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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災害應變中心作業流程 

編碼 處置作業 應變中心作業組處置事項 應變中心進駐單位處置事項 

一 開設通報 

(一) 本局災害管理科向局長報告及

請示成立事宜，俟局長請示縣長

後，進入二級開設作業。 

(二) 製作鄉(鎮、市)開設通報單，並

利用「同步傳真系統」傳真至本

縣各防災編組單位及本局各轄

區大隊、分隊。 

(三) 利用「簡訊傳呼系統」通知本縣

各防災編組單位、本局緊急應變

小組及各轄區大隊、分隊。 

各防災編組單位立即啟動內部緊急應變

小組，展開各項災害應變作業，並請立

即派員進駐應變中心。 

二 發布公告 

製作危險區域公告，並傳真至警察

局、東部地區巡防局、計畫處(新聞

科)。 

(一) 由海巡單位執行本縣岸際（高潮線

起向臨陸側 100 公尺內，住宅區及

海堤線內除外）管制措施，並立即

強制本縣各港口（泊區）內大陸船

員暫置漁船進港避風及船員上岸

安置(陸上警報發布)。 

(二) 由海巡單位依「臺東地區客(輪)

船颱風期間航行機制管理要點」執

行本縣各港口（泊區）各式船舶進

出港管制措施。 

(三) 由警察單位執行山區及河川溪流

（含土石流潛勢溪流)管制工作。 

(四) 由計畫處(新聞科)發布公告管制

新聞，供縣民及遊客週知。 

三 進駐簽到 

負責門禁管制作業(縣府各單位需出

示相關證件；無證件者請通知應變中

心人員)。 

配合門禁管制作業，各單位需出示相關

證件。 

四 
災害案件

受理 

(一) 將「報案三聯單」影送相關權責

單位，並由各單位簽名後收存備

查。 

(二) 將受理災情案件登入「防救災資

訊系統」，並利用該系統指派任

務給相關局處處理及管制案

件；另需負責案件追蹤管制工

作，必要時（回報內容未達要求）

再重新指派相關單位處置回報。 

(一) 配合「報案三聯單」簽收，並展開

緊急應變工作事宜。 

(二) 於「防救災資訊系統」接獲案件指

派後，將處置情形登入系統回報。 



編碼 處置作業 應變中心作業組處置事項 應變中心進駐單位處置事項 

五 通報受理 

負責公文傳真（公文或通報單傳出），

傳真前先掛號、登錄於收文簿、擬辦

後送副指揮官（參議）批示，傳真各

相關單位辦理，追查管制並將接收人

員姓名、時間註記於通報單上。 

配合通報簽收，並依指示事項辦理。 

六 災情彙整 

每日定時(3、6、…)彙整速報表及應

變處置報告，並利用「防救災資訊系

統」上傳資料及將應變處置報告上傳

消防局網站。 

(一) 速報表部分：由各相關單位提供權

管單位彙整，並由權管單位於「防

救災資訊系統」填報上傳。 

(二) 處置報告部分：由各單位於各該電

腦(災情彙整資料夾)依各該權管

項目填報存檔，屆時由作業組負責

至各單位資料夾讀取彙整。 

七 
召開工作

會報 

(一) 向局長報告及請示，俟局長請示
縣長後，進入工作會報整備作
業。 

(二) 將召開工作會報資訊透過「簡訊
傳呼系統」通知本縣各防災編組
單位及本局緊急應變小組。 

(三) 工作會報指揮官會議中指裁示
事項，登入「防救災資訊系統」，
並利用該系統指派任務給相關
局處處理及管制案件；另需負責
案件追蹤管制工作，必要時（回
報內容未達要求）再重新指派相
關單位處置回報。 

(一) 各單位接獲通知後，將各單位報告

事項上傳「防救災資訊系統」，並

通知各機關首長(或副首長)與會

報告。 

(二) 於「防救災資訊系統」接獲工作會

報指示事項後，將辦理情形登入系

統回報。 

八 撤除通報 

(一) 向局長報告及請示撤除事宜，俟

局長請示縣長後，進入撤除作

業。 

(二) 製作鄉(鎮、市)撤除通報單，並

利用「同步傳真系統」傳真至本

縣各防災編組單位及本局各轄

區大隊、分隊。 

(三) 利用「簡訊傳呼系統」通知本縣

各防災編組單位、本局緊急應變

小組及各轄區大隊、分隊。 

災情案件由各相關單位依權責持續執行

及搶修監管，並返原機關依權責持續辦

理各項搶修復原作業。 

九 
災情彙整

結報 

將速報表及應變處置報告作結報，並

利用「防救災資訊系統」上傳資料及

將應變處置報告上傳消防局網站。 

配合將速報表及應變處置報告彙整結報

後，再返原機關依權責持續辦理後續事

宜。 

十 案件結報 
將受理災情案件作結報，並登入「防

救災資訊系統」。 

配合將受理災情案件結報後，再返原機

關依權責持續辦理後續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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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 

 

 

 

 

一、本要點依據災害防救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二、臺東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有效推行、掌控及管制各種災害防救應變

措施，依災害防救法設置「臺東縣災害應變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其任務如下：  

   （一）加強災害防救有關機關（單位）之縱向指揮、督導及橫向協調、聯

繫事宜，處理各項災害應變措施。 

   （二） 隨時瞭解並掌握各種災害狀況動態，即時通報相關單位及傳遞災情。 

   （三）災情及損害之蒐集、評估、處理、彙整與報告事項。 

   （四）緊急救災人力、物資調度，並主動提供支援協助。 

   （五）其他有關災害防救事項。 

三、本中心編組及架構如下： 

(一) 本中心係臨時任務編組，置指揮官一人，由縣長擔任，綜理本中心

災害應變事宜；置副指揮官一人，由副縣長或秘書長擔任，協助指

揮官綜理本中心災害應變事宜；置協同指揮官一人由本府參議兼

任，襄助指揮官處理本中心災害應變事宜；置執行長一人，由該災

害主管機關首長擔任，協助指揮官統籌災害應變指揮事宜。  

(二) 本中心由臺東縣(以下簡稱本縣)各防災編組單位組成，其編組及任

務分工詳如附件一。 

四、本中心災害權責主管機關、開設時機及進駐機關（單位）詳如附件二。 

五、本中心縮小編組及撤除時機如下： 

(一) 災害狀況已不再繼續擴大或災情已趨緩和，無緊急應變任務需求時，

經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或進駐機關提報，指揮官得決定縮小編組規

模，對已無執行緊急應變任務需要之進駐人員，予以歸建；由其他進

駐人員持續辦理必要之應變任務。 

(二) 災害緊急應變處置已完成，且後續復原重建可由各相關機關（單位）

自行辦理，無緊急應變任務需求時，經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提報

後，得以口頭或書面報告指揮官撤除本中心。 

六、本中心成立作業規定如下： 

(一) 重大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本縣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首長應

即以書面報告縣長有關災害規模與災情，並提出成立本中心之具體

建議，經縣長決定後，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即通知相關機關（單

位）進駐作業。但災害情況緊急時，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首長得

中華民國  九十 年 八 月二十四日府消救字第 0900012757 號函 頒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府消管字第 0976300186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 九 月二十三日府消管字第 0986300185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 四 月 三十 日府消管字第 0996300111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一 百 年 五 月 十 二 日府消管字第 1006300108 號函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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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口頭報告縣長，並於三日內補提書面報告。  

