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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下以編輯母片標題樣式 
一、主席致詞                         ( 5分鐘) 

二、管制事項報告                     (20分鐘) 

三、10月工作進度報告                 (15分鐘) 

四、預定工作配合事項說明 (25分鐘) 

五、國際災例 (10分鐘) 

六、提案討論                         ( 5分鐘)      

七、臨時動議 ( 5分鐘) 

八、主席結論 ( 5分鐘) 

議程 

2 



按一下以編輯母片標題樣式 

3 

一、主席致詞 



按一下以編輯母片標題樣式 

4 

二、管制事項報告 



按一下以編輯母片標題樣式 新北市深耕計畫四方工作會議主席裁(指)事項辦理情形管制表 
編
號 

會議日期 管制事項 承辦單位 本次辦理情形 
預計完成
日期 

管考意見 

016 
103年 

6月30日 

排定104年及105年防
救教育訓練教材及師
資，並於本年度完成
教材編撰。 

協力團隊 
消防局 

教材已回收38份，目前
皆彙整及排版中，並於
10月29日規劃完畢。 

103年 
10月29日 

持續 
列管 

018 
103年 

6月30日 

區公所災害防救應變
演練。(三峽：土石流、
新莊：地震、雙溪：
淹水、蘆洲：地震) 

協力團隊 
消防局 

本年度兵期推演皆已辦
理完畢(三峽、新莊、雙
及蘆洲)，並邀請各區公
所參與觀摩。刻正彙整
兵推成果資料，預計11
月30日完成。 

103年 
11月30日 

持續 
列管 

020 
103年 

7月15日 

防災自主社區因業管
單位不一，請重新蒐
集本市5年內業管推
動之防災自主社區資
料，俾利有效利用既
有防救災資源。 

協力團隊 
各局處 

已彙整各局處提供權管
推動之防災自主社區資
料。有關社區持續推動
之規劃將於第11次四方
會議中報告。 

103年8月 
31日 

持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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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下以編輯母片標題樣式 
新北市深耕計畫四方工作會議主席裁(指)事項辦理情形管制表 

編號 會議日期 管制事項 承辦單位 本次辦理情形 
預計完成
日期 

管考意見 

021 
103年 

7月15日 

核子事故內容需納入
深耕成果，包含「核
子事故緊急應變程序
書」及「緊急應變計
畫與區域民眾防護應
變計畫」相關內容；
本市召開之核安監督
委員會會議與核廢料
處理會議相關資料亦
須納入。 

協力團隊 
消防局 

已蒐集「核子事故緊
急應變程序書」、
「緊急應變計畫與區
域民眾防護應變計
畫」、「核安監督委
員會會議與核廢料處
理會議」相關資料。
上述相關資料將納入
本計畫成果，並於期
末報告呈現。 

103年
11月30

日 
持續列管 

022 
103年 

8月 
6日 

請協力團隊於8月中提
出各區執行本計畫前
之能量評估分析，俾
利9月底完成各區計畫
執行前後之比較報告。 

協力團隊 

協力團隊已完成評估
指標之修正，並於10
月24日提出各區計畫
執行前後之比較報告，
供業務單位檢視。 

103年8
月 

31日 
持續列管 

024 
103年 

8月21日 

請協力團隊詳實紀錄
實地輔導區公所時各
區公所提列問題，再
交由相關業管局處回
復。 

協力團隊 
各局處 

已彙整各區公所提列
問題及權管單位，針
對局處權管有爭議部
分已整理，於本次四
方會議中說明。 

103年
11月 
30日 

持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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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下以編輯母片標題樣式 

新北市深耕計畫四方工作會議主席裁(指)事項辦理情形管制表 

編號 會議日期 管制事項 承辦單位 本次辦理情形 
預計完
成日期 

管考意見 

025 
103年 

8月21日 

請協力團隊檢視內政部
期初訪視所見之各縣市
優點，針對本市已具備
優點，規劃如何於期末
評鑑資料明確呈現，另
思考其他部分納入本市
後續推動之可行性及具
體方案。 

協力團
隊 

針對市府已具備之優點已陸
續蒐集相關資料，並於期末
評鑑具體呈現書面資料。 

103年9
月 

30日 

請協力團隊具
體說明如何針
對本市已具備
優點，規劃如
何於期末評鑑
資料明確呈現。 

026 
103年 
9月24日 

針對本市有結構安全疑
慮之避難收容場所，規
劃因應及補強方案 

社會局 

1. 本市現行有安全疑慮之
場所資料目前共有24處(
包含本期深耕計畫評估
之9處，及比對教育局、
工務局資料之15處)，已
請區公所針對有安全疑
慮場所，另尋場所替代，
未能有替代者，請公所
優先編列預算補強，經
費不足或急迫性因素考
量，得以專案計畫報請
本府該建物主管機關予
以補助。 

