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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 警大研究所 災害統計考前猜題 
 

考前提醒：災害統計歷年考題難度較低，重觀念理解較不重計算，準備時要多留意各章節理

論。 

 

一、 選擇題+名詞解釋 

1. 有關於常態分布的性質，以下何者有誤?  

(A) 常態分布曲線有無限多條 

(B) 標準常態分布曲線只有一條 

(C) 常態分布的中心位置由中位數決定 

(D) 常態分布的形狀由變異數決定 

Ans: (C)，由平均數決定 

2. 若某 Uber司機每日平均載客 3人，且每日載客人數符合卜瓦松分布，請問某一日完

全沒有載客的機率為何? 

(A)  e0 

(B)  e−3 

(C)  3e−3 

(D)  3e0 

Ans:(B)，代卜瓦松公式即可求解 

3. 關於簡單直線迴歸，以下描述何者正確? 

(A) 由最小平方法求得之迴歸線必定通過原點(0,0) 

(B) 由最小平方法求得之迴歸線必定通過(x̅, y̅) 

(C) 同一組資料的迴歸係數與相關係數會呈現正比關係 

(D) 判定係數即為相關係數 

Ans:(B) 

4. 請問 ANOVA的三個假設各是什麼? 簡單直線迴歸分析的四個假設又各是什麼? 

Ans: 

ANOVA的三個假設 

1. 常態性假設─各個母體分布均為常態分布 

2. 同質性假設─各個常態母體之變異數均相等 

3. 獨立性假設─各個常態母體分布互相均獨立 

 

簡單直線迴歸分析的四個假設 

1. 線性：X變項與 Y變項呈現直線的線性關係 

2. 獨立性：各殘差 ei要隨機且獨立 

3. 常態性：各殘差的分布需為常態分布，ND(0, σxi
2 ) 

4. 相等性：各殘差 ei之變異數要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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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請描述 T檢定與 ANOVA的使用時機與類型。 

Ans: 

T檢定使用時機為單組或兩組平均數比較無法使用 Z檢定時，使用類型可分為單一樣本 T檢

定、兩組獨立樣本 T檢定與兩組配對樣本 T檢定 

 

ANOVA使用時機為執行兩組以上的平均數檢定，可依檢驗的因子數量分為單因子 ANOVA與雙

因子 ANO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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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警研災防所-災防管理猜題 
 
一、 台灣歷經多次重大災害發生，在應變過程中亦對 

對我國的救災及應變體系產生許多影響，試就政府救災應變體系權屬方面說明其優缺點。 

擬答: 

目前我國災害防救體系，區分為「中央」、「直轄市、縣(市)」及「鄉鎮(市、區)」三層級

，即中央及地方災防體系三級制，主要特點如下列: 

(一)會報及委員會決定災防政策，由上而下明確分工 

(二)科技諮詢強化政策研擬 

(三)以計畫為基礎推動災防業務 

(四)災害應變中心構成應變核心 

(五)各級政府設專責幕僚單位 

 

救災應變體系權屬方面優點: 

(一)制度上建立起全面性的災害防救體制:統籌指揮調度救災機制由上而下以建置完整，各

級應變單位權責劃分明確。 

(二)災防體系的職能分工: 災害防救法係將災害防救事務分為減災、整備、應變及復原四個

階段，各級政府在四個階段的分工。 

(三)反應動員迅速: 災情通報後，授權各級迅速採取必要之措施因應。 

 

救災應變體系權屬方面缺點: 

(一)災害管理採各部會分屬依自身權責負責管理不同災害及災防工作但面臨災害應變時有專

業度缺乏及整合問題。 

(二)各縣市救災單位間的橫向聯繫與合作默契不足，不易將其它轄區的單位組織的人力或資

源納編進現場應變管理體系，易造成混亂。 

(三)鄉鎮區等基層防災應變單位資源有限，無法第一時間有效因應 。 

(四)災害現場指揮編組未統一架構及觀念(如使用ICS系統)，易在跨部門或轄區產生應變指

揮困難。 

(五)社會對災害本質認知之歧異及政治文化慣性下對因應災害有待改善協調及強化。 

(六)救災應變涉及相關法條眾多不易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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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脆弱度（vulnerability）及恢復力（resilience）評估如何運用於災害管理，試