(二) 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通知相關機關（單位）進駐後，進駐機關（單

位）應立即指派辦理災害防救業務，熟稔救災資源分配、調度，並

獲充分授權之專責人員出席本中心各級開設之工作會報，統籌處理

各單位防救災緊急應變及相關協調事宜，並執行各項緊急災害應變

事宜。 

(三) 本中心依本法第二條第一款所列各類災害種類及第三條第六款所定

依法律規定或由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指定之災害，視災害狀況或應各

鄉（鎮、市）災害應變中心之請求，分級開設。 

(四) 平日由本縣消防局(以下簡稱消防局)、本縣警察局(以下簡稱警察局)

及本府民政處(以下簡稱民政處)人員共同因應災害通報及災害緊急

應變處置。於災害發生或有災害發生之虞時，經評估可能造成的危

害，接獲報案單位應立即通知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並通報各相關

機關（單位）派員進駐，召開工作會報提示相關防救災應變整備重

點事項後，由各機關（單位）自行積極推動執行或持續運作，展開

相關應變作業。 

(五) 本中心原則設於消防局四樓災害應變中心，供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

關及相關機關執行有關緊急應變措施及行政支援事項，有關資訊、

通訊等設施由消防局協助操作及維護。但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得

視處理緊急應變措施之需要，陳報指揮官決定另擇本中心之成立地

點，通知相關機關（單位）進駐，並負責相關幕僚作業，執行災害

應變措施。 

(六) 指揮官得視實際情形增派其他機關派員進駐，各分組主導機關亦得

視實際需要，報請指揮官同意後，通知其他機關派員參與運作。 

七、本中心進駐作業規定如下： 

(一) 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各防災編組機關（單位）進駐人員應掌握

各該機關緊急應變處置情形及相關災情，隨時向指揮官或副指揮官報

告處置狀況並通報相關機關。 

(二) 本中心開設運作期間，必要時得隨時召開工作會報，瞭解相關單位緊

急應變處置情形及有關災情，並指示相關應變措施；各進駐機關應於

工作會報提出報告資料。      

(三) 各防災編組機關（單位）進駐本中心之人員，應接受本中心指揮官之

指揮、協調及整合。對於長官指示事項、交辦案件或災情案件應確實

交接，值勤期間不得擅離崗位，以因應緊急事故處置。 

(四) 本中心撤除後，各進駐機關（單位）應詳實記錄本中心成立期間相關

處置措施，送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彙整、陳報；各項災後復原重建

措施由各相關機關（單位）依權責繼續辦理。 

八、多種重大災害發生之處理模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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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種重大災害同時發生時，相關之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首長，應即

報告本中心指揮官，決定是否分別成立災害應變中心，以因應各項災

害之指揮、督導與協調。 

（二）風災、水災及土石流災害等互有因果關係之災害伴隨發生時，本中心

指揮官原則指定消防局為主導單位。 

（三）本中心成立後，續有其他重大災害發生時，各該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

關首長，仍應即報請指揮官，決定是否併同已成立之災害應變中心運

作。 

九、本中心緊急聯絡資訊管理如下： 

(一) 本縣災害防救各編組單位之災害防救專責人員異動，應依「本縣災害

防救專責人員緊急聯繫電話測詴計畫」立即主動通報消防局更正。 

(二) 本中心為確保以上聯絡資訊能保持常新，由消防局依「本縣災害防救

專責人員緊急聯繫電話測詴計畫」採無預警方式辦理電話測詴。 

(三) 各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為辦理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或動員演練事

宜，得請消防局提供相關聯絡資料。 

十、本中心經費作業規定如下： 

(一) 本中心作業期間如逾用膳時間，由該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統一提供

餐點。 

(二) 作業時段如逾下班時段，得依規定向各該機關報領加班費或擇期補

休。 

(三) 經費如有不敷支應災害發生時之應變措施，則依災害防救法第四十三

條第二項規定，視需要情形調整當年度收支移緩濟急支應，不受預算

法第六十二條及第六十三條規定之限制。 

十一、執行本要點績優及不力人員，本府暨所屬各機關人員依「本府及所屬各

機關公務人員平時獎懲標準表」辦理獎懲，其他機關人員依各機關獎懲

規定辦理獎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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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臺 東 縣 災 害 應 變 中 心 各 編 組 及 任 務 分 工 表 

編組名稱 組成單位(人員)       任                                      務 

指揮官 本府縣長 綜理本中心災害應變事宜。 

副指揮官 副縣長或秘書長 協助指揮官綜理本中心災害應變事宜。 

協同指揮官 本府參議 襄助指揮官處理本中心災害應變事宜。 

執行長 災害主管機關首長 協助指揮官統籌災害應變指揮事宜。 

一 本縣消防局 

1. 掌理颱風、地震、火災及爆炸等災害成立應變中心事宜。 

2. 災情傳遞彙整及緊急快速通報各有關單位成立處理重大災害

緊急應變處理小組事宜。 

3. 執行傳達災害預報、警報消息、災情預估、災情蒐集及通報

有關事項。 

4. 負責災害現場人命搶救、救生、到院前緊急救護有關事宜。 

5. 災害及搶救過程彙整綜合報告事項。 

6. 督導各消防單位災害防救整備、災情蒐集及通報等事宜。 

7. 辦理本縣災害應變中心幕僚作業、防災教育訓練及演習事項。 

8. 辦理有關救災、救援、消防通訊等設施之充實及整備事項。 

9. 執行火災起火原因調查鑑定事項。 

10. 辦理公用氣體、實業用爆炸物經營事業之防災事項。 

11. 重大爆裂物爆炸事故現場搶救處理之相關事項 

12. 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二 本縣警察局 1. 掌理陸上交通事故等災害成立應變中心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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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調派警力執行災區警戒工作。 

3. 調派警力執行災區交通管制及秩序維護等工作。 

4. 調派警力協助屍體處理有關事項。 

5. 協助調派直昇機執行傷患後送及運送救災人員物資等工作。 

6. 調派外事人員執行外籍人士協調工作。 

7. 支援執行爆裂物拆除工作。 

8. 協調民防團隊支援救災工作。 

9. 辦理警政災情蒐集彙整及通報有關事項。 

10. 負責本縣山區進出管制工作。 

11. 11、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三 本府建設處 

1. 水災、旱災、空難、海灘、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輸電線路

災害成立應變中心事宜。 

2. 督導公民營事業有關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輸電線路、電信、

自來水等防災措施、搶修、維護及災情查報傳遞、統計彙整、

聯繫等事項。 

3. 負責辦理工商災害損失調查、登記及協助復原工作事宜。 

4. 辦理漏油、漏氣緊急處理配合事項。 

5. 招牌、廣告物巡查通報及災害列管。 

6. 建築物（含施工中）工程災害搶險與搶修協調、聯繫（含所

需機具、人員調配）及復原執行事宜。 

7. 建築物結構安全檢查鑑定事項。 

8. 危險建築物、構造物限制使用或拆除與應急補強事項。 

9. 災害時動員各類專家技術人員及營繕機械協助救災有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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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 

10. 災害時整備物資（營建工程建材、建築機具及防汛搶險器材）

之儲運、運用、供給。 

11. 辦理對受災建築物及其他設施之處理有關事項。 

12. 縣管河川及區域排水綜合性治水措施之執行、疏浚措施、河

川水位及洪水預警之提供與通報事項。 

13. 車、船、航空器等重大交通事故工程災害搶險與搶修復原執

行處理事宜。 

14. 辦理縣內道路、橋樑、堤防、相關公共工程及縣管河川、區

域排水之防洪設施搶修、搶險、復舊及災情查報傳遞統計事

宜。 

15. 防洪、防震、防風整備。 

16. 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四 本府農業處 

1. 掌理寒害、土石流、動物疫災、森林火災災害成立應變中心

事宜。 

2. 辦理農、漁、林、牧業災情查報、設施防護、搶修與善後處 

i. 理工作等事宜。 

3. 聯繫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東區糧食管理處台東辦事處供應調節 

i. 救災糧食事項。 

4. 防寒、防旱業務整備。 

5. 災害時救急物資（農作物種子、肥料）之儲備、運用、供給。 

6. 易生災害危險區域劃定管制。 

7. 推動農林業防災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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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動物及飼料衛生管理。 