2. 現行已完成除列者計10
處，餘3處學校部分請
教育局協助區公所與校
方溝通更換場所，11處
活動中心持續督導區公
所優先尋找場所替換。 

103年 
12月31
日 

新增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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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下以編輯母片標題樣式 新北市深耕計畫四方工作會議主席裁(指)事項辦理情形管制表 

編號 會議日期 管制事項 承辦單位 本次辦理情形 
預計完成
日期 

管考意
見 

027 
103年 
9月24日 

請各區公所依據開
口合約檢討報告，
修訂開口合約或於
104年度開口合約簽
訂時納入契約。 

協力團隊 
消防局 

已彙整各區公所修訂規劃，
並持續追蹤後續修訂情形。 104年 

新增
列管 

028 
103年 
8月21日 

請協力團隊完成本
市各區防災避難看
板設置。 

協力團隊 

現已完成三峽區、三芝區
及八里區防災避難看板設
置，後續將於11月完成其
餘看板設置。 

103年11
月30日 

新增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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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月工作進度報告 



WCDR 

10月份工作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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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CDR 

各局處回覆各區公所業管問題劃分 

有關各局處回覆各區公所相關業管問題，改分單位彙整說明如下： 

11 

局處 區公所提列問題 改分單位 

經發局 

台北港內共有兩條油管，分別為中油及台塑所有，其管內運送物質、位置，以及油
管與箱涵位置之相對關係，如：油管是否穿越箱涵或與箱涵過於接近等情事，需假
以調查，以避免高雄氣爆事件發生，懇請市府釐清。(八里區) 

消防局 

鑒於高雄氣爆案，希望未來可建置石化管線或油料管線圖可公布，另建置緊急聯絡
人資料，泰山區轄內之公有管線圖已掌握，惟私人社區內之管線則不清楚，是否可
透過公權力要求私人單位提供管線圖及緊急聯絡人資料。(泰山區) 

消防局 

民政局 

林口區人口成長，而人力編制仍維持原鄉公所時期之編制，有人力不足之情形，人
員流動頻繁。(林口區) 

人事處 

災害階段可分為防災、搶災及災後復建工作，目前災準金之運用僅做為搶災使用，
是否有些資源是可用於防災使用，如擋土牆損壞之修復，可否動用災準金？(泰山區) 

擋土牆之 
業管單位 

市府曾來函通知，採購收容物資，應先以公所本預算執行，再使用災準金，然此方
式會排擠公所原本規劃進行之地方建設經費，是否可請市府於編列年度預算時，適
度調高公所之預算，以納入收容物資採購，或是有其他之替代機制？(貢寮區) 

社會局 

102年12月初行政院院會通過「地方制度法」修正草案，賦予原住民區自治法人地
位，烏來將改制為「原住民自治區」，未來在改制之後對於烏來災害防救業務上有
無改變，例如通報機制、經費使用等。(烏來區) 

消防局 



WCDR 

各局處回覆各區公所業管問題劃分 
有關各局處回覆各區公所相關業管問題，改分單位彙整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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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處 區公所提列問題 改分單位 

交通局 

麥德姆颱風時，曾發生鐵皮塊掉落，有呈報交通局請求支援(透過EMIS通報，聽說全
部結案)，但一直未來支援，實際上一直到過30小時之後，交通局才回應要來現勘。
市府常要求公所出去現勘，請不要在風大雨大的時候，請顧慮人員安全問題。(三芝區) 

消防局 

建議市府應要求目前正在興建之工程做共同管溝(如環狀線、台64、65線)(中和區) 工務局 

萬里轄內有核二廠，北28線路太窄大型車無法通行，因此現規劃以台2線為主要疏散
道路，然以交通局之前規劃的疏散能量，如遇假日其實不足。希望是可將北28線列入
台電公司規劃的疏散路線(如列入可有經費補助)，雖然有部分路段狹窄，是否可投入
經費拓寬，使大型車可通過，可規劃為疏散路線。(萬里區) 

增列 
工務局 

教育局 

針對運動場開放停車之問題，是否可以採取連動管理，如學校開放停車能連同運動場
一起開設減少通報流程之時間。(板橋區) 

體育處 

備援EOC規劃於泰山體育館，升格改制後改由市府體育處管理，目前委外由輔大管理
維護，因此與體育處、輔大管理人員針對備援EOC之規劃，需再進行協調。(泰山區) 

體育處 

衛生局 
台北港之油槽若發生事故時，民眾所受之傷害，主要係以燒燙傷為主，此部分針對避
難收容安置，該如何進行疏散、安置作為？(八里區) 

