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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年來，台灣所形成的災害，造成慘重災情，大抵可分為地震與水災。台灣

位於環太平洋地震帶，菲律賓與歐亞大陸板塊的壓撞，造成地震頻傳，1906 年

梅山地震(1258 人死亡)，1935 年新竹台中大地震(3276 人死亡)，以及 1999 集集

地震(2444 死亡)，皆為重大地震事件，；而台灣也身處在熱帶低氣壓氣團常會經

過的地帶，每年颱風帶來的雨水，在風調雨順的情況下，解決河川與水庫的枯水

期，如若不是，也會為這海洋島嶼帶來了重大水災。50 年前的八七水災以及今

年的八八水災，豪雨挾帶土石流，造成家破人亡，山河變色的慘劇，而人為因素

的災難，近些年來可溯及的如：桃園大園的空難，2003 年 SARS 疫情的暴發，經

由電子與平面媒體觸目驚心的報導，深切的影響著國民的日常生活，激化著人民

對災難的焦慮恐懼。 
 

    災難（Disaster）是一種突發、無法預料，對家庭單位或個人身體安全 造成

威脅的情境，它打破原有社會秩序，導致人們死亡、財產損失、無家可歸、 失

業、經濟活動與通訊的損壞、建築物及設施的毀損等等。災難的型態一般可分 成

天然與人為，天然災難如颱風、海嘯、山崩、水災、旱災、地震、土石流等； 而

人為災難則包含重大火災、爆炸、空難、海難與陸上交通事故、毒性化學物質 災

害、汽油瓦斯外洩、瘟疫等等（周月清，1999）。 
 

    謝臥龍(2009a)指出：災難不只是一種自然或人為因素的災變，摧毀了自然生

態的秩序，也重塑著個體與社會文化的結構脈絡，在重建與復原的歷程中，災難

所造成社會關係的斷裂與重建，成為台灣住民不可磨滅的集體記憶，在在對社會

文化產生劇烈衝擊與影響。諸如，八七水災之後島內移民潮，造成人口遷移，災

後社會結構的改變，帶動產業轉型，都市重建。災難，也帶出社會結構中不公平

的資源分配問題，城鄉差距所造成法令律例的適用性，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權力

的協調，角色功能的重塑，傳統固有文化傳承延續與斷裂的兩難，弱勢與少數族

群的社會處境和生活重建實施的差異(失親兒童、性/別獨居老人、原住民、單親

父母、殘障者等)，災民的心理急救和復建，參與救災人民替代性創傷的處理…。  
 

    台灣位處於季風帶與地震帶、天然災害中的風災水災，以及歐亞板塊與菲律

賓板塊撞擊之下的地震，尚會為我國人民帶來不可預期的災變，台灣是多天然災

害的地區(County at risk)。以消防署（2009） 的統計資料，我們可略知近 10 年

來風災、水災與地震會帶來許多慘重的災情， 請參閱下列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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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臺灣近十年天然災害發生次數與人員財產損害統計表 
 

年份 颱風次數 
豪雨成災

次數 

有造成傷害

的地震次數 

傷亡人數 

(死亡＋失蹤) 
重傷人數 

房屋受損 

(全、半倒)戶數 
大事件 

88 1 1 2 2,453 11,305 105,553 921 集集大地震

89 
6 2 2 126 232 2,159 

碧利絲風災  

象神風災 

90 8 0 1 354 588 2,624 桃芝風災 

91 3 0 1 11 281 6  

92 7 0 1 7 20 0  

93 9 2 1 94 525 527 敏督利 72 水災 

94 1 1 0 15 31 （無統計） 海棠風災，702 

95 7 2 2 13 87 103  

96 6 2 0 20 94 135  

97 6 0 0 56 26 73 新勒克風災 

98 4 0 1 700 40 700 莫拉克颱風 

合計 64 13 11 3,884 13,351 111,880  

 

資料來源：2009 年 12 月消防署公告於其網站中的資料～臺灣地區天然災害損    

          失統計 
 

備註：八七水災（48.08.07）死亡 667 人，失蹤 408 人，受傷 942 人，房屋全

倒 27,466，房屋半倒 18,303。 

集集地震（88.09.21）死亡 2415 人，失蹤 29 人，受傷 11,305 人，房

屋全倒 51,711，房屋半倒 53,842。 

莫拉克颱風（98.08.05－25）死亡 673 人，失蹤 26 人，受傷 34 人，房

屋全倒 472，房屋半倒 128，農損 164 億。 
 

    八七水災五十年之後，莫拉那克颱風橫掃並重創南台灣，引發了土石流，撕

裂山林的肌里，造成生離死別的慘劇，呈顯社會文化脈絡的斷裂(小林平埔族文

化)，重建與轉化族群的關係，(此次災變中的災民百分之八十為原住民；而南台

灣災民的住所不是海邊，就是山巔，與都會族群有著迥異的獨特性)。而在這令

全國人民永不能忘懷的八八水災集體災難記憶中，我們如何承載既往的災難經驗

與心得，檢討既有的社會文化基石上的法令制度，在實務與學理相互激發中，迅

速展開救援、安置與重建，讓我們再度面臨台灣宿命的地震與水災之時，能以既

有的經驗與知識，來面對災變防制，妥善處理災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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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 年的集集地震，重建之途相當耗時冗長，今年為 921 的十週年，在回