9. 農業病蟲害防治。 

10. 有關農、林、漁、牧業災害緊急搶救及災情蒐集查報事項。 

11. 辦理有關農林水產設施災害復舊事項。 

12. 漁港、漁塭、漁船之搶救（修）及災情查報事項。 

13. 辦理農林作業、漁塭流失或埋沒、海水倒灌、漁船筏沉沒或 

i. 失蹤等災害救助（濟）有關事項。 

14. 督導各港埠防救災害有關事項。 

15. 其他有關漁業災害防救事項。 

16. 山坡地範圍內治山防洪野溪工程搶修、搶險。 

17. 負責船筏疏散至安全地帶事宜。 

18. 辦理有關山坡地安檢制度。 

19. 其他有關水土保持災害防救事項。 

20. 有關林木災害損失調查。 

21. 其他有關林務災害防救事項。 

22. 依據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辦理救助事項。 

23. 23、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五 本縣衛生局 

1. 掌理生物病原災害成立應變中心事宜。 

2. 辦理大量傷患緊急救護醫療有關事項。 

3. 災區救護站之規劃、設立、運作與藥品衛材調度事項。 

4. 醫療機構之指揮調配及提供災區緊急醫療與後續醫療照顧事

項。 

5. 災區民眾心理創傷之預防與輔導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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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災區防疫之監測、通報、調查及相關處理工作。 

7. 災區傳染病之防治與食品衛生管理事項。 

8. 督導各醫院、衛生所及衛生機構發生災害應變處理。 

9. 災害時救急物資（醫療器材、藥品）之儲備、運用、供給。 

10. 執行緊急醫療事項。 

11. 辦理災後家戶消毒衛生改善之輔導及傳染病之預防事項。 

12. 災後醫療設施之復舊。 

13. 13、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六 本縣環境保護局 

1. 掌理毒性化學物質災害及砂塵災害成立應變中心事宜。 

2. 負責災區環境消毒、廢棄物清理及污泥之清除處理及災區排

水溝、垃圾堆（場）公廁及戶外公共場所之消毒工作等事宜。 

3. 負責提供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搶救相關資訊及協助發生事故之

廠家處理善後事項。 

4. 提供化學物質災害搶救相關資訊及協助發生事故之廠家處理

善後事項。 

5. 災區飲用水水質抽驗事項。 

6. 辦理消毒藥品器材之支援供應。 

7. 辦理災害後嚴重污染區之污染防治事項。 

8. 空襲事故現場協助搶救處理之相關事宜 

9. ９、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七 本府民政處 
1. 辦理有關民政人員災情查報、預警通報、居民疏散撤離及協

助臨時災民收容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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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協助社會處辦理救濟事宜。 

3. 辦理罹難者喪葬處理有關事項。 

4. 協調動員國軍支援各項災害之搶救及災區復原等事宜。 

5. 協調國軍辦理空中人造雨及救旱有關運輸事項。 

6. 軍方支援部隊接待及給養調查事項。 

7. 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八 本府社會處 

1. 救災物資之籌備及儲存事項。 

2. 災民收容所之規劃、指定、分配布置管理事項。 

3. 災民之登記、接待、統計、查報及管理事項。 

4. 災民救濟口糧、救濟金應急發放事項。 

5. 各界捐贈物資之接受與轉發事項。 

6. 協助罹難者辦理喪葬善後有關事宜。 

7. 救災人員災害保險有關事宜。 

8. 安養院、福利機構等災害處理事項。 

9. 支援救災規劃。 

10. 結合民間團體推廣防災觀念。 

11. 臨時災民收容及人員傷亡、失蹤、住屋倒毀救助事項。 

12. 其他社會救助（濟）有關事項。 

13. 災民之就業與心理輔導。 

14. 有關勞工災害之搶救及復原重建工作等事宜。 

15. 辦理糧食供給、運用。 

16. 有關糧食倉儲、物資災害查報及處理。 

17. 其他有關糧食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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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物資儲備、運用、供給事項。 

19. 其他有關物資供給事項。 

20. 災區人員、物資之疏散運送。 

21. 有關社會福利機構災害預防事項。 

22. 辦理罹難補助款核定有關事項。 

23. 對受災建築物及其他設施之處理有關事項。 

24. 民間房屋設施之預檢工作及勘查統計民間災情等事宜。 

25. 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九 本府教育處 

1. 提供校舍作災民收容場所及人員支援事宜。 

2. 縣屬學校災害之協助處理事項。 

3. 各教育機關及機構防災教育、防災演練及災害處理事宜。 

4. 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十 本府地政處 
1. 辦理有關土地行政事項。 

2. 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十一 本府文化處 

1. 負責古蹟文物保護措施執行事項。 

2. 負責古蹟文物災損搶修（救）、災情彙整、查報、重建復原工

作事項。 

十二 本府觀光旅遊處 

1. 負責本縣離島地區旅遊客災害應變相關事項。 

2. 一般旅賓館災害善後復原之處理事項。 

3. 辦理有關都市發展計畫及都市建設之防災規劃。 

4. 易生災害區域劃定管制。 

5. 有關縣內觀光地區公共設施查報、復舊等有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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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十三 本府原住民行政處 

１、 有關原住民案件處理協調相關事項。 

２、 協助原住民災區搶修（救）、災情彙整、查報、辦理重建復

原工作事項。 

３、 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十四 本府財政處 

１、有關防救災害財源籌措及經費支用等相關事項。 

２、配合中央政策洽商金融機構協助辦理農、工、商業資金融通

及災民復建貸款事宜。 

３、通知稅捐處辦理有關災害稅捐減免事宜。 

４、辦理其他有關財政及業務權責事項。 

十五 本府主計處 

１、有關防救災害財源籌措及經費支用等相關事項。 

２、配合中央政策洽商金融機構協助辦理農、工、商業資金融通

及災民復建貸款事宜。 

３、通知稅捐處辦理有關災害稅捐減免事宜。 

４、辦理其他有關財政及業務權責事項。 

十六 
本府行政處 

（庶務科） 

１、辦理災害期間救災物資（救災裝備器材、救濟物、口糧）採

購、儲備、緊急供應及相關後勤支援事宜。 

２、負責災區救災人員飲食給養及寢具等供應事項。 

３、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十七 本府人事處 

１、 發布本縣停止上課、上班情形。 

２、督導本中心各編組單位進駐人員出席情形。 

３、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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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本府計畫處 

（新聞科） 

１、負責災情新聞發布與災害防救政令宣導等事項。 

２、 本中心與災區傳播媒體單位採訪接待、管理及災情發布內容 

管制相關事宜。 

３、 運用大眾傳播媒體報導災害、預警消息事宜。 

４、運用大眾傳播媒體加強防災宣導，普及民眾防災知識。 

５、相關目的事業主管對象災害之協助處理事宜。 

６、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十九 
本府行政處 

（法制科） 

１、 辦理有關災害法制、訴願及國家賠償事宜。 

２、 辦理災害發生後提供法律服務事宜。 

３、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廿 本府政風處 
１、 督導本中心各單位執行災害防救相關事項。 

