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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伯特颱風農業戶損失調查 

 

摘要 

2016 年尼伯特颱風對臺灣南部造成嚴重的災害衝擊，造成 3 人

死亡、311人受傷、54.6萬戶停電，以及 2.5萬戶停水等災情。此外，

尼伯特颱風亦對農業造成重大損失，其農作物損失達到 9億 6,380萬

元。為瞭解尼伯特颱風對農業損失造成的災害衝擊，國家災害防救科

技中心於 2016年底，針對尼伯特颱風的主要受災範圍進行災後調查，

討論農作物損失與農業備災行為。 

一、前言 

為建立臺灣災害損失的基礎資料，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以下

簡稱災防科技中心）自臺灣 2005 年後歷次重大天然災害事件，已進

行多次問卷調查。至 2016 年為止，災防科技中心根據歷年災後調查

資料，研發災害損失評估模型，建置臺灣颱洪災損評估系統（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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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hoon Loss Assessment System，TLAS），輔以視覺化的水災與坡地

災害損失評估展示模組，快速估計颱洪災害的受影響戶數、土地流失，

以及多種地上物之損失，量化災害衝擊（李欣輯、陳怡臻、郭玫君，

2013，2014；李欣輯、楊惠萱，2011）。 

2016 年 7 月 8 日，強烈颱風尼伯特於臺東縣太麻里鄉登陸，使

臺灣南部發生多處災情，造成 3人死亡、311人受傷、54.6萬戶停電，

以及 2.5萬戶停水等（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2016）。與其他相似強度

或路徑的颱風相比，尼伯特颱風的降雨並非特別突出，但颱風近中心

附近的強風，是致災的主因之一，強風造成的災情有路樹倒塌、農作

物損毀、建物毀損、維生管線損壞，以及人員傷亡等（國家災害防救

科技中心，2016）。 

尼伯特颱風之後的莫蘭蒂颱風與梅姬颱風，亦是我國 2016 年農

業的重大天然災害，根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的估計，7月 8日登陸之

尼伯特颱風造成的農林漁牧業產物及民間設施損失為 11 億 4,976 萬

元，其中，農產損失達到 9 億 6,380 萬元；其後於 9 月 13 日與 9 月

27日登陸臺灣的莫蘭蒂颱風與梅姬颱風，亦分別造成 7億 1,253萬元

與 9 億 6,475 萬元的農產損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16a，2016b，

2016c）。有兩種方式可以取得農業損失的資料，第一種為農委會在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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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災害事件後，公布的農業損失統計，此方法也是目前最主要取得農

業損失資料的管道。另一種方式是災後問卷調查，透過問卷設計，研

究者可以較深入探討家戶的農業損失，並找出與農業損失有關的重要

因素。然而，國內過去對於農業損失研究並不多，災後調查的農業損

失資料也較少。有鑒於此，災防科技中心於 2016 年底，調查因尼伯

特颱風而農業損失較嚴重的臺灣南部，瞭解農業戶於尼伯特颱風的農

作物損失與農業備災行為。 

 

圖 1 颱風路徑圖（資料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二、調查設計 

（一）調查範圍 

尼伯特颱風事件中，前三大受損農作物分別是釋迦（番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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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香蕉，以及木瓜，農業主要受災縣市為高雄市、屏東縣，以

及臺東縣，故本次調查範圍限定於高雄市、屏東縣，以及臺東縣，

且生產釋迦、香蕉，以及木瓜的 30個鄉鎮市區，如表 1所示。 

表 1 調查範圍 

縣市 鄉鎮市區 

高雄市 
大社區 六龜區 田寮區 杉林區 

美濃區 旗山區 阿蓮區 燕巢區 

屏東縣 
內埔鄉 南州鄉 枋寮鄉 長治鄉 

佳冬鄉 高樹鄉 林邊鄉 鹽埔鄉 

臺東縣 

臺東市 關山鎮 大武鄉 太麻里鄉 

成功鎮 池上鄉 卑南鄉 延平鄉 

東河鄉 金峰鄉 長濱鄉 海端鄉 

鹿野鄉 達仁鄉   
 

 

（二）調查時間與對象 

本調查於 2016年 11月 1日~2016年 11月 30日委託民間公司採

用電話問卷調查，受訪對象為家中 20 歲以上的戶長、家中經濟主要

來源，或瞭解颱風受損與補助情況者。 

為瞭解農業損失的情況，受訪對象再分為一般家戶與有農業損失

的農業戶（以下簡稱農業戶），預計各調查 1,500份，最終一般家戶與

農業戶各調查完成 1,508 與 1,502 份。本調查參考行政院主計總處，

將農業戶的定義修改為家中本業務農、家中有農地、或家中有人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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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休閒農業之家戶1。 