消防局 



WCDR 

防災避難看板設置進度 

10月15日完成八里區及三芝區防災避難看板架設 

13 

防災避難看板架設期程 

裝設時間 區 

10月底 石門區、金山區、萬里區、汐止區、中和區、永和區 

11月底 

烏來區、新店區、板橋區、土城區、新莊區、樹林區、
鶯歌區、貢寮區、瑞芳區、雙溪區、平溪區、石碇區、
深坑區、坪林區、淡水區、蘆洲區、三重區、五股區、
泰山區、林口區 



WCDR 

辦理區公所期末評鑑書面資料預檢 

10月14日辦理預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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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區公所書面資料檢結果之意見均已完成
彙整，並請區公所據以補充相關資料。 

 共通意見說明如下： 

1. 請區公所補充KML/KMZ應用至google earth之
示意圖1張，已呈現深耕計畫提升公所應用圖資
之能量。 

2. 針對分工運作機制部分檢附「新北市救災社福志
工服務及調度計畫」、訓練或結合演練資料呈現。 

3. 有關貴區志工及團體能量，建議在分工合作機制
上，能加上相關計畫及演練或訓練資料。 

4. 建議無土石流潛勢之區，抽掉土石流相關SOP資
料。 

5. 缺漏水災保全戶資料之區公所，請補充至書面資
料內。 

6. 如無安全疑慮之避難收容處所，可將自評表內相
關字句刪除，並依現況進行描述。 



WCDR 

預先現勘區公所 
10月6日：中和區公所、汐止區公所 

15 
中和區應變中心圖表 

區 優點 改善建議 

中
和
區 

1. 自行辦理防災公園收容演練。 
2. 防災社區(德行里)自主持續推動。 
3. 辦理防災避難地圖發放說明會。 
4. 建置防災避難看板之反光效果示範。 
5. 物資儲備管理機制(實物銀行)。 
6. 電腦設備齊全。 

1. 現有圖表凌亂且不美觀，建議區公所重
新輸出及裱褙。 

2. 現有掛設圖資不足。(需增加圖資：淹水
潛勢圖、山崩與順向坡分布圖、土石流
潛勢溪流位置圖、避難場所位置圖。) 

3. 請區公所規劃可移轉至備援災應變中心
之設備清單，並呈現於簡報中。 

汐
止
區 

1. 自主推動防災社區。 
2. 自行辦理防救災演練。 
3. 易淹水地區之整治。 
4. 物資儲備管理機制(實物銀行)。 

1. 現有掛設圖資不足。(需增加圖資：抽水
站位置圖、防洪路閘位置圖、山崩與順
向坡分布圖、淹水災害潛勢圖及避難場
所位置圖。) 

2. 評鑑當天建議擺設電腦，展示圖資成果。 
3. 請區公所規劃可移轉至備援災應變中心

之設備清單，並呈現於簡報中。 

汐止區應變中心圖表 



WCDR 

預先現勘區公所 
10月8日：金山區公所、石門區公所 

區 優點 改善建議 

金
山
區 

1. 推動三界里防災社區。 
2. 自行辦理核子事故演練。 
3. 製作核子事故民眾防護

行動手冊。 
4. 備有輻射偵測儀及輻射

防護包。 
5. 物資儲備管理機制(實物

銀行)。 

1. 現有掛設圖資不足。(需增
加圖資：核災影響範圍圖、
土石流潛勢溪流位置圖、
海嘯溢淹潛勢圖、避難收
容場所位置圖。) 

2. 評鑑當天請展示本年度防
災社區成果看板，並準備
電腦以展示成果影片。 

3. 請規劃可移轉至備援災應
變中心之設備清單，並呈
現於簡報中。 

石
門
區 

1. 防災應用圖資建置齊全。 
2. 已有自行建置防災快速

應變圖資系統(物資空投
地點及寺廟臨時避難所
示意圖等)。 

3. 自行製作核災疏散避難
車辨識磁條。 

4. 輻射偵測儀器之操作。 

1. 建議補充海嘯溢淹潛勢圖。 
2. 評鑑當天請擺設電腦展示

圖資成果。 
3. 請規劃可移轉至備援災應

變中心之設備清單，並呈
現於簡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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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區應變中心空間 

金山區應變中心圖表 

石門區自製快速應變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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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先現勘區公所 
10月17日：萬里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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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優點 改善建議 

萬
里
區
公
所 

1. 自行辦理防救災演練(如核子事故疏散演
練、土石流疏散演練等)。 

2. 規劃陸海空防災疏散工具。 
3. 與觀光飯店簽訂災害收容協定。 
4. 與金山、石門區簽訂跨區支援機制(如救

援、收容、物資補給等項目)。 
5. 電腦設備齊全。 

 

1. 建議區公所可增設LED字幕機。 
2. 現有掛表呈現方式不佳且不美觀，避免

直接以透明膠帶黏貼，建議其他方式掛
設。(可參考新莊區及三重區掛設方式。) 