２、 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廿一 本縣後備指揮部 

１、 協助強堵堤防、搶修交通、災民急救、災區重建復原工作

等事宜。 

２、辦理本中心相關災害支援救災工作事宜。 

３、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廿二 臺東地區指揮部 

１、協助強堵堤防、搶修交通、災民急救、災區重建復原工作等

事宜。 

２、辦理本中心相關災害支援救災工作事宜。 

３、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廿三 
海岸巡防總局東部

地區巡防局 

１、負責本縣沿岸相關災情查報事項。 

２、負責本縣漁港災情查報及漁、客船進出管制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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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廿四 

公路局第三區處臺

東工務段 

１、省公路、橋樑災害搶救（險）事項。 

２、 有關省公路、橋樑災情蒐集事項。 

３、 辦理省道交通設施災害復舊有關事項。 

４、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廿五 
臺灣電力股份有限

公司臺東營業處 

１、負責電力輸配、災害緊急搶修、截斷電源與災後迅速恢復供

電之復原等事宜。 

２、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廿六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

公司臺東營運處 

１、負責電信輸配、緊急搶救與電信恢復之復原等事宜。 

２、災區架設緊急通訊設備、器材設施事宜。 

３、 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廿七 
省自來水公司第十

區管理處 

１、負責自來水輸配水管線緊急搶修與復原等事宜。 

２、緊急調配供水事項。 

３、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廿八 鐵路局臺東車站 
 １、負責鐵路災害搶修、災情蒐集通報工作。 

２、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廿九 臺東縣農田水利會 

１、負責有關灌溉水利設施之搶救（險）事項。 

２、辦理有關灌溉水利設施災情蒐集事項。 

３、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三十 水利署第八河川局 

１、 縣內中央管河川防洪設施之洪水預警通報、災情蒐集查報

之提供事項。 

２、縣內中央管河川之搶修、搶險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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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三十一 水土保持局臺東分局 

１、山坡地範圍內治山防洪野溪工程搶修、搶險。 

２、其他有關水土保持災害防救事項。 

３、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三十二 林務局台東林管處 

１、執行傳達本縣堰塞湖災害預報、警報消息、災情預估、災情

蒐集及通報有關事項。 

２、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臺東縣災害應變中心災害權責主管機關、開設時機及進駐機關（單位）表 

編
號 

災害 
種類 

權責主 
管機關 
(以下單

位本府或

本縣省略 

開設 
層級 

開設時機 
進駐機關 

(以下單位本府或本縣省略) 

1 風災 消防局 

二級 

一、 中央氣象局預計八至十二小時後發

布海上、陸上颱風警報，且本縣在颱

風警戒區內。 

二、 縣長或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示成立。 

由消防局通知民政處、建設處、農業處、警察局、

計畫處、社會處、觀光旅遊處、東部地區巡防局

等機關（單位）派員進駐，進行防颱準備及宣導

事宜，並得視颱風強度及災情狀況，經報請指揮

官同意後，通知其他機關（單位）派員進駐。 

一級 

一、 中央氣象局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

報，且本縣在颱風警戒區內。 

二、 縣長或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示成立。 

由消防局通知本中心各防災編組機關（單位）派

員進駐，處理各項災害緊急應變事宜，並得視颱

風強度及災情狀況，經報請指揮官同意後，通知

其他機關（單位）派員進駐。 

2 水災 建設處 

二級 

經上級指示或氣象局連續發布豪雨特

報，二十四小時累計雨量達二百毫米以

上，經建設處研判有開設必要者。 

由建設處通知民政處、消防局、農業處、警察局、

計畫處、觀光旅遊處、社會處（單位）派員進駐，

並得視災情狀況，經報請指揮官同意後，通知其

他機關(單位)派員進駐。 

一級 

一、 經上級指示或氣象局布發超大豪雨

特報且二十四小時累計雨量達三百

五十毫米以上。 

二、 氣象局解除海上陸上颱風警報後，仍

持續發布超大豪雨特報。 

三、 經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或縣長指示開

由建設處通知本中心各防災編組機關(單位)派

員進駐，處理各項緊急應變事宜，並得視災情狀

況，經報請指揮官同意後，通知其他機關(單位)

派員進駐。 

附件二 



設。 

3 震災 消防局 

二級 

氣象局發布本縣發生六級以下震度之地

震，而本縣全部或部分地區有發生災害之

虞或發生災害時，認為有必要採取預防災

害之措施或災害應變對策時。 

由消防局緊急應變小組派員進駐，展開先期應變

作業，並請民政處、警察局進駐中心，啟動民政、

警察、消防災情查報系統，俾供指揮官作為一級

開設之參考及災情上傳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一級 

氣象局發布本縣發生地震強度達六級（烈

震）以上芮氏規模六點五級，或本縣通訊

系統中斷，災情查報傳遞無法順暢之際，

或震災影響範圍逾二個以上鄉（鎭、市），

估計有十五人以上傷亡、失蹤、大量建築

物倒塌或土石崩塌等災情發生時。 

由消防局通知本中心各防災編組機關(單位)派

員進駐，處理各項緊急應變事宜，並得視地震災

害造成之人員傷亡及災情狀況，經報請指揮官同

意後，通知其他機關(單位)派員進駐。 

4 

火災及

爆炸 

災害 

消防局  

一、 火災（爆炸）災害估計有十五人以上

傷亡、失蹤，災情嚴重者。 

二、 縣或有發生災害，認為有必要採取預

防災害之措施或災害應變對策時。 

三、 經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或縣長指示開

設。 

由消防局通知警察局、建設處、社會處、民政處、

衛生局、環境保護局、計畫處（新聞科）等機關

(單位)派員進駐，處理各項緊急應變事宜，並得

視災情狀況，經報請指揮官同意後，通知其他機

關(單位)派員進駐。 



5 旱災 建設處  

一、 公共給水缺水率達百分之三十以上

者。 

二、 農業給水缺水率達百分之五十以上

者。 

三、 經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或縣長指示開

設。 

由建設處通知警察局、教育處、農業處、消防局、

社會處、民政處、衛生局、計畫處(新聞科)、經

濟部水利署第八河川局、自來水公司第十區管理

處及臺東縣農田水利會等機關(單位)派員進

駐，處理各項緊急應變事宜，並得視災情狀況，

經報請指揮官同意後，通知其他機關(單位)派員

進駐或得以定期召開工作會議方式運作。 

6 

公用氣

體與油

料管線 

輸電線

路災害 

建設處  

一、 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估計有下列

情形之一，經建設處研判有開設必要

者： 

(一) 有十人以上傷亡、失蹤，且災情

嚴重，有持續擴大蔓延，無法有

效控制者。 

(二) 污染面積達一帄方公里以上，無

法有效控制者。 

二、 輸電線路災害估計有十五人以上傷

亡、失蹤或十所以上一次變電所全部

停電，預估在四十八小時內無法恢復

正常供電，且情況持續惡化，無法有

效控制者，經建設處研判有開設必要

者。 

三、 經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或縣長指示開

設。 

由建設處通知警察局、農業處、消防局、社會處、

民政處、衛生局、環境保護局、計畫處(新聞科)、

台灣中油股份公司台東營業區及當地各鄉鎮公

所、農田水利會及各公共事業單位等機關(單位)

