮釋。其次將資料加以摘要闡述、詮釋並提出本研究之理論觀點，除了資

料蒐集與分析之外，本研究廣泛蒐集韌性相關的理論與資料，從不同的面向加

以切入，最後再予以摘要、闡述、詮釋，以建構出本研究之理論觀點。 

本研究中對受訪之松鶴居民每人二至三次的深入訪談，以期能充分獲得完

整的研究資料。第一次的訪談針對與松鶴社區發展協會相關之 10 人進行，具有

非正式敘事訪談的性質，利用一個月的時間，針對每位社區發展協會相關人士

進行一至二次的非正式性的初步訪談，以大略了解松鶴民眾在受災後的歷程。

並從中尋找相關的資訊與理論作為驗證，並經由相關領域之專家認可，修改適

合本研究目的之訪談大綱進行訪談。藉由這些初步敘事訪談所獲得的資料，進

行文獻與資料的整理分析而擬出正式訪談大綱。第二次的訪談是以面對面的深

度訪談方式進行，因此必須要與受訪者相約訪談的時間，且必須匿名進行相關

的紀錄，故每位受訪者以編號呈現。因本研究蒐集資料歷程長達 3 個月，訪談

紀錄以訪談時間和順序加以編號，例如第一次的訪談編號為 A，第七次為 G；

故第一次第一位訪談對象編號則為 A01。並在整理完逐字稿後，交由原受訪之

對象進行內容的驗證。透過這些蒐集訪談資料作為本研究之分析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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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訪談問題的產生 

本研究希望找出松鶴地區災民在連續受災後這幾年間與災害環境共同生

活之歷程，藉此瞭解松鶴地區居民的災害韌性為何。透過文獻資料分析方法及

初步訪談的結果，針對幾個主要研究問題及深入訪談所要探究的問題就文獻資

料進行初步分析，並透過「調適共構理論」研擬出：(1)透過災害經驗進行成長

及發展的探討，(2)面對災害進行保護與調適的能力，(3)從災害經驗中不斷的累

積及釋放相關的能力，(4)透過人與人、人與環境不斷的更新與重組，尋找出正

確互動關係。隨後研擬的訪談問題包括：(1)災害經驗：如何判斷土石流孕災環

境與致災環境；(2)災害調適：如何與災害共存的個人回復能力；(3)災害學習：

從災害經驗中所學習到的災害知識為何；(4)社會連結與環境潛能：災後人與人

之間的協助與連結為何，災後持續居住在這邊的真正原因為何。 

四、研究呈現限制 

本研究完成 29 位松鶴地區居民的訪談，但因每位居民呈現的災害經驗非

常豐富，礙於篇幅與相似的言語，因此去蕪存菁後，留下重要的隻字片語提供

本研究進行相關的討論，而此也成了本研究呈現時的限制。 

肆、 研究結果與討論 

在松鶴部落的社區尺度中，每一個人均有一種面對土石流的災害經驗，此

經驗法則，以不同的演繹方式，建構出社區尺度與個人尺度面對災害環境的災

害韌性。這是個人與災害環境相互之間的互動過程。此歷程中，在社區中透過

人文環境和自然環境，進行它們的發育、生長和衰退的相互作用，以此概念作

為一個自體式適應週期，而這樣的週期，其影響的關鍵點在於土石流的災害經

驗與韌性。本研究以此為概念進行討論，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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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災害經驗——面對災害的成長 

在土石流發生之前，我根本不知道什麼是土石流，要怎麼

避難？要準備什麼？(A03)以前，颱風來的時候知道路中斷、房

子被吹毀了，但是那感覺就是別人的事，你只是知道，但你不

會感覺影響到我們什麼，而且有時候我們會覺得媒體比較容易

渲染阿，誇大且言過其實，所以媒體報導有時候我們會稍微扣

分。當時的災害，讓我們徹底了解什麼是土石流。(C02)以前每

年多少都會有天災，沒經歷過我也不知道會怎樣？真的沒有經

歷過不知道什麼是土石流，土石流會怎樣我也不知道。(F03)  