3. 現有掛設圖資不足。(需增加圖資：淹水
潛勢圖、土石流潛勢圖、山崩與順向坡
分布圖、核災影響範圍及海嘯溢淹範圍
圖、避難收容場所位置圖。) 

4. 請區公所規劃可移轉至備援災應變中心
之設備清單，並呈現於簡報中。 

萬里區應變中心設備 萬里區應變中心掛表 



WCDR 

深耕計畫之市府已具備優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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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執行縣市優點說明 新北市辦理情形 

災害防救辦公室之運作機制： 
藉由災害防救辦公室向府內局處進行溝通協調，整合資源，使本
計畫獲得更多能量，並使各局處重視參與整合性防災計畫之推動。 

本府災害防救辦公室於災害防救
工作執行上，落實資源整合及統
籌協調各局處之工作。 

市府局處 

訪談 

四方工作
會議 

區公所 

訪談 

輔導 

►由市府團隊、公所團隊、協力團隊及國
軍單位組成之會議。 

►自99-101年第1期深耕計畫結束，102
年仍持續召開。  

►第2期深耕計畫自1月1日開始執行，本
年度已召開10場。 

透過定期會議、訪談
及輔導，進行溝通協
調，整合資源 

► 由市府災防辦及協力團隊至各局處
進行訪談。 

►本年度已召開11場。 

► 由市府災防辦及協力團隊至各區公所
進行訪談及輔導會議。 
*第1次：4月8日-6月6日。(29場) 
*第2次：8月12日-9月5日。(29場) 

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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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計畫之市府已具備優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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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執行縣市優點說明 新北市辦理情形 

 資本門之分配調整： 
各公所財力狀況不一，部分公所災害應變中心欠缺
資通訊相關設備，因此調整資本門分配，使財力較
弱之公所優先添購設備，或獲得較多資金補助。 

本市災害防救深耕計畫資本門之運用，103
年為提升應變中心視訊及影像系統，104及
105年則為公所購置投影機、筆電、平板電
腦等設備，各公所購置設備皆為一致。 

優點 

29區公所皆已建置視訊與影像系統，
以符合影像及影音品質之需求。 
本年度採購項目如下： 

項次 品項名稱 

1 高解析全功能視訊攝影機 

2 影像伺服器 

3 影像分配放大器 

4 不斷電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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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區公所項目： 
 第1次區公所訪談意見回覆說明。 

 市級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地震編修訂重點說明。 

 防救災電子圖資產出成果及使用說明。 

 深耕計畫成果資訊網站內容及功能說明。 

 防災公園配置圖規劃說明。 

 避難收容場所現勘情形。 

 期末評鑑作業重點說明。 

 區級EOC建置情形說明。 

 備援EOC現況說明。 

 防救災演練辦理情形。 

 防救災教育訓練辦理情形。 

 避難收容場所整備狀況。 

 物資儲備處所整備現況。 

區公所執行情形說明 與會單位 

 市府災防辦人員。 

 區公所-政災防課、
民政(災防)課、社
會(人文)課、經建
課、工務課及其他
防救災業務相關承
辦人員。 

 協力團隊-臺大天
災中心。 

深耕計畫之市府已具備優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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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執行縣市優點說明 新北市辦理情形 

  深入公所互動： 
至各公所辦理本計畫推動說明會，使公所人員瞭解本計畫執行目
的，另與區長及各課室主管進行訪談，藉由訪談了解區域特性、
執行困難處、蒐集相關資料，亦可增進彼此間之信任感。 

本年度已於4-6月間辦理完成本
計畫推動說明會及訪談各區公所，
另於8-9月辦理實地輔導區公所，
持續協助區公所。 

  公所輔導機制： 
根據災害特性、公所體制等條件，由第2類公所藉由其執行經驗
輔導第1類公所，在協力機構人力與時間有限狀況下，使第1類
公所能夠獲得更多協助。 

目前尚無公所相互輔導機制，皆
透過市府及協力團隊蒐集第2類
區公所執行經驗，以協助第1類
區公所執行本計畫。 

優點 

8月12日-9月5日實地輔導區公所 
針對本計畫執行情形給予相關建議，持續協助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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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計畫之市府已具備優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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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執行縣市優點說明 新北市辦理情形 

 地區保母計畫： 
以地區進行劃分，建立保母計畫，由協力機構成員每1人
作為2~3個公所之互動窗口，讓各公所與單一窗口進行
聯繫與互動，建立彼此信任與信賴，促使計畫推動順遂。 

已將29區公所劃分為3大責任區域，各
責任區域皆有負責之協力團隊人員及聯
絡窗口，俾利區公所聯繫與互動。 

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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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計畫之市府已具備優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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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執行縣市優點說明 新北市辦理情形 