派員進駐，進行各項緊急應變事宜，並得視災情

狀況，經報請指揮官同意後，通知其他機關(單

位)派員進駐。 



7 寒害 農業處  

一、 氣象局發布臺灣地區帄地氣溫將至

攝氏六度以下，連續二十四小時之

低溫特報，有重大農業損失等災情

發生之虞者，經農業處研判有開設

必要者。 

二、 經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或縣長指示開

設。 

由農業處通知衛生局、民政處、環境保護局、計

畫處(新聞科)及臺東縣農田水利會等機關(單

位)派員進駐，進行各項災害緊急應變事宜，並

得視災情狀況，經報請指揮官同意後，通知其他

機關（單位）派員進駐。 

8 土石流 農業處  

一、 土右流災害估計有十人傷亡、失

蹤，且災情嚴重。 

二、 經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或縣長指示開

設。 

由農業處通知警察局、消防局、建設處、社會處、

民政處、衛生局、環境保護局、臺東縣後備指揮

部、東部地區指揮部、計畫處(新聞科)及各公共

事業單位等機關(單位)派員進駐，進行各項緊急

應變事宜，並得視災情狀況，經報請指揮官同意

後，通知其他機關(單位)派員進駐。 

9 空難 建設處  

一、 航空器運作中發生事故，估計有十五

人以上傷亡、失蹤，且災情嚴重。 

二、 經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或縣長指示成

立時。 

由建設處通知警察局、消防局、社會處、民政處、

衛生局、環境保護局、臺東縣後備指揮部、東部

地區指揮部、計畫處(新聞科)、海岸巡防總局東

部地區巡防局及各公共事業單位等機關(單位)

派員進駐，進行各項緊急應變事宜，並得視災情

狀況，經報請指揮官同意後，通知其他機關(單

位)派員進駐。 



10 海難 建設處  

一、 本縣轄區內發生海難事故，船舶損害

嚴重，估計有十五人以上傷亡、失

蹤，且災情嚴重。 

二、 經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或縣長指示成

立時。 

由建設處通知警察局、消防局、社會處、民政處、

衛生局、環境保護局、農業處、臺東縣後備指揮

部、東部地區指揮部、計畫處(新聞科)、海岸巡

防總局東部地區巡防局等機關(單位)派員進

駐，進行各項緊急應變事宜，並得視災情狀況，

經報請指揮官同意後，通知其他機關(單位)派員

進駐。 

11 

陸上交

通事故 

警察局  

一、 估計有十五人以上傷亡、失蹤，且

災情嚴重，有擴大之虞，亟待救助。 

二、 重要交通設施嚴重損壞，造成交通

阻斷者。 

三、 經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或縣長指示開

設。 

由警察局通知消防局、建設處、社會局、民政處、

衛生局、臺東縣後備指揮部、東部地區指揮部、

計畫處(新聞科)、公路總局臺東工務段等機關

(單位)派員進駐，進行各項緊急應變事宜，並得

視災情狀況，經報請指揮官同意後，通知其他機

關(單位)派員進駐。 

12 

毒性化

學物質

災害 

環境保護

局 
 

一、 估計有十人以上傷亡、失蹤，且災情

嚴重，亟待救助。 

二、 污染面積達一帄方公里以上，無法有

效控制。 

三、 經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或縣長指示開

設。 

由環境保護局通知警察局、農業處、教育處、建

設處、社會處、衛生局、消防局、臺東縣後備指

揮部、東部地區指揮部、計畫處(新聞科)等機關

(單位)派員進駐，進行各項緊急應變事宜，並得

視災情狀況，經報請指揮官同意後，通知其他機

關(單位)派員進駐。 

13 

生物病

原災害 

 

衛生局 

二級 
國內傳染病之發生超過預期，且可能造成

民眾身體及財產之重大損失。 

由衛生局成立緊急應變小組，進行各項災害緊急

應變事宜，並得視災情狀況，經報請指揮官同意

後，通知其他機關（單位）派員進駐。 

一級 
一、 國內傳染病之發生超過預期，且可能

造成民眾身體及財產之重大損失。 

由衛生局通知警察局、環境保護局、社會處、建

設處、消防局、臺東縣後備指揮部、東部地區指



二、 經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或縣長指示成

立時。 

揮部、計畫處(新聞科)等機關(單位)派員進駐，

進行各項災害緊急應變事宜，並得視災情狀況，

經報請指揮官同意後，通知其他機關(單位)派員

進駐。 

14 

動物疫

災 

農業處  

一、 本縣發生甲類或人畜共通之動物傳

染病時，經評估有必要成立時。 

二、 國內或鄰近縣市發生甲類或人畜共

通之動物傳染病有擴散蔓延之虞時。 

三、 經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或縣長指示開

設。 

由農業處通知衛生局、環境保護局、警察局、消

防局、計畫處(新聞科)等機關（單位）派員進駐，

進行各項災害緊急應變事宜，並得視災情狀況，

經報請指揮官同意後，通知其他機關（單位）派

員進駐。 

15 

森林火

災 

農業處  

一、 森林火災被害面積達五十公頃以上

時，經農業處研判有開設必要者。 

二、 經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或縣長指示開

設。 

由農業處通知警察局、消防局、計畫處(新聞

科)、衛生局、環境保護局、民政處及臺東縣後

備指揮部、東部地區指揮部等機關（單位）派員

進駐，處理各項緊急應變事宜，並得視災害影響

程度及災情狀況，經報請指揮官同意後，通知其

他機關（單位）派員進駐。 

16 
砂塵災

害 

環境保護

局 

 三級 

空氣品質 PSI不良時，且 PM10為 150微克

/立方公尺(μg/m3)時。 

由環境保護局通知消防局及水利署第八河川局

相關人員進駐現場指揮站。 

（三級開設後，至少頇持續 4小時，並視揚塵污

染程度解除） 

二級 

一、 空氣品質 PSI非常不良時，且 PM10

為 350微克/立方公尺(μg/m3)時。 

二、 縣長指示成立。 

由環境保護局通知建設處、農業處、教育處、衛

生局、水利署第八河川局等機關（單位）派員進

駐，進行防制準備及宣導事宜，並得視風砂揚塵

強度及災情狀況，經報請指揮官同意後通知其他

機關（單位）派員進駐。 

（二級開設後，至少頇持續 4小時，並視揚塵污



染程度解除） 

一級 

一、空氣品質 PSI有害時，且 PM10為 420 

    微克/立方公尺(μg/m3)時。 

二、縣長指示成立。 

由環境保護局通知台東縣防止風砂揚塵聯合推

動小組各權責機關（單位）派員進駐，處理各項

災害緊急應變事宜，。 

（一級開設後，至少頇持續 4小時，並視揚塵污

染程度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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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災害應變中心受理報案各相關單位處置參考表 

災害狀況 相關處理單位 備考 

市區招牌吹落 

一、 建設處 

二、 警察局（交管、警戒） 

三、 三、消防分隊（人命搶救） 

 

農田排水阻塞 一、 一、農田水利會  

1.路樹倒塌 

2.淹水 

3.橋樑 

4.道路損壞 

省道(含台

9線、台 11

線、台 20

線、台 23

線及台 30

線等) 

一、 公路局臺東工務段 

二、 建設處 

三、 警察局（交管、警戒） 

四、 消防分隊（人命搶救） 

五、 原民處(原住民鄉鎮市轄區) 

 

市區計畫道

路內 

一、 建設處 

二、 警察局（交管、警戒） 

三、 消防分隊（人命搶救） 

四、 原民處(原住民鄉鎮市轄區) 

 

一般道路 

及鄉道 

一、 建設處 

二、 警察局（交管、警戒） 

三、 消防分隊（人命搶救） 

四、 原民處(原住民鄉鎮市轄區) 

 

路邊坡地、山坡地坍方 

一、 農業處水保科（土石流應變小組） 

二、 警察局（交管、警戒） 

三、 消防分隊（人命搶救） 

四、 原民處(原住民鄉鎮市轄區) 

 