顧與展望之際，發現歷經十年尚有許多不盡完善之處，堆壘的經驗與知識尚不足

以應付接踵而來的災害。這次重創南台灣的莫拉克風災，衝擊家園，也衝擊出政

府救災不力，政府效能頗受質疑，法令律例的不周不適，缺乏以人為本思維的法

律基礎；尤其大多數(75%)災民為原住民，在資源分配不公平上，突顯出當今社

會文化上不對等的暴力結構。這次風災幾乎所有的災民都來自海邊與山上，雖然

濫抽地下水和山地濫墾，造成大地反撲，但是政府環保與治水政策失當難逃其

咎，資本主義與自由經濟擴大城鄉差距更是禍源，這讓災民在受災之餘，更身處

於社會、經濟和文化邊緣的窘境。 
 

 災難與文化敏感度  
 

    災難衝擊著原有的社會結構與秩序，擁有較少社會資源的族群，往往在救

災、安置與重建歷程中被忽略、被邊緣，甚至被視而不見，人為的處理失當將會

擴大災民受災的衝擊，造成生命財產的威脅。而社會資源分配的不公不義，更會

形成結構暴力(Violence Structure)，擴大社會資源不均的族群與社會階級的差異。

莫拉克颱風挾著豪雨沖刷山林，帶來土石流，造成山間偏遠的原住民以及海濱漁

民的家園殘破，生命與生存受到威脅，如若參與救災的政府機關與民間單位無視

其環境與需求的特異性，以主流社會的觀點自以為是的投入救災，不但不能符合

災民需求，更會造成資源分配不公的結構暴力，以及主流價值之下的慈善暴力。 
 

    釋見曄(2009, P.929)指出，台灣是個殖民與被殖民的社會，歷史上經由不同

族群與政權的治理，而將台灣型造出多樣複雜而豐碩的內涵。因此，在震災與重

建中必須知悉其文化、族群、階級、性別與年齡等因素的異同，具有多元文化的

思維，始能在震災與重建歷程中，本著公平公義的社會價值，協助災民克服恐懼

困境，使救災體系能充分發揮功能，日後生活與社區重建達成既定的目標。有鑒

於此，Barnett (2001)以大洋洲島嶼天災為例，列舉大洋洲島民多元文化的背景，

並且強調多元文化觀點在防災與救災的重要性。 
 

    Bankoff (2001)則針對西方社會對災難與易受傷害性(Vulnerability)提出不同詮

釋，認為不同文化背景的族群、階級與性別有著不同的體會與認知，單一文化價

值的詮釋，不符合多元背景族群的想像與期待。在這次莫拉克颱風中，原民鄉民

與政府單位對於山林利用與整治，災情嚴重程度與危險性，有著相當大的歧見，

造成資源整合的不易，救災進度遲緩。謝依娜(2009, P.119)在她所寫的文章中指

出，家園是人民心之所在，災後遷村有著專業考量，我們應本著文化敏感 (Cultural 

Sensitivity)，重視不同族群的災民社會感受與文化想像，在漫漫復健之途，始得

克盡其功。Ellemor (2005)也在其著作中提出，災難危機處理(ERM)歷程中，必須

謹慎考量不同背景的個體與族群對於災難的感受與體驗；Ellemor 更以澳洲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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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社區災後重建經驗，建議重建災後安全與永續經營的社區，需借重於在地危機