（三）抽樣方法 

由於執行電話訪問其間，尚無法得知尼伯特颱風農業戶於各鄉鎮

市區的人數，所以無法事先預估各縣市的樣本比率，進行分層隨機抽

樣。有鑑於此，本調查將受訪區域 30 個鄉鎮市區的住宅電話號碼進

行隨機抽樣，用以瞭解調查範圍內，一般家戶與農業戶的颱風損失。 

（四）調查項目 

本調查主要在於瞭解尼伯特颱風的家戶受災經驗、備災行為，以

及經濟損失等，但因為尼伯特颱風、莫蘭蒂颱風，以及梅姬颱風的登

陸時間相近（分別為 2016 年的 7 月 6 日、9 月 14 日，以及 9 月 27

日），受訪戶容易混淆三場颱風事件的受災經驗（例如，將莫蘭蒂颱

風的災害損失，回答成尼伯特颱風的災害損失）。所以本調查將受訪

對象調整為 2016 年曾遭受尼伯特颱風、莫蘭蒂颱風，以及梅姬颱風

的家戶，並增加題目：「請問 106 年下半年那個颱風對讓您家造成的

損失最大／印象最深刻？」，除了可釐清受訪戶的受災經驗外，也有

利於後續的資料分析。 

                                           
1 行政院主計總處對農業戶之定義：「指共同生活戶內，有 1 人以上從事農耕或飼養禽畜，

而達到下列標準之一者：（1）經營之耕地面積達 0.05 公頃以上。（2）年底飼養大型動物（牛、

鹿）1頭以上。（3）年底飼養中型動物（豬、羊）3頭以上。（4）年底飼養小型動物（鴿、鵪鶉）

100隻以上。（5）農畜產品當年產值達新台幣 2萬元以上。」本調查將農業戶限定於從事農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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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調查結果 

（一）完訪統計 

本調查一般家戶訪問完成 1,508 戶、農業戶 1,502 戶，如表 2 所

示。臺東縣受訪戶對尼伯特颱風印象較深，屏東縣與高雄市的受訪戶，

分別認為莫蘭蒂颱風與梅姬颱風的影響較大（圖 2）。 

表 2 受訪戶數 

 一般家戶 農業戶 

高雄市 393 342 

屏東縣 320 582 

臺東縣 795 596 

總計 1,508 1,502 

 

 

 

圖 2 於 2016年印象最深刻的颱風2 

                                           
2 有效樣本：扣除「不知道／忘記了」的次數，有可能小於或等於總樣本數。 

8.5%

21.3%

86.9%

27.8%

43.2%

8.1%

63.7%

35.5%

5.0%

0% 50% 100%

高雄市

屏東縣

臺東縣

尼伯特颱風 莫蘭蒂颱風 梅姬颱風

（有效樣本：1,370）

（有效樣本：814）

（有效樣本：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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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災經驗與備災行為 

本次調查的受訪戶大多數（1,420/2,842，佔有效樣本的 50%）認

為尼伯特颱風對家中造成的損失最大，故本節選擇尼伯特颱風為分析

事件。考慮到不同縣市的受災經驗，所以分析對象再限定為受尼伯特

颱風影響最大的臺東縣，共 1,191戶。 

結果顯示，農業戶受災經驗較一般家戶多，農業戶過去至少都有

1次的受災經驗，平均受災經驗為 5.2次（圖 3）。 

 

 

一般家戶 

 

農業戶 

圖 3 受災經驗 

 

農業戶與一般家戶的災前備災行為差異不大，農業戶災前備災行

為平均有 3.6 種，一般家戶平均為 3.4 種。透過媒體關心颱風動態、

加強窗戶的防風及防水，以及準備停電時的照明設備是農業戶與一般

家戶最主要的備災行為（圖 4）。 

無受災經驗

16%

1-3次

74%

4次以上

10%

有效樣本：659

平均受災經驗

2.7次

無受災經驗

0%

1-3次

62%

4次以

上

38%

有效樣本：359

平均受災經驗

5.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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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家戶備災行為（複選）3 

（三）農作物損失與農業備災行為 

本節討論農業戶的颱風農作物損失與農業備災行為，在考慮不同

災害別與受災地區的情況下，為獲得最大的分析樣本數，本節選取尼

伯特颱風事件下的臺東縣農業戶進行資料分析。 

1.農作物損失 

農業戶的家戶平均農作物損失是 70 萬元，最主要損失的農作物

是釋迦、荖葉、稻米，以及香蕉，平均每戶損失依序為 89萬、85萬、

39萬，以及 35萬元（圖 5）；面對農業損失，多數農業戶採自行承擔

的方式，其次是依靠政府救濟（圖 6）。 

                                           
3 本題複選，有效樣本乘以百分比，即為細格內的次數。例如，農業戶透過媒體關心颱風動

態的戶數共有 413戶（492*0.84）。 

0.7%

3.6%

4.9%

6.2%

11.9%

37.3%

55.5%

69.0%

70.4%

84.8%

0.2%

2.6%

5.1%

5.9%

14.4%

39.0%

62.4%

72.2%

73.6%

83.7%

準備食物

清排水溝

墊高家中家俱或電器

沒多注意

將汽機車移往高處

貯水

固定或整理外部東西

準備停電時的照明設備

加強窗戶的防風及防水

透過媒體關心颱風動態

農業戶

一般家戶

（有效樣本：492）

（有效樣本：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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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農業戶最主要受損的農作物4 