過度的現代化與保護下，無法直接體驗到危及生命的自然災害，

對於自然災害的認知，大多是透過大眾媒體而得知，缺乏了「災害

韌性」的基本覺知，致使災害韌性該有的知識與學習能力，逐漸的

消逝殆盡。「我住在這裡六十年了，只有讀書的時候離開過，親身經

歷過土石流災害兩次，七二水災是這裡最早的土石流災害，之前有

過幾次水災經驗，造成谷關的路斷了，災害多了，老實說對我來說

習慣了，有經驗會知道大概什麼時候會有災害。(A02)」「這幾年有請

消防員來社區辦演習，多是水災風災了解比較多，還有要什麼時候

到避難所避難。(J02)」「豪雨或是大豪雨那種的，每天下兩三百，三

五百的…消防員有教我們做雨量桶，只要雨量大於兩百五，我們就

要去避難。(I02)」松鶴部落的民眾，在多次的災害經驗與災害學習

後，警覺能力提高了，也學會多留意自己所處的環境，遇到不同自

然災害的狀況也會比較鎮定。「準備好一個包包，拿幾件衣服，帶一

點錢，當大雨來的時候就到避難所去。(D03)」 

要有一個危機意識，我跟你講危機意識很重要!我跟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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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那個日本人，他們平常日常生活中就有一個包，裡面五臟俱全，

我現在都給小孩一個觀念，小孩的身邊一定有個手電筒、水、乾糧，

可以做更換，我也有準備。其實像我們現在好好的，但如果來個大

地震你能預料到嗎？所以危機意識很重要！(F01) 

換言之，在土石流災害發生後，松鶴部落的居民，對於環境的警覺性有別

於一般的民眾，因親身經歷土石流災害，且接受過多次的防災活動，相較於一

般人，會更具災害風險的危機意識。 

在人與災害環境的互動中，應以整體來看待土石流災害，即把經歷過土石

流災害松鶴部落的民眾危機意識與生存予以連結，從中瞭解如果要能從災害中

重新站起來，必須要去審視人與環境之間的相互影響關係。「土石流是大自然的

災害，這個大自然我們必須要去了解、認識，這樣災害才不會造成身心靈上的

創傷；而人為的破壞因素，不要重蹈覆轍，至於如何彌補只有老天知道。(A02)」

「人要學習跟大自然共處，很多天災的產生是人禍。(E02)」「要提高警覺，不管

什麼碰到土石流災害都要冷靜。(C01)」。因此，從災害學習與災害經驗的累積

中，可以讓民眾具備一定的警覺能力與反思能力。換言之，除了能夠減緩受災

後情緒上的困擾，及改善對災害的認知外，在面對災害時的冷靜度也會提升。 

然而，不同地區，不同環境就會有不同的警戒心態，居住在松鶴這邊的部

落居民，除了看待這裡一般環境的心態外，對災害環境也建立起警覺心態。「只

要河流的水很大就要注意，準備撤離了。(B01)」「燕子飛低又要下雨了，燕子

飛高就不用怕，就是要觀察動物，什麼都要觀察，人活在世上就是要觀察，不

是活得平平凡凡的，你們讀的書都是讀死的，所以學歷沒有用阿，歷練才有用。

(D01)」這是松鶴部落在地居民判斷環境的改變方式之一，因此，觀察環境對災

害韌性的建立相對的就非常重要了。 

災害事件的產生總在意料之外，「目前這樣看，土石流防災工程多少有其

防災效果，這幾年在這邊做的，我肯定，但有沒有百分百，這是不一定的，大

自然的災害是不能預期的！我們必須保持警覺。(A02)」面對變動的環境，需要

先培養對環境的敏感度與建立對災害的警覺心，並具備足夠的知識、正確的態



環境教育研究，第十二卷，第二期，2016年 

90 

度與實用的技能。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有句著名的經營語錄：「魔鬼就在細節

中」，即指出任何事件發生前，都有徵候可循，端賴每個人是否用心去觀察、發

覺。因此民眾都應具有災害的危機意識，也就是見微知著之知能及警覺，以高

度警覺心面對臺灣的自然環境，並機警地掌握各種環境的改變，防患於未然。 

二、災害調適——與環境共存的能力 

在具備災害環境共存的前提下，所追求與災害共存的能力是什麼？在訪談

的過程裡，可聽到松鶴部落的居民，以鉅細靡遺的方式，訴說著受災當天的情

況。 

那時候就一直下雨，雨下得比平常還要多，沒有停的跡象，量

也很大而且那種瞬間的累積雨量就上千公釐，而且一直下一直都沒

有停，那時候是這樣子，所以就異於平常的風雨。(C02) 