與災難的認知，以及在地災難與危機處理的經驗與策略，如此才能在視野共融的

情境之下整合資源，共同努力面對災難，進行重建。 
 

本研究則以焦點團體(Focus Group)與個別訪談的方式，訪談參與第一線救

災、安置與重建政府機關與民間社服團體的實務工作者，以及受災災民，除了瞭

解救災與求助的困境之外，也探討救災、安置與重建的過程中，文化與敏感度之

重要性。本研究訪談對象涵括 88 水災受災南台灣與東台灣災區，幅員遼闊，交

通不易，加上災後相關工作千頭萬緒，在不干擾其工作之餘，始得以排定訪談時

段。本研究小組長期投入部落健康營造，並在 88 水災災後第一時間加入救災相

關工作，與災民和第一線實務工作者有著伙伴關係，不但較容易安排訪談，也不

至於如在災區常見，挾帶行政與研究資源縱橫於災區的研究者，造成災民與第一

線實務工作相當困擾的「研究暴力」。 
 

    災難的救助與災後的重建，不只是資源募集、整合與運用，社會文化複雜的

因素以及政治考量，常會左右其運作方式，因此如何顧及整體人文規畫與社會關

懷，時有其必要和迫切性。然而綜觀造成南台灣慘重損傷的莫拉克颱風，在救災、

安置與重建歷程，再再呈現文化敏感度的貧瘠，諸如：本著熱誠第一時間駐進布

農族部落的醫療團，不知布農族有著相當高比率的痛風史，災後身心交瘁而痛風

發作來求診的布農災民，始知醫療團大多無攜帶痛風藥，那瑪夏鄉多位長者，無

奈地表達空投入災區的醫療團根本不知他們的醫療需求，「…每一個醫療團來的

時候我都來找他們，但他們都沒有帶痛風藥，直到你們來，因為你們在那瑪夏醫

療工作很多年的時間，你們才知道我們山上的需要… 其他的來來去去，都不知

道啊… 」。對於原住民受災者的需求的不瞭解，在相對的文化認知上沒有共識之

時無法提供適切的協助，這讓原民埋怨不已；某村長在接受訪談時以原民特有的

幽默說著：「我們有時候只是無奈的接受一些不是我們需要的物資……就像是 N95

口罩或是紙內褲…沒穿過紙內褲的我們，穿著紙內褲下河去搶修便橋，上來的時

候全身光溜溜的，只剩下鬆緊帶，…那 N95 口罩跟水災又有什麼關聯呢？」 
 

   祖靈在原民社會文化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多位安置營區的長者，在逃離家

園飽受驚嚇之餘，夜夜夢見祖靈要她／她返鄉安頓家園，懷著不安心情向駐營醫

師求助，換得是一副百思不解的漠然與一包安眠藥。安置於營區的長者說到「夢

中的祖靈要我回家，我告訴醫生，他說我有什麼心裡創傷，吃吃安眠藥就不會再

夢見祖靈了…」；另一位耆老無奈地說著，他向醫生提及祖靈之事，醫生輕描淡

寫的說「祖靈啊！！只是你現在焦慮之下的心理現象而已，沒有什麼的啦…。」

Bankoff(2001)認為，如若不重視族群特有的文化意義與族群情感，災難常會擴大

危及人類社會秩序結構，以及瓦解其固有的文化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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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災難造成社會的變遷，秩序遭受破壞與與斷裂；因此丁仁傑與詹素娟(2004)

指出，必須以深遠與寬廣的角度，在社會網路，文化認知以及社會組織等面向瞭

解之下，進行防災與救災；如此一來，資源的分配與運用始不至於形成不合理分

配的現象。缺乏文化敏感度常會忽略與否定原住民與山林共存的經驗和智慧，這

也是造成莫拉克風災的救災、安置與重建中，紛爭不斷的主因。 
 

畢恆達(2002)指出，災難是在特定體制與社會結構之下所發生的社會事件，

因此分析在既定的社經結構的災變影響，可略窺災變對不同族群、性別、社經地

位、年齡有著極為顯著差異的影響，社會資源越缺乏的人，遭受災變衝擊就越大。

莫拉克風災造成南台灣自 50 年前八七水災之後的重大傷害，平埔族聚落的小林

慘遭滅村，山巔原住民流離失所，海邊養殖為生的村民家園殘破，人文關懷的文

化敏感度是未來災後重建中相當重要的考量因素，除了讓我們看見莫拉克風災災

民因族群與社經地位不同之下，所造成需求上、文化認同上以及資源分配上極大

的差異性， 重要的是協助我們在災後重建藍圖上注入人文規劃與社會關懷。自

九二一集集大地震之後，開啟了我國本土防災救災實務工作，以及災難學的研

究，在經驗與知識傳承中，累積著實務與學理的智慧。然而人文關懷的文化敏感

度之外，性別敏感(Gender Sensitivity)也應涵括在多天然災害的台灣的防災與救災

體系中(Shieh, 2010)，將性別放置在文化與社會脈絡中，理解女性的經驗，知悉

女性的需求，重視女性所扮演的角色。 
 

 災難與性別敏感度  
 

    2005 年第二屆世界減災會議(World Conference on Disaster Reduction, WCDR)