說明之。 

 

擬答: 

為因應氣候環境劇烈變遷帶來之衝擊我國應依不同層面氣候變遷的衝擊積極提出因地制宜且

實際可行的具體防災作法因應，脆弱度（vulnerability）及恢復力（resilience）評估可

運用於此，提供政策決策者面對氣候劇烈變遷下高、中、低度風險的判定，藉以規劃及採取

相關的因應措施，期將災害損失減至最低。 

 

脆弱度（vulnerability）:可分為社經脆弱度(社會脆弱度)、環境脆弱度(自然脆弱度)，；

其中社經脆弱度主要以社會經濟發展、人口及產值表示，環境脆弱度以災害潛勢表示，包含

暴露(風險)、應變能力及適應能力等部分。 

恢復力（resilience）: 面對災害來臨之際及災害過後，迅速因應及恢復的能力，簡單來說

是整體容受力的呈現。 

 

故減少災害衝擊必須事先將潛在威脅進行事前評估(透過脆弱度分析評估)，並提出因應對策

及減災整備工作(快速反應、因應)，從而適時適地給予必要的經費支援及具體協助(如災害

防救編組及訓練、、防救災設施與設備)，這些受災害衝擊地區便可成具有對抗衝擊(恢復力

)的靱性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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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9年 3月 15日，全世界有超過 1700個城市的學生（包含台灣）參與了

「Fridays for future」的罷課活動。試說明該活動之意義？又根據 IPCC

（政府間氣候變遷委員會）于 2018年的報告，現在國際間及台灣面臨氣

候變遷的概況為何？ 

答：台灣氣候變遷主要現象包括氣溫上升降雨型態改變、極端氣候發生強度及頻率升高與海

平面上升三個面向。 

一、（「Fridays for future」答案請依前 S題所列。） 

二、有關 IPCC 2018年之報告分述如下： 

（一）IPCC(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政府間氣候變遷委員會。它

是一個附屬於聯合國之下的跨政府組織。在 1988年由世界氣象組織、聯合國環境

署合作成立，專責研究由人類活動所造成的氣候變遷。 

（二）IPCC在 2018年針對全球氣候變遷提出了一份特別報告(Global Warning of 1.5

℃)，摘敘如下： 

1. 相較工業革命前，人類活動已導致約 1.0℃的升溫。若依目前的升溫速度，大

約在 2030～2052 年間，地球的升溫就將突破 1.5℃。 

2. 地球暖化升溫 1.5℃後，中緯度地區的極端高溫，將等同於再增加 3℃。 

3. 暖化升溫 1.5℃後，北極海本世紀可能就會出現「夏月無冰」。但升溫 2℃後，

極可能每十年至少會出現一次無冰狀態。 

4. 暖化升溫 1.5℃後，現今存在 70%-90%的珊瑚礁將消失。升溫 2℃後，99%的珊

瑚礁都將不復存在。而本世紀末的海平面將較 1986～2005年上升 0.26～0.77

公尺。 

5. 暖化 1.5℃情境之下，全球將有一億多人有用水危機。暖化 2℃下將會有兩億人

有用水危機。 

6. 全球到 2017年總共排放 2兆噸二氧化碳。要控溫在 1.5℃之內，碳預算只剩

4200～5800億噸的空間。目前全球一年二氧化碳排碳量約 420億噸。在 2030

年全球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應比 2010年減少 40%～60%，並在 2045～2055年歸

零。 

三、台灣氣候變遷概況： 

（一）過去 100年(1900-2012)台灣「都會區」均溫增加了攝氏 1.3℃，幾為全球平均

升幅的一倍半。 

（二）半世季以來，台灣的四季明顯改變。夏天增加了 27.8天，冬季則減少了 29.7

天。 

（三）台灣降雨愈呈兩極化。「豪雨」和「無雨」日數同步增加，侵台颱風數量減少，

「強颱」比例卻會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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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9年 4月 7日下午兩點，位於台灣雲林麥寮的台塑六輕工業區台化芳香