颱風那天，白天當然是在家裡，我在家裡打電話，我在聯絡雜

貨店，就是社區的雜貨店，我要去買電池去買麵、泡麵還有一些乾

糧，想說先儲備。…當時，雨下得那麼大，可能會停電，可能路又會

不通，我就開始有這動作，等到我八點打完大概八點十分，我跟他

講說大概八點四十去拿，因為想說老闆也要準備東西，而且也不見

得只有我打電話，也有可能有人就是到現場買，想說給他二十分鐘

的準備，我八點四十分再打的時候，電話還通，老闆就說，你下不來

了，路已經不通了等於說從我的家，到下來買東西的路已經不通了。

(C03) 

水從家的牆角這邊延著一溪沖下來的，土石也是這樣的流下來，

水夾雜著土石流了下來，這個是七二水災當時的狀況；一個月後，

還有一次八二的時候，七二水災的時候我家旁邊的這條路還在，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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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一次八二的時候這個路就被沖掉了。(G01) 

當民眾遇到土石流時，連最基本的生活機能都會在瞬間內消失時，在這樣

的環境之中，如何擁有原有的生活能力，而松鶴部落的民眾建立與災害環境共

存的能力，這樣的狀況就是他們所追求的方法之一。 

第一個是交通、水電、聯絡通訊整個都會斷掉，交通、通訊斷

了，那外面的親友也很擔心，可是他也不知道怎麼跟這邊的家人聯

繫。其次是飲水，因為飲水自然而然就會漸漸流失，洗澡那就算了，

可是水都髒了，外面店家也都需要補貨，他們的貨物一定早就被人

家搶光了，所以當時他們來送得很多都是泡麵，還有就是礦泉水，

水是很重要，再來就是電，沒電的時候晚上就很暗，那可能就是蠟

燭，你也不能點太久，最後也要吹熄，也很怕會有火災。但晚上會一

直下雨，就很恐怖，可是沒有下雨的話，那至少就是在等待路通，等

待整個電力恢復。(C03) 

不難發現，食物、飲水、電都是民眾生活最基本的需求，遇到災害時為了

要有原本的生活樣貌，這些物品在與災害共存的環境中是必須的。一般來說災

後的生活中，維持生活的能力主要關鍵是「錢」，然而松鶴部落的民眾卻有不同

的觀點。「在災難後，現在轉變很多了，看得很淡了，也不會一直再想錢了。(J01)」

「現在做什麼都好，在田裡做做事，種種水果，拔草都行，只要不要再破壞環

境造成災害都好，我很滿足了。(I01)」現在松鶴部落的居民口中，「錢」卻不是

最重要的需求，而是謀求與環境共存的普通生活方式。松鶴部落民眾對於土石

流災害來臨前後的反應，可視為是松鶴民眾與災害共存的災害經驗。「下次如果

還有暴雨，土石流可能要來的時候，會先暫時離開，先跑到山上去，我山上還

有一個小房子。第一次會因為沒有準備會怕，第二次再來就不會了，因為已經

知道要躲好了。(D02)」松鶴居民已能藉由平時的災前準備工作，改變舊有的生

活習性，提前進入防災的概念與態度，以便降低災害帶來的影響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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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災害學習——災害經驗的累積與改變 

「習性」是社會人於過去社會或文化其他行動中所產生的慣性作用，我們

往往生活在過去安逸的習性之中。它的建構通常是外在的、社會化的以及環境

化的，而非天生的或理念的產物，但是，這樣的概念其影響卻是根深柢固。 

在災害之後，最重要的就是要讓自己想開，要療養自己的心，

凡事要看開，才有辦法生活下去。(C01)因為這邊在天災的過程裡面，

沒東西吃，也可以抓個獵物，抓個野菜，沒瓦斯了，回歸最原始，弄

個灶生個火，跟都會區不一樣…在山上沒有錢我還是能過日子，在

都會區你沒有錢就不能過日子。(E02) 

因此，面對災害仍要有基本生存的能力，除了心態上要改變之外，必須要

學會與理解土石流災害所帶來的環境改變，透過習性的養成，便是災害韌性最

原始的根本。而先前經歷過土石流災害的居民，會因為有相關的災害經驗，以

影響評估災害再發生的機率、及對生命財產的影響，在災害的經驗中，也會判

別什麼才是應該採取的適當避災方式。 

像我們…我們的避難場所是在上面，我們從這邊…繞上去，我

們避難場所是在村子裡面的活動中心，可是活動中心也是很危險，

它旁邊有大甲溪，松鶴二溪和三溪，都有溪反而比較不安全。(G01)