在日本兵庫縣舉行，會中建立性別平等與減災平台，並提出「性別觀點必須納入

所有災難風險管理、決策、危險評估、預警制度、資訊管理、教育與培訓相關政

策與制度」(Pearl & Dankelman, 2010)。聯合國國際減災策略組織(International 

Strategy for Disaster Reduction, UNISDR, 2008 & 2009)亦相繼針對全球環境變遷之

下，日趨嚴重的災難議題提出減災策略，其中令人相當矚目的是性別敏感度的呼

籲，其目的不只是凸顯天然災害對不同文化、經濟、社會、政治背景的男/女性

有著複雜的社會後果與影響之外，也提出重視長期被疏視的女性在災變下的處

境，並強調應將占人口多數的女性列為全球減災策略平等夥伴，以及在地社區基

礎的規劃。 
 

    聯合國第 49 屆婦女地位委員會(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 CSW)呼

應 2005 年世界減災會議的決議，強調性別主流化思量之下，性別敏感對減災策

略的重大影響，並且需將性別敏感涵括於所有防災計畫、災難評估、災變管哩，

以及災後重建之中。本人參與第 54 屆 UN-CSW 會議，並在「亞太地區環境變遷

與性別回應」的論壇中，以台灣莫拉克風災經驗，提及當前我國災後重建決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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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男性思維為決策方針，中央重建委員會只有一名女性代表，女性的需求與經

驗完全被疏略。因此，如何讓女性的觀點注入救災與重建機制，落實性別主流化

的救災政策，增加災後重建災民與女性代表的比率，實為第一步的考量(Shieh, 

2010)。 
 

    當我們在此文討論災難中性別的敏感度之時，將會比較偏重於女性，此乃因

為男／女在性別權力關係中，男性所擁有的優勢，擠壓著女性的資源，而讓女性

承擔著比較重的負擔，這是此文聚焦於災難中女性的原因。Pincha (2008)特別強

調著男／女權力關係中，男性擁有比較自由的移動空間，而女性的可動性(mobility)

受到相當多的侷限；女性比男性缺乏決策的資源與權力；而男性在父權社會中，

理所當然地被鼓勵與支持參與決策。男性參與公共政策的機會明顯高於女性，女

性常被排除於公共事務的決策機制；在公共空間的擁有方面，男性擁有較多的公

共空間使用權，因為女性可動性以及公共空間使用的機會受到隔離與限制；至於

擁有權的部分，男性擁有大部份的社會資源，不均等的社會資源是造成不對等性

別權力關係的重要因素；一般社會文化認為男性與實質價值(Intrinsic Value)畫等

號，而女性則是工具性的價值。例如當學校的老師對成績好的男同學，會以先天

上的資質優秀為由去讚賞他的學業成就，而女性則是後天努力的成果。男／女性

權力結構嚴重的失衡，造成性別權力關係的不對等，這也是本文在談性別敏感度

時會焦對女性而談的主因。 
 

災難後女性的處境與地位  
 

災難貧窮化的女性 
 

Enarson(2000) 撰文討論天然災變中的性別議題時，指出全球化與社會急遽

變遷，讓社會資源比較少的女性遭受相當大的影響，因此 Enarson 特別指出性別

不平等是造成女性災變脆弱性(vulnerability)的主因。父權文化中女性從屬的角

色，造成經濟不安全的處境，全世界貧困人口中女性占約七成(UNISDR, 2008)，

其貧窮的環境讓女性在社會文化與政治經濟的面向處於不利的處境，當災變來臨

之時，貧窮的女性在資源與資訊不均、不足的情況下，面臨了嚴苛的挑戰。而災

難中貧窮化的女性，以及女性貧窮化的情況，可由女性高貧窮率，低就學率，缺

乏儲蓄，信貸無門的社會處境可略知；而男性優勢的災後經濟援助，不但侷限經

濟劣勢女性災後重建角色功能，更讓弱勢與少數的女性(單親母親、女同志、單

身婦女)陷入男性為主的家庭扶助方案，讓生活與重建更加困苦。 
 

    貧窮化是當今普世女性相同的困境，由男／女的收入、財產擁有、職場位階、

人際網路、資源分配以及家庭羈絆，可知這都是讓女性貧窮化的重要因素。然而

全球氣候與環境變化，造成災難不斷，我們應考量女性在災難中雪上加霜的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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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窘境，協助女性面對沉重的照顧工作，以及生產與再生產勞動力雙重負擔，建