電線桿倒塌 

一、 臺灣電力公司 

二、 建設處 

三、 警察局（交管、警戒） 

四、 消防分隊（人命搶救） 

 

人員疏散、撤離及收容 

一、 民政處（協助安置） 

二、 社會處（災害收容、救濟） 

三、 轄區鄉鎮市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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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消防局 

五、 警察局 

六、 計畫處(新聞發佈) 

房屋倒塌（半倒、全倒）、

屋頂掀開 

一、 警察局（交管、警戒） 

二、 消防分隊（人命搶救） 

三、 民政處（協助安置） 

四、 社會處（災害收容、救濟） 

五、 計畫處(新聞發佈) 

六、 轄區鄉鎮市公所 

 

公告管制 

一、 警察局 

二、 東巡局 

三、 計畫處(新聞發佈) 

 

綠島、蘭嶼遊客管制 

一、 觀光旅遊處   

二、 警察局  

三、 東巡局   

四、 計畫處(新聞發佈)  

五、 轄區鄉鎮市公所 

 

大地震   
一、 本府各局處 

二、 各鄉鎮市公所 
 



臺東縣災害應變中心
防救災資訊系統操作

臺 東 縣 消 防 局
災 害 管 理 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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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救災資訊系統－整體作業

1.應變中心開設

2.簽到

3.災情查報

4.任務指派

5.速報表

6.處置報告

7.工作會報

災害應變流程

8.觀測訊息

9.災情綜整

輔助功能

10.輔助功能

應變主要功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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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應變流程-1

時序 災情通報內容 系統操作 角色

1 中央氣象局發布XX警報 --

2 應變中心開設 2-1 登入 全員

2-2 應變中心開設管理 縣市管理

2-3-1 簽到 全員

3 觀測訊息 3-1 XX綜合資訊 全員

4 XX縣(市)中正路與中山路

口大樓倒塌(或積水)嚴重

2-4-2 查證受理案件 縣市

2-4-2 災情管制表 縣市

2-5-1 任務指派管理 縣市

2-5-2 任務指派回覆 局處

2-4-4 災情斑點圖 全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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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序 災情通報內容 系統操作 角色

5 上述災情傳出有人員傷亡

，需請中央支援調度資源

救災

2-4-2 災情管制表 (續報) (上傳) 縣市

2-4-3 傷亡人員清冊 縣市

6 工作會報 2-7-1 填寫速報表 局處

2-8-1 填寫應變處置報告 局處

2-9-1 工作會報管理 全員

2-9-4 上傳工作會報簡報 全員

3-2-1 災情總覽GIS 全員

7 應變中心撤除 2-3-1 簽退 全員

2-2 應變中心開設管理 縣市

登出 全員

災害應變流程

4



5

EMIS系統操作

1.帳號密碼/憑證登入

2. 應變中心開設

3. 簽到

4. 災情查報

5. 任務指派

6. 速報表

7. 處置報告

8. 工作會報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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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帳號密碼/憑證登入

【作業目的】
 提供使用者輸入帳號密碼，以登入應變中心入口網。

 提供使用者使用憑證登入應變中心入口網。

【使用時機】
 登入應變中心入口網，執行應變中心相關作業。

 登入臺東縣災害應變中心（http://210.241.40.36/center/user ）

【注意事項】
 進駐單位使用者利用該單位的群組帳號登入，但需再輸入姓名。

 各單位群組帳號為taitung加上單位座位分機號碼，例如:警察
局座位分機號碼705，群組帳號為taitung705，密碼與帳號相同。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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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帳號密碼/憑證登入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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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帳號密碼/憑證登入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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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應變中心開設

【檢視】下一層級的應變中心成立狀況
【歷程】專案開設歷程及明細

頁面位置：首頁 > 應變中心開設 > 專案開設 > 應變中心開設查詢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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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簽到

【作業目的】
 提供線上簽到功能及顯示簽到情形，進駐人員能在指定的電腦

（或地區）執行簽到作業。

【使用時機】
 進駐應變中心時。

【注意事項】

 若重複簽到系統顯示已簽到訊息。

 簽到後始可執行簽退作業。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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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簽到退簽到作業－系統展示

登入後，進行簽到作業

已簽到者，點選【簽到退】，可進行簽退作業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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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簽到退簽退作業－系統展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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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簽到退資料查詢－系統展示

頁面位置：首頁 > 應變中心開設 > 出席進駐 > 簽到退資料查詢

【簽到座位表】顯示目前已簽到的座位表，並提供列印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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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聞監看查詢

【作業目的】
 提供新聞監看查詢系統，可查詢到新聞台所報導的災情資料。
 目前中央已經有機制錄製新聞影像錄且有紀錄新聞監看資料。

並且將此資料同步到縣市，讓縣市也可利用此機制可以觀看到
中央所錄製該縣市的新聞資訊。

【使用時機】
 查詢已經登入新聞台報導新聞資料時。

【注意事項】
 縣市新聞監看查詢的機制可看到中央所新增的新聞監看檔與錄

影檔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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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聞監看查詢－系統展示

頁面位置：首頁 > 災情查報 > 新聞監看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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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歷史災情查詢－系統展示

頁面位置：首頁 > 進駐執勤 > 災情管制 > 災情彙整表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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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歷史災情查詢－系統展示

(1) 排序設定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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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歷史災情查詢－系統展示

(2) 歷程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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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歷史災情查詢－系統展示

(3) 歷程列印

【列印案件歷程】列印案件歷程文件

【列印全部案件】列印全部案件列表文件

【詳細】案件詳細資料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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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傷亡人員清冊

【作業目的】

 使用者可以查詢災情案件中的傷亡人員資訊，可以修改、刪除
傷亡人員資料。

【使用時機】

 應變中心成員欲查詢傷亡人員清冊時。

【注意事項】

 使用者必須擁有災情管制系統處理權限。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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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傷亡人員清冊－系統展示

頁面位置：首頁 > 進駐執勤 > 災情管制 > 傷亡人員清冊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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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傷亡人員清冊－系統展示

(1) 排序設定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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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傷亡人員清冊－系統展示

(2) 列印清冊

修改該筆紀錄

刪除該筆紀錄

列印傷亡清冊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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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災情斑點圖－系統展示

頁面位置：首頁 > 災情查報 > 災情斑點圖(GIS) 

頁面位置：首頁 > 一二級開設 > 災情查報 >災情斑點圖(GIS)

點選地圖上的斑點
顯示災情資料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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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指派任務查詢－系統展示

頁面位置：首頁 > 指派任務 > 指派任務查詢

點選回報次數
顯示任務處理過程明細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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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指派任務回覆－系統展示

頁面位置：首頁 > 指派任務 > 指派任務回覆

回覆任務處理狀況

災情案件明細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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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指派任務回覆－系統展示

(1) 回覆次數

點選回覆次數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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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指派任務回覆－系統展示

(2) 回覆次數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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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災情速報表

【作業目的】

 彙整地方災情，更新資料，俾利任務指派與災害搶救。

【使用時機】

 每三小時填報一次，每日共8報。

 每日0時、3時、6時、9時、12時、15時、18時、21時填報

【注意事項】

 使用者必須擁有災情管制系統處理權限。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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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災情速報表

選取填寫速報表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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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災情速報表

匯入上一報資料

31



32

6.災情速報表

審核確認
(填寫[核定人]和[聯絡電話]後)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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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災情速報表

填寫完成

33



附表-速報表填報分工表

 附表-速報表填報分工表

 附表-速報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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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災情速報表－查詢歷史報表

選取速報表查詢歷史報表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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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災情速報表－查詢歷史報表

4. 按下[查詢]

2. 指定查詢條件 (速報時間或
速報表兩者擇一)