往教會那個地方，就不對了，看到土石流下來那裡是影響最大的，

我們就是繞過這裡走到避難的地方去。(J01) 

現在松鶴部落的民眾，當遇到有可能會發生土石流災害時會有面對災害的

調適反應，會依照自身的災害經驗以及對環境的認識而有所改變。教會的方向，

在上一次土石流災害中，也是土石流流經之處。因此，當面對自然災害時，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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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原有的個人知識、性格與社會行為外，還需要加入人對環境的行為。然而，

災害是對人心理素質的考驗，當災害來臨時更應該學會以正向的心態去面對，

以及去思索面對災害時該有的正確態度，從經驗中學習與環境共存。 

四、社會連結與環境潛能——人與環境的互動方式 

在遭受土石流災害的巨大破壞後，災民的心理影響層面往往很深。 

命就是命，命大就躲得過了！(F01)經歷過這麼多次的災難，所

以現在幾乎看得很平淡，生命只不過如此。…發生災害的時候，我

這裡全部都毀了，沒有一個地方是好的，你看那個圖片就知道了，

那個椅子全部通通埋在土石裡，土石流把這裡整個都填滿，魚都埋

在底下了，還包括兩條生命…。(G01)  

因此，心理調適、正向心理及如何盡快擺脫土石流災害所帶來的強

烈恐懼感和心理創傷，這即是觀察一個人是否具備災害韌性的第一步。 

我這個人大概生性樂觀，我就覺得接受就對了，別人為什麼不

能，我沒有這樣子，為什麼是我，我要更努力，我絕對不會被打倒，

就像蟑螂一樣打不死，我自許自己是蟑螂…。(A01)」會發覺「哇!活

著真好」，在經過天災後，人會變得更豁達！為什麼？很多財產是一

夕之間就沒有了…。(E01) 

心態上，就是說，第一個就是，有時候人未必能夠勝天，也不

能說人定勝天，很多事就是順其自然，就是說當你很平安的時候，

就是要知福惜福，有時候下一秒會怎麼樣你都不知道，等於說你要

活在當下，也不是說不要計劃未來，就是說對於有什麼樣的變化要

保持平常心。(C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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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時候都…感覺…那個時候人在，生命都在，你再站起來就

好了，只要靠我們自己努力，我們再站起來就好了，錢是身外之物

是其次的，只要是命在，勇敢的再站起來，這樣子再重新恢復這樣

就好，沒有所謂的什麼一定要的…要賺什麼錢，或是說一家人都在，

那有什麼好怕的，重新來過就好了。(G01) 

就一直哀聲嘆氣、一直想過去，一直想我家受災多嚴重、多嚴

重，我說多少的嚴重又怎樣，然後人家就會講，某某人啊他連家人

的生命財產都沒了，人家連家都沒了，你還在...你幹嘛！所以就有這

種有的沒有的流言蜚語，你怎麼樣去怨天尤人都沒有用，還是得靠

自己想辦法趕快站起來才是。(J01) 