立家庭、社會、經濟與文化的支持網絡。Pearl & Damkelman(2010)認為政府應增

加經援融資機制，並將婦女的需求納入考量，協助女性獲得公平配額的資金，以

為生活重建與生技產業發展之用。走訪茂林婦女發展協會，其參與訪談的婦女相

當憂慮未來的生計產業的發展，尤其是大多數男人在災後失業的情況之下，「茂

林只有一條路貫穿著三個村，溫泉曾是我們賴以維生的觀光產業，八八水災夷為

平地，那未來的生活要怎麼辦呢？」；一位協會的會員表情嚴肅地敘說著：「茂林

是個峽谷地形，比較沒有耕作腹地，沒有農產品，溫泉頭又不見了…生活不易的

情況下，年輕人一定要出外找工作，人口一定外移流失，部落社會結構一定會瓦

解，文化傳承也會中斷，真是令人憂心…。希望快點找到溫泉頭。但看那慘況真

是難喔…。」 
 

多次走訪台東與南台灣災區的婦女，常常聽見他們對於未來重建的生計憂心

重重，沒有生計產業就沒有未來，「我們需要重建與創業的資金，我們需要產業

技術，我們需要就業訓練…。」生計產業相當重要，不但可帶動地方繁榮，更重

要的是原鄉災民可因此維繫傳統文化，生計產業如何與在地文化結合，形成特

色。而這文化特色如何具有創意也是另一關注的焦點。因此，政府與民間團體應

設立災後重建基金，以民主自主管理和民間社會參與的方式，提供在地婦女「創

意文化產業」的培訓，提升文化認同，提供創意文化產業技術，實施培訓課程，

建立資源整合平台，以微型創業制度，協助災後弱勢女性藉由微額貸款的方式創

業，在生活與社區重建之餘，也可發展自力更生的機能，達到脫貧的目的。 
 

男性為中心的社福扶助 
 

災難中 需要社會福利扶助的對象是兒童與婦女(Pincha, 2008)，然而當今父

權社會文化中，以男性為中心的社福扶助制度，讓 需要社福扶助的婦女與兒童

受到疏略排擠。災難緊急救援的階段，社會工作與社會福利應反映災後災民的需

求，提供 迫切的協助工作(周月清、王增勇、謝東儒、陶瀛，2004)。然而在缺

乏文化敏感度以及性別敏感度之下，在災變中導致失依的老人、身心障礙者、低

社經地位與低收入者，甚至是兒童、婦女，在以男性為中心的社福制度中比較困

難獲取扶助支援，再加上社會隔離，資訊不足，婦女多重角色的超載負擔，社會

人際網絡的缺乏，讓女性的需求聲音與經驗埋沒於男性中心的救災與重建聲浪之

中。(Shieh, 2010) 
 

    父權文化思維下的社福補助，以男性或夫家為主要考量，已婚的女兒無權過

問失親與災變的社福補助，這種男性為中心的思維的社福助度，絕對違反「消除

一切加諸在女性身上的歧視」(CEDAW)的基本精神，也不符合「性別主流化」的

施政原則。以男性優勢的社福扶助，不但女性未蒙其利，家庭中男性家長拿到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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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金也不一定用在家裡。多位安置於營區的媽媽抱怨：「…當發放了補助金那天

晚上，安置營區外面商店的酒都被購買一空，男人喝醉、錢花完了，還不是女人

來善後…。」家住重災區的女性友人，即以挖苦的口氣說道：「失去一個阿嬤，

撫恤金是一百三十萬元，災後有人以心情不好去賭博，一個晚上可以賭掉一個阿

嬤啊，男人心情不好，可以輸了一個阿嬤，那女人就不會心情不好嗎？難道我也

應該去把阿公輸掉嗎？…。」聽聞如此，令人多傷心。以男性為中心思維的家庭

扶助社福制度，讓女性成為社福援助的局外人，更在災變中承受這個制度下人為

的災痛，而孤立於災後重建社會。 
 

照顧工作女性化與女性的照顧工作 
     

    氣候變化與社會變遷深深影響到每一個人，而在同一場的災變中，男/女性

會因不同的家庭、社會與政治層面的地位與角色，承受相當差異程度的影響，尤

其是資源與資訊匱乏，社會互動與人際網路侷限，以及就業與低收入的社會處境

的女人所受的災變衝擊遠超過男性。 
 

    許多國內外文獻(畢恆達, 2002；Bankoff, Frerks & Hihorst, 2004；UNSIDR, 2009)