1. 選擇專案 (預設為
現行專案)

3. 勾選查詢的報表
(若不勾選為所有報表)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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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災情速報表－查詢歷史報表

查詢結果 選擇要查
詢的報表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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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災情速報表－查詢歷史報表

選擇開啟或儲存

38



39

6.災情速報表－查詢歷史報表

選取速報表查詢速報表(縣市)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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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應變處置報告

顯示需填報項目 (根據使用者所屬機
關，僅顯示需填報的項目)

選取填寫
處置報告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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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應變處置報告

按下維護，進行維護 (若無相關
情況，請選擇無填報資料)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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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應變處置報告

匯入上一報資料
(將前一報的資料匯入)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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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應變處置報告

匯入上一報資料後
，可以進行編修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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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應變處置報告

3. 回上層

2. 新增1. 新增資料 (填報時間自動產生)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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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應變處置報告

已填報明細

45



附表-應變處置報告填報分工表

 附表-應變處置報告填報分工表

 附表-應變處置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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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應變處置報告－查詢處置報告

處置報告查詢處置報告(縣市)

47



48

7.應變處置報告－查詢處置報告

1. 選擇專案
(預設為現行專案)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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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應變處置報告－查詢處置報告

選擇開啟或儲存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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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工作會報事項查詢

頁面位置：首頁 > 工作會報 > 工作會報事項查詢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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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工作會報事項查詢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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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工作會報事項查詢

選取【工作會報】顯示
工作會報回覆畫面

52



53

8.工作會報事項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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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工作會報事項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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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工作會報事項查詢

頁面位置：首頁 > 工作會報 > 工作會報會議紀錄查詢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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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工作會報事項查詢

選取工作會報上傳工作會報簡報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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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上傳工作會報簡報

預設顯示目前開設中專案

1. 選擇欲上傳的檔案
2. 點選檔案上傳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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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功能

1.觀測訊息

2.災情綜整

3.個人帳號申請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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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觀測訊息

1-1 豪雨綜合資訊.........................P.88

1-2 颱風綜合資訊.........................P.89

1-3 水位綜合資訊.........................P.90

1-4 土石流綜合資訊.....................P.91

1-5 地震綜合資訊.........................P.92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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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觀測訊息

在此選取各類綜合資訊
需事前安裝『災害應變綜合資訊系統』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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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豪雨綜合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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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颱風綜合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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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水位綜合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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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土石流綜合資訊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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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地震綜合資訊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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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災情綜整

2-1 災情總覽GIS..........................P.111

2-2 道路通阻GIS..........................P.114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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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災情總覽GIS

災情總覽提供下列資訊：(資料來源：應變處置報告)
 應變中心成立情形(層級)

 警戒區劃設(處)

 土石流警戒區發佈(溪流數)

 強制撤離(人數)

 收容情形(處)

 人員傷亡(人數)

 產物及設施損失(金額：千元)

 房屋毀損(戶)

 火災件數(件)

 維生管線(戶)

 交通毀損(處)

 受困及搶救情形(人)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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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災情總覽GIS

選取災情綜整
災情總覽(GIS)                           

68



69

2-1 災情總覽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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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道路通阻GIS

選取災情綜整
道路通阻(GIS)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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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道路通阻GIS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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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道路通阻GIS

點選圖示
顯示通阻狀況

72



帳號申請

輸入網址：http://portal.ndppc.nat.gov.tw/portal/chinese/page/page

點選會員申請



帳號申請

輸入網址：http://portal.ndppc.nat.gov.tw/portal/chinese/page/page



帳號申請



帳號申請



帳號申請

登入後要填寫個人資料才可
進行權限申請



帳號申請



帳號申請

勾選適當的權限



風災震災火災爆炸災害災情通報填報規定 

 

一、依據： 

依據內政部（以下簡稱本部）九十九年八月九日「立法院九十九

年七月十三日三讀通過『災害防救法修正案』後續應配合訂定、

修正或廢止之法律、法規命令及行政規則」分工會議決議辦理。 

二、適用範圍： 

本規定所稱災情通報之適用範圍，係指災害防救法第三條第一項

第一款所定本部主管之風災、震災、火災、爆炸災害等相關之災

情通報。 

三、災害災情通報表報之種類如下： 

（一）即時報與非即時報表：各中央災害相關機關及其所屬機關

（構）依本通報作業規定應填報之報表，如附件 1，各式

報表之統計項目定義如附件 2，通報流程圖如附件 3（即

時報）及附件 4（非即時報）。 

（二）季報與年報：各中央災害相關機關應彙整上開災害災情，

定期製作災害災情季報與年報。  

四、即時報通報作業程序如下：   

（一）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成立後，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災害

應變中心進駐機關（單位），應迅速查明災情，填報即時

報表單，通報至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相關主管機關（單位）

彙總。 

（二）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成立後，各進駐機關（構）應本權責執

行任務，迅速查明災情，彙整所屬機關（構）及地方政府

之業管災情，隨時更新災情資料並填具即時報表單及災害

應變處置報告後，由本部彙整。 



五、即時報表單，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進駐機關（構）及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災害應變中心應於每日三時、六時、九時、十二時、

十五時、十八時、二十一時、二十四時彙整更新，必要時中央災

害應變中心得隨時請其提供。 

六、各中央災害相關機關暨所屬機關（構）、各直轄市、縣（市）政

府於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時，應於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網站或介

接各部會之資訊系統網站填報即時報表單與災害應變處置報

告。若資訊系統因故無法上線使用，另以紙本傳遞。 

七、非即時報表單分為災情明細表、災情統計表、彙總表三種，其通

報作業程序如下： 

（一）各直轄市、縣（市）災害應變中心開設結束後一個月內，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填報災情明細表，通報至中央

災害相關機關供填報災情統計表。 

（二）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結束後一個月內，各中央災害相關機關

所屬機關（單位）應填報災情明細表，通報至中央災害相

關機關供填報災情統計表。 

（三）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結束後二個月內，各中央災害相關機關

應填報災情統計表，通報行政院主計處及本部彙辦。 

八、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得訂定災害災情通報細部作業規定。 

九、各級機關（單位）相關人員，執行本規定通報作業有功人員，得

從優敘獎。 



速報表填報分工表 

即時報表單 

表 號 名       稱 中央彙整填報機關 台東縣彙整填報機關 

表 A1a 直轄市縣市政府重大災害災情速報表 內政部消防署 

停水:自來水公司 

停電:電力公司 

電信停話:中華電信 

道路:公路局、建設處 

橋梁:建設處 

表 A2a 重大災害危險區劃定速報表 內政部消防署 
劃定危險區域:災害業務主管機關 

開立勸導單:警察局、東巡局 

表 A3a 重大災害出動救災人員及裝備速報表 內政部消防署 

出動救災人員:消防局、警察局、東巡

局、國軍 

出動救災裝備: 消防局、警察局、東巡

局、國軍 

表 A4a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撤離人數統計表 民政司 民政處 

表 A5a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避難收容所開設統計表 內政部社會司 社會處 

表 A6a 救災賑濟物資發放統計表 內政部社會司 社會處 

表 A7a 災區志工人力志工服務統計表 內政部社會司 社會處 

表 A8a 淹水災情速報表 內政部消防署 建設處 

表 E3a 自來水相關機構重大災害災情速報表（災損部分） 經濟部水利署 自來水公司 

表 E4a 自來水相關機構重大災害災情速報表（受損用戶） 經濟部水利署 自來水公司 

表 E5a 重大災害災情速報表（水庫或堰壩） 經濟部水利署 無 

表 E6a 重大災害災情速報表（中央管河川、海岸、區域排水） 經濟部水利署 第八河川局 

表 E6b 重大災害災情速報表（地方管河川、海岸、區域排水） 經濟部水利署 建設處 

 