 培植災害防救能力： 
本年度完成3年教育訓練整體規劃，包括班別、對象、場次及
課程；課程針對不同對象及需求，區分基礎班、進階班及種子
師資班等。另依鄉(鎮、市、區)地區特性辦理兵棋推演並製作
檢討報告，作為後續修訂相關計畫之依據。 

已依針對不同對象及需求，撰寫教
育訓練教材，將於本年度10月完成
相關教材，104年度開班授課。 

優點 

訪談 
市府局處 
區公所 

彙整 
課程需求 

編訂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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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計畫之市府已具備優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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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執行縣市優點說明 新北市辦理情形 

 數位學習平台與學習護照： 
建置數位學習平台，於辦理教育訓練時錄製課程影片，
上載至學習平台，供不克參與或欲複習之人員於線上學
習。另外，利用學習護照記錄參訓學員之學習履歷，避
免重複參與相同課程。 

本計畫成果資訊網設置E-Learning平台，
上載教育訓練時錄製課程影片，供不克參
與或欲複習之人員於線上學習。 

優點 

線上學習系統(E-Learning平台)將於104年啟用。 
104年開班授課之課程，將課程錄製成影片上傳系統供學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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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計畫之市府已具備優點說明 

24 

深耕執行縣市優點說明 新北市辦理情形 

 弱勢民眾防災因應措施： 
針對弱勢民眾(獨居老人、身心障礙者)或兒少教養機構、
老人安養、福利機構、身心障礙機構及護理之家進行災
害潛勢分析，並研擬防救災因應對策及規劃避難收容事
宜。 

目前已針對轄內避難收容處所及弱勢安置
機構進行災害潛勢分析(處所位置與災害
潛勢套疊)，另擬有弱勢民眾後送安置計
畫，後續將配合災害潛勢判定結果進行調
整。 

優點 

水災 土石流 震災 海嘯 地震 海嘯 核災

SF220-0001
民生公園市民活動

中心
板橋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SF220-0002
板橋莊敬市民活動

中心
板橋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SF220-0003 板橋國小 板橋 是 否 是 否  否  否  否

SF220-0004 文德國小 板橋 否 否 是 否  否  否  否  水災

SF220-0005 江翠國小 板橋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SF220-0006 文聖國小 板橋 是 否 是 否  否  否  否

SF220-0007 埔墘國小 板橋 是 否 是 否  否  否  否

SF220-0008 實踐國小 板橋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SF220-0009 後埔國小 板橋 是 否 是 否  否  否  否

SF220-0010 信義國小 板橋 否 否 是 否  否  否  否

SF220-0011 中山國小 板橋 是 否 是 否  否  否  否

SF220-0012 沙崙國小 板橋 否 否 是 否  否  否  否  水災

SF220-0013 溪洲國小 板橋 否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水災

SF220-0014 重慶國小 板橋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SF220-0015 光復國小 板橋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水災

102年度是否位於潛勢

區參考判定
收容所編號 收容所(避難所)名稱 區

公所判斷適用災害類型(是/否)
消防局-災害潛勢區判斷

(是/否)

全市533處避難收處容所及361處弱勢安置機構，皆已進行災害潛勢分析。 

地震 海嘯 核災

1 財團法人新北市私立台灣天主教安老院 老人 八里 否 否 否

2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雙連教會附

設新北市私立雙連安養中心
老人 三芝 否 否 否

3 新北市私立長勤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 老人 三芝 否 否 否

4 新北市私立千鶴園老人養護中心 老人 三重 否 否 否

5 新北市私立大安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 老人 三重 否 否 否 水災

6 新北市私立大德老人養護中心 老人 三重 否 否 否 水災

7 新北市私立今光愛心老人養護中心 老人 三重 否 否 否

8 新北市私立安泰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 老人 三重 否 否 否

9 新北市私立百鶴老人養護中心 老人 三重 否 否 否

10 新北市私立沐心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 老人 三重 否 否 否 水災

11 新北市私立長庚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 老人 三重 否 否 否 水災

12 新北市私立祐安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 老人 三重 否 否 否 水災

13 新北市私立圓滿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 老人 三重 否 否 否 水災

14 新北市私立蓮愛老人養護中心 老人 三重 否 否 否

15 新北市私立安心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 老人 三峽 否 否 否

序號 機構名稱
服務

對象

所在

區域

消防局災害潛勢區判斷(是/

否)
102年度潛勢

判定參考

弱勢安置機構災害潛勢判定 避難收容處所災害潛勢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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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計畫之市府已具備優點說明 
深耕執行縣市優點說明 新北市辦理情形 