指出，女性多重的照顧角色，例如照顧提供者、安全維護者、心靈慰藉者、生活

協調者都是私領域無薪的工作，長期來女性扮演被視為理所當然的角色；因此女

性在災變資訊，防災與減災計畫，重建方案，常被視而不見，並在社會隔離之下，

阻絕於主流價值之外。在災難中女性承載著沉重的家庭照顧工作，加上如陳子穎

(2009)所言，災後相當高比例的男性拋家棄子，遠離家鄉，讓女性獨立承擔重整

家園的重責，也讓家庭失去主要經濟來源而陷入貧困情況；在台東某部落的訪

談，滿面愁容的媽媽，手擁著稚齡子女，深深地道出困苦的心情，「災後我老公

失業，欠了一堆卡債，然後人跑掉了…我要照顧公公婆婆，還有三個小孩，我沒

有積蓄，也沒有工作…照顧家人相當沉重，但卻是無以避免的工作…。」在安置

災民的榮民家，一位相當年輕的媽媽擁抱著八八水災期間出生的嬰兒，敘說她對

稚子與老母照顧的焦慮，「當了媽媽還不曉得怎麼照顧小孩，土石流就沖毀房子

與果園，我先生出去找工作，不知找得怎樣？剛出生的孩子，身體不好的婆婆，

我真的不知道該要怎麼辦？」 
 

  住甲仙的友人接受訪談時，說出災後多位家人往生之後，丈夫失業，天天酗

酒，她只能以美髮手藝維生，「…最沉重的工作是必須面對丈夫的失業、照顧子

女生活、安撫返鄉親人的哀痛，這全靠我一個人，我必須勇敢，我都不敢在親友

面前流淚…但是我常在半夜躲在棉被裡哭，偷偷的哭…。」說著說著，這位堅忍

的母親滿眼婆娑，道盡了照顧工作女性化的沉重與無力。躲在被窩中飲啜的女

性，面對漫漫長夜的煎熬，而朝日上升，她又必須堅強地昂首重整家園，照顧家

人，如若社會機制能在災後提供托嬰與托育的服務，可讓媽媽修身養息，重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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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我的學生負責營區安置工作，他本著讓女性休息，以及兒童保護的考量。在

第一時間設置托兒所，而遭人質疑這不是當時必需的工作，但是他本著初衷，提

供托嬰與托育的服務，頗受好評，進而其他營區也相繼實行。由此可知，災後重

建中，社會機制提供托嬰與托育服務，並且規畫讓老人安養工作社區化，將可減

低女性照顧負擔，而能有喘息的機會，進而才有精力經營生計產業，重整家園。 
 

性別與心理健康 
 

    災難對個人而言，是種巨大與難以抗拒的事件。災變有時為時短暫，但卻深

切地衝擊生活環境，影響個人的心理狀況(Wisner, 2004)。災變對人身心理衝擊，

對個人的生計生活產生重大影響，也對個人的物理生活、社會生活，以及心靈生

活帶來不可知的變動；任何一個層面的衝擊，會連帶地引起社會結構與個人生活

的變動。因此，災變對人數所造成的影響，不只是對生理機能，對於心理方面的

衝擊更是不容忽視的。 
 

    災後心理復健之路相當漫長，缺乏社會資源與資訊，承載著沉重照顧工作，

經濟貧窮化與社會邊緣化的大多數女性都面臨災後創傷與較高的脆弱性。

(Shrader & Delaney, 2000)除了上述原因之外，Enarson(2000)特別指出：父權社會

隔絕了女性的社會接觸而讓女孩與婦女缺乏災後應變能力，移動性以及社會支持

系統，因此，災變之中死亡、受傷與患病率，往往是女孩與婦女比較高，而災後

壓力症候群也經常是女性較高。因此，如何把性別敏感度注入災後公共健康措

施，擴大符合女性心理需求的心理重建機制，減低女性的災後創傷與脆弱性，乃

是當務之急。災區中屢見手拿問卷進行心理測驗，找尋著災後心裡創傷病人的施

測人員，原鄉災民對此相當反感，「我們受災，不表示我們就是災民，心理有創

傷的難民…本來沒有問題，被那些無聊的問卷問了幾次之後，我們都有問題…。」，

原住民對災難與心理創傷的認知，與漢人有著迥異的觀點。Bankoff(2001) & 

Ellemor(2005) 也認為不同族群、性別與年齡的人對災難與心理創傷有著不同的

觀點，因此，文化與性別敏感度必須融入災後心理復健的措施，始能讓災後心理

重建工作落實。 
 

    世界衛生組織(WHO)於 2002 年指出，災後受災者常會有緊張、睡眠失調、

不安、焦慮、失落、憂鬱，甚至罪惡感出現，而女性沉重的照顧工作，常讓自己

忽略自己的需求，而以家人的需要為較優先的考量(引自陳子穎，2009)。女性在

災變中易受傷害性明顯高於男性，這不是女性天生本質比較脆弱，而容易受傷

害；畢恆達(2002)認為，經濟、文化與社會邊緣情況之下，造成女性不利的處境，

諸如：安置營區不友善的空間，造成女性身心的煎熬，「營區的隔間相當不理想，

完全沒有隱私，隔音又差，孩子常被驚醒，我們都不能好好休息…」，「雖然都是

同一族的族人住在一起，但營區的隱密性與安全性還是令人擔憂，我常提心吊



 