松鶴部落的居民其實心態上都很樂觀且正向的面對災後的生活，當訴說災

害時的點點滴滴時，除了帶有淡淡的憂傷，也帶著些許想傳達正向的生命經驗。 

歷經災害後的居民彼此之間因發生災害事件及產生災害環境後，亦有互動

交流情形產生。災害韌性的產生，除了單一面向外，也會透過個人與社區相互

交流而產生。「要看我們在地人有沒有同心協力，有沒有用心來共同來建設我們

自己的社區，我覺得在地人非常的重要，因為天災政府一定會幫忙，要看我們

在地人用什麼樣的心態來建設我們的社區，我覺得在地人很重要的。(E03)」中

國傳統人文精神中有一種生活態度，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

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的生活情操，這種情操讓我們養

成面對事情默默承受、默默負擔、用更多生活上的努力及更拼命地工作的方式，

來嘗試擺脫災害的陰影。「生活上是人家有拿東西來，補助，拿米、衣服等等，

通通有。…(D03)」實際上，要在真正意義上尊重災害中逝去的一切，拾起重建

家園的態度，更需要在這樣的情況下學會用人與人、人與環境的正確互動方式，

來消除心理障礙。人與人、人與環境之間本來就存在著密不可分的互動關係。

因此，學會韌性心理的核心意義就在於：面對大自然的災害，我們更懂得尊重

生命，珍惜生活及努力調適。而松鶴部落的居民，也時常抱持樂觀的態度，面



松鶴部落災害韌性之探討 

95 

對土石流災害。 

災害對社會的威脅固然與災害來源和所在環境有關，社區居民連結對災害

反應、共識及信念的因素也很重要。綜觀在松鶴部落中，每個人都扮演著不同

的角色，由於角色的不同，心理建設也不同，其在松鶴居民的影響力，也會跟

著改變。環境脈絡或個人關係，影響著個人的認知行為與行動策略。這與個人

在社區的地位、資源及權力掌握度有關。因此，社會認同是居民對其居住環境

所產生的群體意識與連結。然而，社會認同透過社會連結即連結起人與人之間

對一地的環境意識，環境意識乃是居民對此一區及其鄰人的認同、融合與共識

的結果。「人也熟，環境也好，就是說在這邊沒有都市的那種，很像步調很快，

那大家每個出去都會打招呼，幾乎都認識這樣。(C02)」其來源實基於環境的共

同利益、環境的服務功能與在地居民的共同精神。 

在歷經災害的環境之中，環境的連結即為居住於某一地區的人，因經歷過

災害，因此對此地環境及其他相鄰居民有一種心理上的認同、融合及同理心。

由此看出，災害環境連結可以說是居住於某一環境的人，在歷經災害之後，將

所居住中的環境視為一種生命共同體、社群生活共同體的心態。 

這個地方雖小，但人情味很濃，全村每個人都認識，大家都希

望社區更好。(F02)有些人就不在了，有些人就是沒有在這邊工作了，

他可能因為這樣就，有一部分就離開！那因為我剛剛說也有人在安

置的地方，在雅比斯巷那邊，有的就習慣那邊，也沒有回來了，那就

是說人，有些人，有留下來有些離開這樣，這是人的部分，至於整個

社區我是覺得，當然有破壞嘛，環境上有破壞，可是這幾年有在慢

慢的又在開始重建，有重建加上社區的一些可能一些親人也是希望

把社區弄好，可能有這樣的一股力量。(G02) 

然而，社區連結為居住在某一特定居住環境的人，其對該社會環境所產生

的覺知、關心與互動等態度上的共識與信念的行為。「這個社區很特別，只要有

共同的想法都會互相合作，一起解決。(B02)」「…大家都很團結，然後…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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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講，大家都是一家人的感覺。為了社區，大家都很團結…。(I02)」社區的

環境連結，必須要讓社區成員對此環境有歸屬感、對相互重要關係的認知、對

環境重要意義的覺知，並透過群體服務滿足成員需要的共同信念。「我像社區的

管家婆一樣，什麼事情都能放心地交代給我，我絕對幫你辦得很好，而且不收

分文，社區要做什麼，我都是第一線。(A01)」 

社區成員具有共同的重要事件與交往經歷，進而產生共同的服務感及信念。

松鶴是個原住民占多數的部落，因此宗教信仰，也是部落中非常重要的社群合

作中心及撫慰心靈的重要依靠。「最主要就是信仰，我們遇到患難的時候我們會

禱告，讓事情都能夠很平順這樣子。(G02)」。換言之，住在松鶴部落的居民，

每一個在心理都有一種對環境的「信仰的能力」，如果沒有，他們是無法走到今

天，也無法成為災害經驗的分享者。 

綜合上述的討論，當我們切入災害韌性的探討時，以人與環境為一共同演

繹整體系統之整合性觀點，透過與災害環境共存的視點，來檢視松鶴災區民眾

在經歷自然災害後對地方災害韌性累積過程與影響結果。就如同 Holling (1973)