 運用手機通訊軟體： 
由於目前智慧型手機發達，可利用通訊APP軟體建立群
組，進行災情查報通報，結合人、事、時、地、物即時
掌握現場災情。 

建立消防APP，協助應變人員掌握災害現
況，包括災情通報功能 
、雨量警戒、土石流警戒及颱風期間停車
資訊等即時相關訊息。 

優點 

25 

消防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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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定工作配合事項說明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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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評鑑局處及區公所注意事項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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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評鑑局處及區公所注意事項 

28 

期末評鑑注意事項 

 為展現市府對於深耕計畫之重視： 

1. 請市府局處深耕對口單位之科長及承辦人，各區公所深耕計畫召
集人、災防課長及承辦人，出席期末評鑑會議。 

2. 期末評鑑現勘區公所時，建議相關局處可派員陪同。 

 請市府局處及各區公所參與評鑑之相關人員，需熟悉評鑑書面資料
各冊內容，俾利因應評鑑委員之提問。 

 面對評鑑委員之提問，答覆內容應確實且態度肯定，避免支吾其詞
之情形。 

 為展現執行深耕計畫而帶來的正面能量，建議各區公所可依本身經
驗，回想１-２個災時應變之經歷，例如適時應用圖資、課室間能協
調的配合應變，與市府請求協助時能即時得到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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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評鑑局處及區公所注意事項 
市府局處注意事項 

工作項目 各局處分工 

地區災害潛
勢特性評估 

進行各鄉(鎮、市、區)地區災害潛勢調查並研提救災因應對策 消防局、水利局、農業局、工務局 

建置(更新)鄉(鎮、市、區)防災電子圖資 消防局、水利局、農業局、工務局 

鄰里簡易疏散避難地圖之製作及教育訓練 消防局 

災害防救 
體系 

檢討縣市與鄉(鎮、市、區)之災害防救分工與運作機制 
1. 檢討直轄市、縣(市)政府(局處室)災害管理任務分工及國軍進駐機制。 
2. 政府與志工團體、NGO和民間企業之間防救災能量之整合。 
3. 針對鄉(鎮、市、區)公所之災害防救整備能量(人力、物力、能力)提出計畫

執行前、後之比較評估及各年度檢討。 

1-消防局 
2-消防局、社會局、民政局 
3-消防局 

修訂鄉(鎮、市、區)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消防局 

依轄區災害類別，編訂鄉(鎮、市、區)各類災害標準作業程序 各局 

培植災害防
救能力 

編訂災害防救教育訓練教材，培育縣市、鄉(鎮、市、區)相關人員災
害防救素養 

消防局 

鄉(鎮、市、區)公所災害防救應變演練，並納入國軍、學校、醫院、
公用事業等 

消防局 

災時緊急應
變處置機制 

建立鄉(鎮、市、區)災害防救應變機制 消防局 

修訂現行災害通報、疏散措施、災情查報通報流程及相關作業 消防局、農業局、水利局 

縣市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時，協力團隊進駐協助研析預判災情 消防局 

災害防救資
源 

調查縣市及鄉(鎮、市、區)災害防救人員、物資、場所、載具及裝備
機具等資源 

消防局 

擬訂物資儲備機制，並與民間簽訂民生物資相關合約，提供災時必
要用品 

消防局、社會局 

評估避難場所收容能量 消防局、社會局 

擬訂各鄉(鎮、市、區)危險區域避難逃生路方向、調查避難場所設置
防災避難看板之地點，每年每鄉(鎮、市、區)至少設置一處 

消防局 

期末評鑑書面資料預檢暨說明分工表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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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評鑑局處及區公所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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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區公所注意事項 

 11月3日下午4時前，將書面資料帶至市府應變中心擺設完成。 

 為使評鑑委員能快速了解各區公所防災工作執行優良項目，請各區
公所彙整防救災業務執行優點或創新作為資料。 

 請輸出上述資料，市府應變中心將備妥A2珍珠板，請區公所11月3
日至市府，將資料黏貼至板子上。 

 針對本年度裝設之不斷電系統，請區公所製作設備經費補助來源標
籤，並貼在該設備可明顯辨識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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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評鑑局處及區公所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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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地勘查之5處區公所注意事項 

 辦理現地勘查之區公所，當天請區長親自主持會議及接待評鑑委員，
如無法則請副區長或主秘代理，展現貴區公所對於深耕計畫及災防
業務之重視。 

 建議由區長親自簡報，如無法則請由災防課之課長簡報。 

 現地評鑑流程及時間分配： 

現地勘查需準備之庶務事項說明： 

1. 區公所評鑑簡報請以彩色輸出。 

2. 請製作歡迎指示牌。 

3. 評鑑當天座位表請及早確認。 

4. 請安排口條清晰之人員擔任司儀。 

5. 請掌握時間(評鑑委員到達公所
時間、區公所現勘時間等)。 

流程 使用時間 

雙方團隊介紹 
(先公所再請評鑑帶隊長官介紹) 