 10

膽…」以男性思維之下的空間與生活設計，讓安置營區安全與友善的安置空間建

置不易；不能符合女性的需求，而讓逃離家園、困身安置營區的女性戰戰兢兢，

加劇身心的創傷，也加重對男人依賴的處境。「我常常帶著孩子躲在房間，總覺

得外頭是不安全的，加上沒有交通工具，要買孩子的用品，都要先生去，或是陪

著我出去買…我不能像以前在部落的時候，可以到處跑來跑去…。」 
 

    Briceno(2002)強調：災變中女性罹患壓力與情緒相關的疾病，明顯高於男

性，災後心理復健中女性的角色、需求、社會資源相異於男性；因此，聯合國婦

女發展基金會(UNIFEM,2008)呼籲，重視性別敏感度對災後心理復健的重要性。

災後心理重建計畫應本著性別敏感度，明瞭女性的特有需求，重視女性的感受與

經驗，提供適切的婦女心理衛生課程，協助女性減壓，並預防災後因災變衝擊所

帶來的心理創傷。今年初春參加聯合國第 54 屆婦女處境委員會(CSW)之便，參

訪曾經參與 911 攻擊的紐約紅十字會，他們特別提到就災中有許多「英雄」接受

表揚。而這強調剛陽氣質的救災有功人員，因此受困於英雄表徵而成為替代性創

傷的高危險群，陷入藥物濫用、人際關係不佳、自我否定、飲食失調、睡眠障礙

的窘境。因此謝臥龍(2009a)認為我們應建構以災民為本的心理復健思維，重視不

同族群與性別多元意涵、社會結構，以及其需求的殊異性，發揮社區相互支持的

系統，落實社區心理衛生的目標 
 

 災難中遽增的家暴、兒虐與性侵  
 

    台灣是亞洲第一個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的國家，許多家暴案例隨著家暴法的實

施，以驚人的速度浮現出來；根據內政部統計資料顯示，高達 80%的家暴受害者

多為女性，而施暴者八成為男性，家暴形成的原因，除了涉及雙方的原生家庭，

個人人格特質之外，近年來對家暴議題的探討，不再只是認為單純的家庭糾紛事

件，而視為父權社會結構下的產物。謝臥龍，洪秀珍，劉惠嬰與黃志中(2003)認

為，性別權力不對等的關係讓受暴者在缺乏社會資源與支持系統之下，處於受暴

的不利情境；而當握有優勢社會資源的男性受暴者，遭受災變，失業或者是生活

不順利之時，家中若是成員常淪為出氣筒，或為毆打施暴的對象。 
 

    在「任重而道遠的心理復健之路」一文中，謝臥龍(2009a)特別提醒「關注災

後伴隨而來的家暴，兒童與性侵、並提出防治處遇之道」，在災後安置與重建工

作 中 ， 維 護 婦 女 與 兒 童 人 身 安 全 ， 將 是 相 當 重 要 的 議 題 。 Fleury(2000), 

Brinceno(2002)指出，父權社會文化中，性別權力關係不對等的情況之下，災後

失親，失業，生活不如意的男人，常藉由酒精與藥物來麻醉失意的情緒，女人則

挑起生活與家庭重建，還要接受家暴性侵的對待。服務於安置營區的社工，談及

家暴的問題，深深地表達她的憂心，「歷經逃難與安置的可怕過程，加上對未來

的不確定性，酒一喝，孩子啦，女人啊！！就倒楣了，這在營區蠻常見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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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受訪的媽媽不太願意討論她受暴的經驗，她一直認為是災難造就她受暴的處