烴三廠，發出巨大爆炸聲響，爆炸震波所及，連五公里外之民宅都感受到

震動。六輕廠區近年來氣爆、火災、氣體外洩事件頻傳，自 2009年 11月

南亞 TDI廠汽體外洩一直到本次氣爆，十年來有十次重大事故發生。假設

貴生為六輕廠區災害管理負責人，面對連串重大災害發生，災害管理工作

要如何調整？試論述之。 

答： 

面對災害的持續發生，最重要的災害管理面何調整有下列四個部分： 

一、改善治理模式：  

(一)評估提升災害風險，同時要求要有專責部門及專人來負責災害管理。 

(二)需要有效的投注資源與正確的風險管理來提高韌性強化效率。 

二、將風險資訊轉化為知識 

(一)將風險資訊轉化為可以理解、可以執行與操作的知識。 

(二)廣域型災害與社會經濟和環境的脆弱性有極大的關係。因此必須讓家庭、社區、企

業、地方政府建立風險知識，進而藉由災害管理降低災害風險，使發展得以永續。 

三、評估成本與效益 

(一)需要對各種降低災害風險的投資工作進行成本與效益評估，瞭解風險承擔者、成本

付出者與效益「所」(非「或」)得者之情況，避免投資於其他社經議題，以提高投

資於降低災害工作之成效。 

(二)經濟體須包括災害風險管理。包含對於資產、信貸、經濟預估與投資決策等項目之

影響。 

四、強化責任與義務 

(一)社會對於災害風險的重視將強化對於災害衝擊與損失的責任感與負擔。 

(二)自主規範及訂定執行標準可提升強化不同層級的管理人員與線上作業人員對於災害

風險管理之責任與義務。 

綜而言之，災害管理的工作，就是做好持續營運管理。從瞭解組織本身能力與工程極限，進

而推動各層級災害風險管理，而能提升組織單位的耐災韌性、容受力與回復力，以達成管理

上持續營運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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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部推動防災校園網絡建置實驗計畫，除落實學校防災教育外，並強調

以學校為主體、社區為客體，推動防災教育在地化並與建立夥伴關係，試

問： 

(一)學校與社區建立夥伴關係的困境與挑戰為何？ 

(二)針對實驗計畫中接受補助之防災校園，其發展與社區的防災夥伴關係之方

法為何？ 

答： 

社區與學校的互動過程不能忽視，現今學校的功能對於學生，逐漸取代了學生在家

庭甚至到社會的角色，並逐漸取代部分社區的功能，教育部推動防災校園網絡建置實

驗計畫，目的在讓防災教育在地化並與社區建立夥伴關係，因為學校不只可做為居民

重要防災據點，亦可扮演防災教育的重要角色，有關學校與社區建立夥伴關係的困境

與挑戰及防災校園與社區發展夥伴關係之方法分項說明如下：(資料來源: 翁郁翔

(2018)：學校與社區防災夥伴關係之建立－以防災校園網絡建置與實驗計畫為例，防

災科學，第三卷：第 1~14 頁。) 

（一）學校與社區建立夥伴關係的困境與挑戰 

1.社區結構組織鬆散  

    若社區平時缺乏有效整合及管理，或較少有共同活動可以參與，社區中的

成員將缺乏凝聚力。學校若要與社區進一步互動則有其困難度。為解決此問

題， 學校可以與地方機關團體、士紳民意代表、社區發展委員、從互動中深

入瞭解 體察社區的需求，教師也可利用與家長會談、學生輔導、參與社區活

動的機會， 蒐集社區中的意見與需求，並協助規劃辦理教育性的社區活動，

提供擬定社區發展計畫的參考。 

2.社區資源分散  

    社區資源雖然充足，但若缺乏一整合單位並進行雙方的溝通，要將社區資

源整合將有其困難。為使所有資源都能充分發揮應有的效益與功能，學校須

掌握時機，成立社區聯絡小組，並在社區各種活動場合中充分溝通、協調、

統合，有效推行學校公共關係。社區資源如社區機構、公益團體、宗教團

體、地方士紳、民意代表，各有不同的人力、物力、財力資源，也會針對需

要辦理各式各樣有關的文教活動，使所有社區資源融入師生的學習活動中，

並進一步擴大其 教學視野與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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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校長個人領導風格  