5分鐘 

區公所簡報 10分鐘 

應變中心現地勘查 
(包含設備、圖表、公所冊等) 

15分鐘 

 意見交流 
(請評鑑帶隊長官主持) 

30分鐘 



按一下以編輯母片標題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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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際災例 



9月日本火山爆發事件 

10月台灣澎湖船難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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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件 描 述 

34 

• 時間：2014年9月27日11時52分 

• 地點：日本中部禦嶽山 

• 事件描述：位於日本長野縣與岐阜縣交界的禦嶽山發生火山爆
發事件，日本第二高的火山於當地時間27日開始爆發，噴出高
達3公里的火山灰。 

 

資料來源：NHK 

火山噴發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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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火山爆發災害事件共計56人死亡、70人受傷，及7人下落

不明。 
• 火山爆發濃煙往南延至3公里外，能見度近乎零，且累積火山

灰厚達五十公分，禦嶽山附近之房屋皆被火山灰掩埋。 

火山灰掩蓋附近房屋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docid=dKYJSg2oqM7ZiM&tbnid=LuASLmnDLt160M:&ved=0CAYQjRw&url=http://www.dapurpacu.com/banjir-kepung-jakarta-jumlah-pengungsi-tembus-5-ribuan-jiwa/banjir-jakarta-2014/&ei=fSIlU-vVCsmrlAWp9oDgDQ&psig=AFQjCNG2mz-Ak-S6WaZ6OYgKdJrcWNZALw&ust=1395028983964189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docid=dKYJSg2oqM7ZiM&tbnid=LuASLmnDLt160M:&ved=0CAYQjRw&url=http://www.dapurpacu.com/banjir-kepung-jakarta-jumlah-pengungsi-tembus-5-ribuan-jiwa/banjir-jakarta-2014/&ei=fSIlU-vVCsmrlAWp9oDgDQ&psig=AFQjCNG2mz-Ak-S6WaZ6OYgKdJrcWNZALw&ust=1395028983964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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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火山爆發分級表 

36 資料來源： 

分級表 火山活動的狀況 
居民等的行動及登山者/入山者 

應變作為 
可能發生狀況 

5級 居住地區發生重大
災害及噴發，或有
緊急的狀態 

必須從危險的地區離開避難 
火山爆發或熔岩流或火山碎屑流(積
雪期是雪型火山泥流)到達居住地區、
或是緊急噴發。 

4級 預期居住地區有重
大災害及火山爆發
發生的可能(可能性
高) 

必須警戒居民做好避難的準備 
噴發機率高、多起有感地震、地殼
變動等，大型噴石、火山碎屑流、
熔岩流到達居住地區的可能性高。 

3級 對居住地區的附近
有重大影響(若進入
這個範圍會有生命
危險)、火山爆發或
預計發生 

住民照常生活。視狀況應對，救援者
的避難準備等。入山限制、危險區域
進入限制等 

預計會有大型噴石飛散超過1KM,造
成重大影響，範圍如超過4KM,預計
會有噴發的可能。 
大型噴石飛散超過1KM，但是預計
不會影響範圍超過4kM,也預計不會
發生噴發。 

2級 影響到火口周邊(若
進入這個範圍會有
生命危險)火山爆發，
或預計火山爆發發
生 

住民照常生活。 
火口周邊管制進入 

地震活動高或地殼變動等，預估會
有小規模噴發發生。 
發生小規模噴發，從火口約1km範
圍以內有大型噴石飛散。 

1級 火山活動穩定。視
火山活動狀態而定，
看的到火口內火山
灰噴出(若進入這個
範圍會危及生命) 

以狀況而定制火山口的進入限制 
火山活動穩定，視狀況而定山頂火
口及周邊影響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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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服務中心 

9月28日 
日本氣象廳於噴發後立即將火山
警戒級別從1級提升至3級。 
長野縣災害對策本部成立。 
首相安倍晉三與相關局處召開工
作會議，警察、消防及自衛隊共出
動約550人、70台車及7架飛機立
即展搜索行動。 
 

緊急搜救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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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嶽山是日本四十七個即時監控的活火
山之一，時隔七年突然噴發，卻沒有事
先發出警告。其原因為這次是屬於「蒸
汽型火山爆發」，而非岩漿噴發，難以
預測，導致日本氣象廳措手不及，來不
及發布警報，釀成慘重災情。  