境，當然她也體諒失業男人心裡的苦悶，「都是莫拉克颱風啦，其實他一直都對

我很好，心情不好嘛，喝了酒…。」王增勇(2001)指出部落階級制度形構性別不

平等的關係，縱容並助長原民暴力行為的發生。身處經濟、社會與文化弱勢邊緣

的原住民，對結構體制感到無力，內化了壓迫者的特質，背負著性別與階級的自

我期待，將憤怒的情緒已虐待的方式抒發，成為家暴或性侵的加害人，以酒精與

暴力麻醉傷害自己與家人(謝臥龍，張乃千，黃志中，阿部娪，2006)，這些暴力

與騷擾的行為有時也發生在安置營區的社工身上，「也許原住民對性騷擾的認知

與我們大不相同，我與同事常多次被言語和肢體上的騷擾…」，原住民有其文化

和歷史的特殊性，討論原住民災後家暴、兒童與性侵問題，不能只以個人化歸因

的模式來理解這些問題，應從原住民殖民歷史脈絡知識主體以及受災經驗中去研

議性騷擾，性侵與兒童防治系統與防治教育，提昇社會公共監護系統，確保婦女

兒童的人身安全，應是我們未來努力的重要方向。 
 

性別敏感視野之下的災後重建  
 

1. 性別敏感的災難研究 

    災難研究中，性別常為研究的變項，但對女性的經驗，感受與認知卻沒有深

入的分析與詮釋(Pearl & Dankelman, 2010)。畢恆達(2002)指出，性別成為研究變

項，只提供性別差異的計量分析，將會隱藏著性別作為社會不平均的一種形式。

UNISDR(2009)強力地主張，災難相關的研究必須將女性的認知，貢獻，經驗與感

受放在社會、文化與歷史脈絡，進行性別分析，才能消弭男流知識建構的盲點，

讓災難中女性隱藏的角色被看見，女性低微的聲音被聽到。 
 

2. 性別敏感的風險與需求評估 

    UNISDR(2008)強調風險與需求評估如由單一的角度來進行，將會遺漏許多隱

性而潛在的因素，因而必須在多元文化視野與性別敏感的考量之下進行。

Enarson(2001)認為災難中女性比男性更容易面臨災難易受傷性，因此建議必須由

四個因素進行風險評估：物質層面，社會文化層面、經濟層面、環境層面，除此

之外，在進行風險與需求評估之時，也須重視女性扮演社會角色所造成的限制

性，女性比較低教育程度的事實，女性缺乏資訊的危機，女性面臨營養不足與健

康較差的困境；如此一來，才能適切的建構風險評估層級，預估風險，風險管理

社會經濟的成本分析，建立風險管理優先次序。 
 

3. 性別敏感的資訊提供與管理 

災難中女性普遍處於不利的情境與環境，其中一項主要的因素是資訊的不均

與不足。UNISDR(2009)指出，許多案例顯示災難預警的訊息，大多只有男人接受

的到，缺乏災難、逃生、資源、甚至重建相關資訊的女性常因此而不知所措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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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災難，延誤逃難機會。不知何處可獲取生活與重建的資源。當然教育程度與社

經地位較低的女性，在資訊取得上更為困難，其中包括災難資訊，預警消息以及

資源共享。因此在資訊提供與管理上，一定要具有性別敏感，了解女性社會隔離

的處境，以更多元的管道來提供資訊，確保女性能充分的掌握與運用資訊。 
 

4. 性別敏感的政策制定與實施 

從九二一集集大地震到八八水災，中央政府重建推動委員會都是男性，標榜

著男性專業與權威，否定了女性的智慧和經驗，因此在婦女團體力爭之下，八八

水災重建委員會才擠入一位女性委員聊表一格。第二屆世界減災會議(WCDR)特

別聲明，所有救災與重建的政策制定與實施必須融入性別視野，讓女孩與婦女的

需求與期待被聽見，讓女孩與婦女的角色與貢獻被看見，讓所有全國性、地方性

與社區性的防災、救災和重建政策具有性別主流化的性別敏感度，並在實施落實

的階段能兼顧男／女以及少數與弱勢族群的福祉。 
 

5. 性別敏感的社區營造與女性培力計畫 

    女性常為氣候變遷之下災難的受害者，如何透過社區共學與增能培力的教育

課程，讓女性能自給自足而有效地社會動員，以應對災害，並加入備災與減災行

列，發揮女性的角色，提升女性的社會參與和貢獻，成為值得深思的議題。聯合

國第五十四屆婦女處境委員會(CSW)年會現場有大幅海報，除了呼籲重視災後少

女受教權常被忽略之外，還特別提醒教育下一代是解決環境變遷之下日趨嚴重災

難全球化的根本方法。 
 

八八水災之後，南台灣滿目瘡痍，經由以社區為基礎的社區營造與社區共

學，凝聚社區資源，整合社區資源，建立社區網路，進而協助婦女成立社區組織

聯盟以及支持團體，茲以經驗交流，相互成長，培力增能，養成女性風險管理，

社區共學，社區營造的知能，並在行動方案執行中，提升女性社會角色地位，掌

握社會資源，消彌形成對女性不力與不公的社會文化阻力。 
 

性別敏感的災後重建行動計畫 
 

    聯合國婦女發展基金會(UNIFEM, 2008)對於氣候變遷與日益增加的災變，提

出增加性別敏感的行動計畫，茲以落實災後個人心理重建、生活重建以及社區復

原之預期目標： 

1. 重視女性的需求與權益； 

2. 分享女性災變的知識、經驗，以及貢獻； 

3. 增加女性的聲音； 

4. 提升女性的角色地位； 

5. 檢視政府救災、防災與重建相關政策的性別敏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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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構性別平等的需求評估； 

7. 規劃性別平等的支援系統與社會福利制度。 
 

    地震與颱風是台灣天然災害不斷的主因，如何與天災共存，如何在災變中累

積知識與經驗，如何將文化與性別敏感度融入備災、救災與重建相關工作，再再

考驗著我們的智慧。以性別平等的觀點，傾聽女性的聲音，了解女性的需求，整

合社會支援，協助女性建構在地社會社區經營平台，在培力增能之下，面對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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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文初稿曾在聯合國第 54 屆婦女地位委員會(CSW)的「Climate Chang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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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本文初稿也發表於 2010 年 7 月 12~17 日，在匈牙利 Pecs 大學所舉辦世界

課程與學(WCCI)世界大會的「The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Disaster Education」Panel Presentations 中，並以「From Gender and Culture 
Sensitivity to Develop and Implement the Disaster Curriculum on the Social 

Workers」為題發表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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