    校長為推動學校改革的主要推手，有些校長認為，只要將學校內部組織管

理就是盡到責任，不願意花時間與社區經營公共關係，將可能造成學校資訊

的封閉、無法爭取校外經費等。 

（二）防災校園與社區發展夥伴關係之方法 

1.第一類防災校園最基本的防災工作建置，主要的精神在於校園防災軟硬體的

初步建置，硬體的項目包括防災疏散避難地圖的建置、防災計畫的研擬、課

程研發等，軟體的部分則有檢核附近社區災害潛勢、防災演練腳本研擬等。

讓學校具備初步的防災能力。 

2.第二類防災校園在前述的防災建置上，更進一步再防災輔導團的協助下，針

對解學校之需求、工作項目再進行訪視，進一步辦理防災師資培訓、防救災

計畫審查等工作項目，並強調以防災演練為重點。  

3.第三類學校則是以學校為主軸，建立防災創新作為與實施無預警的大規模防

災演練。因為第三類學校依規定必須是已完成第一類實驗計畫建置之學校，

經驗較為豐富，其在防災工作的項目上，主要由學校思考如何在防災領域有

特別的創意，或是透過跟社區的結合，辦理相關防災活動，藉以培養彼此的

防災夥伴關係。 

  就學校角度而言，跟過去的防災教育比起來，實驗計畫的精神有別於傳統的課堂教授防災

知識，強調給予孩童實作的經驗，更容易讓小朋友有興趣嘗試與學習，學習動機較強，而學

校老師也可以透過因實驗計畫與專家學者針對校園環境的安全，探討進階的防災知識而受

惠，學校與師生均透過實驗計畫達到實質的幫助，並藉由防災演練獲得社區的認同，同時也

有助於學校辦學，而因為學校也是社區的避難處所指定地點，社區藉由學校的疏散演練，將

更有助於居民對於避難疏散的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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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 (IPCC) 第一工作分組第五次評估報告

(The 5th Assessment Report, Working Group I，以下簡稱 AR5)中使用

許多氣候模式對未來溫度進行推估模擬，雖然模擬結果一致顯示未來氣候

將發生暖化，但在定量推估方面仍存在有不確定性，各因素的相對影響如

下圖所示，請說明何謂「不確定性」及氣候推估上不確定性的三大主要原

因為何? 

氣候模式模擬全球平均地面升溫趨勢與幅度的不確定性散佈區間 

資料來源：摘自《臺灣氣候變遷科學報告 2017—物理現象與機制》 

答: 

  IPCC AR5 報告中使用許多氣候模式對未來溫度進行推估模擬，雖然模擬結果一

致顯示未來氣候將發生暖化，但不同模擬結果中的暖化趨勢大小卻有差異，造成對

於未來升溫情形的不確定性，大致上源於下列三種因素，各因素對於不確定性的貢

獻如題目附圖所示，茲將依據 IPCC AR5將「不確定性」的定義及氣候推估不確定性

的三種因素分項說明如下：(資料來源: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中央研究院環境變

遷研究中心、科技部「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資訊與調適知識平台計畫」：臺灣氣候的過

去與未來。2019年 4月 6日，取自

https://tccip.ncdr.nat.gov.tw/v2/publish_book.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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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確定性的定義： 

不確定性 (Uncertainty) 指發生事件無法精確的推估，分析結果具有多種可能，

但哪個分析結果會發生並無法確定。不確定性來源可能包括自然不確定性與政策

不確定性，在氣候變遷研究中多了科學的不確定性，面對氣候變遷要採取有智慧

的行動，就必須了解與掌握不確定性。不確定性可能導源於對系統沒有足夠知識

或是有關環境因素的資訊來描述當前情況，使其未來的分布範圍和狀態不能確

知，組織決策者無法精確地預測某個事件或某種決策的結果。不確定性範疇包括

自然不確定性，與分析過程採用方法時所衍生之科學不確定性。 

(二)氣候推估不確定性的三大因素 

1.排放情境：未來的溫室氣體和氣膠排放量，受到各種社會與經濟發展條件

的影響，無法準確預測。因此擬定數種不同的排放情境（AR5 報告中稱為

「代表濃度途徑」），以涵蓋未來人類社會的可能發展。不同排放情境產生

的氣候驅動力不同，未來的氣候變化程度也隨之不同，也是氣候推估不確

定性最主要的來源。(圖中的綠色部分) 