所認為，韌性系統在面對環境的干擾之下，仍能維持其本身結構與行為模式的

能力；韌性也是一種緩衝的容受力，或是系統吸收擾亂源的能力。松鶴民眾在

經歷多次的災害事件之後，除了對在地環境更為熟悉，本身具備的調適能力之

外，在災害韌性能力上較一般人來的強韌。 

松鶴居民的災害韌性在實際經歷土石流災害後且居住在原地長時間後才

有所提升，就如同是 Relph (1976)認為，地方自身是「過去的經驗、事件」和「未

來的希望」的當前表現，對地方的歸屬感是隨著居民居住時間的增加而增強。

要獲得面對災害的生活能力，其內涵及需求也不同。而 Buckle (2006)認為，決

定個體韌性的因素，主要在於個體本身所能掌握的特質以及如何運用；至於社

區韌性，則為社群團體間的互動交流情況對整體環境之影響。因此，我們可以

將一個災害的環境，應用於單一社區之中，透過人與環境的交互作用，進行發

展、和諧、理解或適應之間的相互作用，此作用的最終目的在於如何去面對這

樣的災害環境。因此，現在仍住在松鶴部落的居民們，面對土石流的災害時，

能理解、修正或改變其生活的方式或行為，在面對既存的土石流災害或意外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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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更好的處理能力與方式，而經由災害韌性的實現與災害環境共存之過程，

即可以被稱為是一種災害韌性。 

伍、 結論與建議 

本文以松鶴部落居民的韌性進行討論，回顧松鶴部落民眾這 12 年來的回

復歷程，理解災害韌性在災害後所扮演的角色。臺灣災害研究很多，而對於災

害韌性的討論，仍是非常新穎的觀念，本文嘗試和災害韌性之經典進行對話，

換言之，就是在土石流災害後混亂失序的情境底下，松鶴部落的民眾如何透過

調適與災害韌性的建立，克服所遇到的災害事件，順利的與災害環境共存共榮。 

從松鶴部落的案例來看，在經歷多次災害後，且經過多年的調適，可以知

道災害韌性是一個理解人與環境互動的方法，其特別的是在其特殊的情境與脈

絡下，可以把整體的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看得更清楚。研究結果發現：(1)松鶴

民眾在土石流災害後，對於土石流災害具有基本之能力與韌性。松鶴部落在歷

經多次災害之後，讓民眾在災害經驗上有基本的災害環境判斷，且當地舉辦過

多場的防災演習，因此在土石流災害的韌性上，均具有一定的基本能力。(2)松

鶴部落的居民，會隨著時間、學習和受災經驗的增加，而改變對於災害的認知、

態度與共存之能力。從松鶴部落的災害經驗中，我們可以知道，要對自然災害

具有韌性，並非拋棄過去作為，完全重新建立，而是透過對環境的了解、心態

上的調整，使在地民眾更尊重在地環境，與環境互動關係更加緊密。當災害發

生時，能透過數次在災害演習所學習到的知識，及自身具備的災害韌性以及基

本的防災判斷能力(如雨量桶)來判斷如何面對災害及該有的正確行動，並養成

樂天知命與災害環境共存的環境觀點，這便是松鶴部落居民在經歷過偌大規模

的土石流災害後 12 個年頭來，所教導給我們的災害經驗傳承。這樣的觀點與態

度，即是環境教育在永續發展項目中所追求的最終目的之一。 

在松鶴部落經歷災害後的這幾年，與居民的言談中不難發現，他們在面對

災害的成長、與環境共存的能力、災害經驗的累積與改變及人與環境的互動方

式這幾個方面時，比一般人來得更能理解其意義。這當中最重要的就是松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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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這邊的居民，在經歷連續兩年的土石流災害加零星的災害，且經過多年調整

自己的心態，更能正視自己的內心，理解人與環境間必須要存在這共存共榮相

互尊重意義，且平時要累積災害經驗的重要性。建議在未來的災害韌性的研究

中，可以找尋具有上述能力之社區，進行更深入個人與社區特性的災害韌性探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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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Disaster Resilience in Songhe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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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puts emphasis on disaster resilience and attempts to understand and 

validate the recovered Songhe tribe that was heavily struck by severe large-scale 

mudslides caused by two consecutive typhoons, Mindulle and Aere, 12 years ago. The 

objective is to understand the disaster process of mudslides and the formation of local 

people and resilience towards disasters. 29 volunteer inhabitants who have 

experienced mudslides were interviewed on how they developed their disaster 

resilience and how they reconnected with their environment. The research concluded 

that Songhe residents were equipped with basic resilience after mudslides. In addition, 

Songhe residents gained disaster experience through time, education and disaster 

occurrence, which altered their understanding, attitude, and ability to coexist with 

disasters. This research takes Songhe as an example in the hope of setting up a 

reference study for further investigation in the field of disaster resilience. 

Keywords: disaster resilience, disaster experience, Songh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