 

 

圖 6 面對農業損失的因應方式（複選） 

 

2.農業備災行為 

前述調查顯示，9成 4以上的農業戶，針對其住家，於尼伯特颱

                                           
4 次數低於 20之農作物，歸於「其他」選項，包含咖啡、薑、藥用作物、芒果、木瓜、檳

榔、蔬菜、番石榴、洛神葵、檸檬、鳳梨、棗子，以及竹筍，共 13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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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數

平
均
損
失
（
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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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3.5%

4.3%

4.9%

67.3%

86.4%

農業保險

農業貸款

向親友求助

民間團體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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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樣本：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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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登陸之前，有進行家戶備災行為。然而，農業戶針對農作物的農業

備災行為，其農業備災行為的比率較低，有 42.9%農業戶沒有農業備

災行為。各種農作物的備災行為中，農業戶對釋迦、荖葉，以及香蕉

主要的災前備災行為是強化支柱；稻米的主要備災行為是加強排水設

施（圖 7）。 

 

 

圖 7 颱風前的農業備災行為5 

 

購買農業保險是降低農業戶災害農業損失的其中一個方法，但調

查顯示，78%農業戶不願意購買農業保險（圖 8）。進一步瞭解不購買

農業保險的原因，近七成農業戶是因為不瞭解農業保險，其次的原因

                                           
5 為瞭解各項農作物備災行為的比例分配，圖 7 以根據各項農作物下的備災行為總次數做為

分母，進行百分比統計，故百分比總和為 100%。本報告僅圖 7 的複選題根據總次數進行百分比

統計，其他處的複選題，皆以有效戶數進行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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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62.1%

21.1%
27.0%

31.0%
43.0% 48.6%

31.0%

45.4%

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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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迦 荖葉 稻米 香蕉 其他作物

強化支柱 修剪枝葉 加強排水設施 覆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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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認為保費太高（圖 9）。 

 

圖 8 農業保險的購買意願 

 

圖 9 不願購買農業保險的原因（複選） 

3.與農損相關的重要因素 

將農作物損失與農作物總耕種面積、颱風前有無農業備災行為、

不願意購買

78%

未滿1萬元

12%

1萬以上，未滿2萬元

4%

2萬元以上

6%

（有效樣本：480）

0.5%

0.5%

0.5%

1.6%

8.8%

9.1%

20.8%

69.3%

參保手續繁瑣

理賠太慢

種植面積不大

沒有合適的險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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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失認定問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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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瞭解農作物保險

（有效樣本：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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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從事農業的人數，以及家中過去的颱風受災經驗次數進行相關分

析。結果顯示，農作物的總耕種面積與農作物損失金額有顯著正相關，

表示農作物的總耕種面積越大，颱風時的農作物損失金額越高，其他

變項則未達統計的顯著水準。 

表 3 農作物損失金額的相關分析 

 農作物損失金額 

農作物的總耕種面積 .122* 

農業備災行為 

（0=無，1=有） 
.069 

家中從事農業的人數 .099 

過去的颱風受災經驗次數 .007 

有效樣本數：375 

*：達到統計顯著水準 

四、結論 

調查發現，臺東縣農業戶平均受災經驗高達 5.2次，顯示此區農

業的受災風險相當高，但依據同樣的調查樣本，卻發現超過 42.9%的

農業戶於颱風前沒有進行農業備災，有部分原因來自於農業戶認為農

業備災行為沒有用。故如何推廣有用的農業備災行為，將是此區未來

的需求重點，其中包括農業保險的規劃與推動。此次調查亦發現，78%

的農業戶因為不瞭解農業保險，導致購買農業保險的意願不高。但基

於這次風災農業戶的平均農作物損失高達 70 萬元，且災後的損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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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是自行承擔，對農業戶造成不少的經濟衝擊。此外，總耕作面積較

大的農業戶，因農作物損失也較大，更需要重視農業防災能力。因此，

如何協助優先針對農損高風險的農業戶研發適宜的農作物保險、鼓勵

進行災前農業備災行為，以及輔導或補助農業戶投保農業保險，是未

來提升農業防災能力，均可進一步著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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