日本47個及時監控火山 蒸氣型火山爆發 



NTU ● WCDR 39 

火山噴發類型 

蒸氣+融岩型火山爆發 

熔岩型:氣體降壓後釋出，造成岩漿噴發。 
蒸氣型:蒸氣夾帶顆粒而噴發，稱為蒸氣噴發。 
蒸氣+熔岩型:岩漿與水接觸後冷卻產生熱收縮，引發蒸氣岩漿噴發。 

融岩型火山爆發 

蒸氣型火山爆發 

http://big5.gmw.cn/g2b/tech.gmw.cn/2012-09/12/content_5047057_2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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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此次火山爆發之後，日本當地於搜索期間又遇到兩次颱風
襲擊以及氣溫下降導致禦岳山降雪，因而導致搜救行動一度中
止，影響其救援進度。 

積雪導致搜索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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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活火山，根據其活動
情況與噴發的可能性及大小
進行分級管理  
A級：由政府設立專門研究機
構嚴密監測 
B級：情況分別採取不同措施
進行管理 
C級：不設專門觀測站，只是
定時前往觀測。 
本次禦岳山則屬於B級火山。 

日本活火山分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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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屯火山火山灰影響示意圖 

淡水區 

萬里區 

三芝區 

火山灰厚度
50CM範圍表(

半徑10km) 

金山區 
石門區 

八里區 

五股區 

蘆洲區 

火山灰厚度
30CM範圍表 

(半徑15km) 

火山灰30cm範圍 

火山灰50cm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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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御嶽火山為例，當 
警戒級別到達2時，

日本氣象廳依據其
警戒分級，限制其
火山口到1KM處限
制入山 

火山警戒級別到達3
時，則限制從火口
到2KM、3KM及居
住地附近將依序限
制進入，以降低災
害發生。 

御嶽山火山噴發警戒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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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強對於火山爆發之認知及應變能力，應 

製作火山防災教育宣傳摺頁，讓民眾了解及認識火
山。 

訂定大屯火山道路及範圍警戒限制分級表。 

製作防災教育宣傳摺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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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2014年10月10日17時 

• 地點：台灣澎湖龍門外海 

• 事件描述：國家實驗院所屬、也是我國最大兩千七百噸級海洋
研究船「海研五號」， 10日行經澎湖龍門外海，由於觸礁造成
右舷傾斜船艙進水，船上有船員18人，研究人員27人，共45
人受困船上。 

資料來源：NHK 

沉沒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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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海巡和海軍救起船上45人，傷者送澎湖當地醫院，2人到院前無
生命跡象，經急救不治死亡，其餘共有25人挫傷和失溫 。 

右舷傾斜船艙進水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docid=dKYJSg2oqM7ZiM&tbnid=LuASLmnDLt160M:&ved=0CAYQjRw&url=http://www.dapurpacu.com/banjir-kepung-jakarta-jumlah-pengungsi-tembus-5-ribuan-jiwa/banjir-jakarta-2014/&ei=fSIlU-vVCsmrlAWp9oDgDQ&psig=AFQjCNG2mz-Ak-S6WaZ6OYgKdJrcWNZALw&ust=1395028983964189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docid=dKYJSg2oqM7ZiM&tbnid=LuASLmnDLt160M:&ved=0CAYQjRw&url=http://www.dapurpacu.com/banjir-kepung-jakarta-jumlah-pengungsi-tembus-5-ribuan-jiwa/banjir-jakarta-2014/&ei=fSIlU-vVCsmrlAWp9oDgDQ&psig=AFQjCNG2mz-Ak-S6WaZ6OYgKdJrcWNZALw&ust=1395028983964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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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部10日下午5時45分接
獲通報後，立即下令救護隊出
動直升機2架、海軍成功艦1艘
執行救援，由於海象不佳，人
員一度無法吊掛。 
 

緊急搜救行動 

10日晚間7時14分國防部再
度接獲回報，得知科研船船隻
已傾斜，船上人員待援。國防
部參謀總長高廣圻上將即進駐
衡山指揮所，海、空軍司令亦
分別進駐戰情中心，全面啟動
救援機制。 

http://news.ltn.com.tw/photo/focus/paper/503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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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部並另外派出2架S-70C直升機、2架EC-225直升機、2
架C-130運輸機(投放照明彈)，海軍也派遣1艘大漢艦(救難艦)
、1艘錦江艦、2艘成功艦，此外，海巡署還派出4艘船艇，全
力投入救援任務。 

緊急搜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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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黃蜂颱風之外圍環流，造成之強風以及巨浪而折返，下午行
經澎湖龍門外四海浬處時，遭逢九級風勢(75-88 km/hr)，船隻疑似
觸礁，因而導致此次船難之發生。 

觸礁導致沈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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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避免近海船難事件上演，應 
1.規劃標準電子航行圖 
2.落實安全管理與人員訓練 
3.檢討航路標誌航道規劃 
4.提供岸上系統偵測並預警 

電子航行圖 人員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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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提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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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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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主席結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