2.氣候模式：每個氣候模式設計不同，對溫室氣體、氣膠濃度變化的反應雖

然趨勢一致，但幅度不同，模擬結果因此不盡相同，，這是因為科學上對

於影響氣候暖化的原因與機制尚無徹底的瞭解，這些氣候機制也還未能在

氣候模式中完美地被模擬，各氣候模式對於同一個氣候過程的處理亦不

同，進而造成氣候推估結果不同。(圖中的藍色部分) 

3.自然變異：自然界的溫度變化原來就存在著相當程度的自然變異性，即使

沒有外在驅動力影響，溫度的年際變化也有相當的變動幅度，未來氣候的

推估結果也受這部分變動的影響。(圖中的橘色部分) 

考慮上述原因即可理解為什麼對溫度推估的不確定性還是相當大，題目附圖呈現了這

些因素對於不確定的貢獻比例。未來對氣候系統進一步的瞭解，未來對氣候系統瞭解增

進、對氣候模式的改進，以及採取明確的減碳途徑，都有助於降低氣候推估的不確定

性。 

(補充說明:圖片說明氣候模式模擬全球平均地面升溫的不確定性會隨時間改變，圖中

顯示歷史模擬(灰色陰影，黑線為觀測資料) 與未來推估(彩色色塊) 的 90%信心區間範

圍，未來推估的不確定性主要來自三種因素，包括排放情境(綠色，即所有代表濃度途

徑的模式系集平均散佈範圍)、氣候系統對輻射驅動力的反應(藍色，包含不同氣候模式

之間的差異、與碳循環相關的不確定性，以及因為對物理過程瞭解不足而造成的不確定

性) 與氣候自然變異性(橘色，由模擬結果的年際變化大小(interannual variability)

估算得出，此處假設其大小不隨時間改變)。圖中的升溫數值是以 1961~1980 年的平均

溫度為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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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台灣歷經多次重大災害發生，在應變過程中亦對對我國的救災及應變體系

產生許多影響，試就政府救災應變體系權屬方面說明其優缺點。 

答: 
目前我國災害防救體系，區分為「中央」、「直轄市、縣(市)」及「鄉鎮(市、區)」三層級

，即中央及地方災防體系三級制，主要特點如下列: 

(一)會報及委員會決定災防政策，由上而下明確分工 

(二)科技諮詢強化政策研擬 

(三)以計畫為基礎推動災防業務 

(四)災害應變中心構成應變核心 

(五)各級政府設專責幕僚單位 

 

救災應變體系權屬方面優點: 

(一) 制度上建立起全面性的災害防救體制:統籌指揮調度救災機制由上而下以建置完整，各

級應變單位權責劃分明確。 

(二) 災防體系的職能分工:災害防救法係將災害防救事務分為減災、整備、應變及復原四個

階段，各級政府在四個階段的分工。 

(三) 反應動員迅速:災情通報後，授權各級迅速採取必要之措施因應。 

 

救災應變體系權屬方面缺點: 

(一)災害管理採各部會分屬依自身權責負責管理不同災害及災防工作但面臨災害應變時有專

業度缺乏及整合問題。 

(二)各縣市救災單位間的橫向聯繫與合作默契不足，不易將其它轄區的單位組織的人力或資

源納編進現場應變管理體系，易造成混亂。 

(三)鄉鎮區等基層防災應變單位資源有限，無法第一時間有效因應 。 

(四)災害現場指揮編組未統一架構及觀念(如使用ICS系統)，易在跨部門或轄區產生應變指揮

困難。 

(五)社會對災害本質認知之歧異及政治文化慣性下對因應災害有待改善協調及強化。 

(六) 救災應變涉及相關法條眾多不易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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