即時報

總計 搶修 復建

總計

台北縣

宜蘭縣

桃園縣

新竹縣

苗栗縣

台中縣

彰化縣

南投縣

雲林縣

嘉義縣

台南縣

高雄縣

屏東縣

台東縣

花蓮縣

澎湖縣

基隆市

新竹市

台中市

嘉義市

台南市

台北市

高雄市

金門縣

連江縣

表E6b 重大災害災情速報表(直轄市及縣（市）管河川、海岸、區

域排水)

速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核定人：                速報人：

備註：

一、核定人欄係由單位該時段進駐災害應變中心最高職級者或其職務代理人簽章（名）。

二、本表填報機關為各縣市政府管理直轄市及縣(市)管河川、海岸、區域排水單位。

復建及搶修概估經費(千元)
縣市別 工程件數

速報別：□初報 □續報(　) □結報

聯絡電話：(0) __________ (手機) __________

填報機關：                 　　災害名稱：____________　　　　　　　　　　　　　　　　　　　　　　　　　



應變處置報告填報分工表 
 

範例一：風災及水災 

名       稱 中央彙整填報機關 台東縣彙整填報機關 

壹、災情簡要 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風災：消防局，水災：建設處） 

貮、災害基本資料 

一、雨量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風災：消防局，水災：建設處） 

二、風速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風災：消防局，水災：建設處） 

三、河川水位 經濟部水利署 
中央管河川：第八河川局 

地方管河川：建設處 

參、應變作為 

一、縣市成立災害應變中心情形 內政部消防署 
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風災：消防局，水災：建設處） 

二、警戒區域劃設情形 內政部消防署 
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風災：消防局，水災：建設處） 

三、土石流警戒區發佈情形 農委會水保局 農業處 

四、登山聯繫 內政部警政署 警察局 

五、大陸漁工安置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東部地區巡防局 

六、各地停止上班上課情形 內政部消防署 人事處 

肆、撤離、勸離及

收容情形 

一、撤離人數 內政部警政署、民政司 民政處 

二、收容情形 內政部社會司 社會處 

三、救濟物質發放 內政部社會司 社會處 

伍、災情統計 
一、人命傷亡 內政部消防署 

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風災：消防局，水災：建設處） 

二、維生管線災情 經濟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建設處 



三、交通狀況 

（一）交通阻斷與搶修 

交通部、行政院原住民族

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內政部營建署 

省道：公路局台東工務段 

縣道：建設處 

鄉道：建設處 

原住民族地區部落主要聯外道路:

原住民族行政處 

農路:農業處 

市區道路: 建設處 

（二）橋梁封閉 

交通部、行政院原住民族

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內政部營建署 

省道：公路局台東工務段 

縣道：建設處 

鄉道：建設處 

原住民族地區部落主要聯外道路:

原住民族行政處 

農路:農業處 

市區道路: 建設處 

（三）鐵路停駛情形 交通部 鐵路局 

（四）航空交通停班情形 交通部 建設處 

（五）地區淹水情形 經濟部 建設處 

四、水利設施損害搶修 經濟部 
中央管河川：第八河川局 

地方管河川：建設處 

五、農林漁牧產物及設施災情損失 農委會 農業處 

六、其它：例如路樹、路燈、市招等設施損壞情形  
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風災：消防局，水災：建設處） 

陸、支援縣市災害應變處理情形 內政部消防署 消防局 

救災人力裝備及執行情形 

國防部、內政部消防署、

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內

政部警政署、海巡署 

臺東縣後備指揮部、消防局、

警察局、東部地區巡防局 

救災應變隊整備 國防部 臺東縣後備指揮部 



國軍於災害高危險地區預置兵力 國防部 臺東縣後備指揮部 

柒、派遣直昇機執行救援任務 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 消防局 

捌、重點處置作為 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風災：消防局，水災：建設處） 

 

 
 

 

 
 

 

 
 

 

 
 

 

 
 

 

 
 

 

 
 

 



範例二：地震災害 
名       稱 中央彙整填報機關 台東縣彙整填報機關 

壹、災情簡要 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消防局 

貮、災害基本資料 

一、地震規模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消防局 

二、最大震度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消防局 

三、海嘯警報發布 經濟部水利署 消防局 

參、應變作為 

一、縣市成立災害應變中心情形 內政部消防署 消防局 

二、警戒區域劃設情形 內政部消防署 消防局 

三、登山聯繫 內政部警政署 警察局 

四、大陸漁工安置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東部地區巡防局 

五、各地停止上班上課情形 內政部消防署 人事處 

肆、撤離、勸離及

收容情形 

一、撤離人數 內政部警政署、民政司 民政處 

二、收容情形: 開設收容所 內政部社會司 社會局 

居民安置營區 國防部 臺東縣後備指揮部 

三、救濟物質發放 內政部社會司 社會局 

伍、災情統計 

一、人命傷亡 內政部消防署 消防局 

二、維生管線災情 經濟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建設處 

三、交通狀況 

（一）交通阻斷與搶修 

交通部、行政院原住民族

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內政部營建署 

省道：公路局台東工務段 

縣道：建設處 

鄉道：建設處 

原住民族地區部落主要聯外道路:

原住民族行政處 

農路:農業處 

市區道路: 建設處 

（二）橋梁封閉 
交通部、行政院原住民族

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

省道：公路局台東工務段 

縣道：建設處 

鄉道：建設處 



會、內政部營建署 原住民族地區部落主要聯外道路:

原住民族行政處 

農路:農業處 

市區道路: 建設處 

（三）鐵路停駛情形 交通部 鐵路局 

（四）航空交通停班情形 交通部 建設處 

（五）地區淹水情形 經濟部 建設處 

四、水利設施損害搶修 經濟部 
中央管河川：第八河川局 

地方管河川：建設處 

五、農林漁牧產物及設施災情損失 農委會 農業處 

六、其它：例如路樹、路燈、市招等設施損壞情形  
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風災：消防局，水災：建設處） 

陸、支援縣市災害應變處理情形 內政部消防署 消防局 

救災人力裝備及執行情形 

國防部、內政部消防署、

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內

政部警政署、海巡署 

臺東縣後備指揮部、消防局、

警察局、東部地區巡防局 

救災應變隊整備 國防部 臺東縣後備指揮部 

國軍於災害高危險地區預置兵力 國防部 臺東縣後備指揮部 

柒、派遣直昇機執行救援任務 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 消防局 

捌、重點處置作為 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消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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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利颱風災害應變處置報告 

資料統計截止時間：5月 10日 15時 

資料報告彙整時間：5月 10日 16時 

壹、 災情簡要（資料來源：本縣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一) 雨量：目前 24 小時累積雨量以台東市(台東觀測站)64.5 釐米最多,其

次以東河鄉(都蘭觀測站)63.0釐米。 

(二) 風速：目前瞬間陣風以蘭嶼鄉 8級最強。 

(三) 河川水位：目前水位皆未達警戒值。 

(四) 災害應變中心開設：臺東縣災害應變中心於 100 年 05 月 09 日 10 時成

立二級開設，目前 16鄉鎮市災害應變中心同步二級開設，  

(五) 警戒區域劃設：100年 05月 09日 16時 00分起，公告本縣「境內海岸

線（大武至長濱）、蘭嶼、綠島沿線之漁港、海岸等區域範圍」為管制

區。 

(六) 疏散撤離：目前無撤離。 

(七) 橋梁封閉：目前無橋樑封閉。 

(八) 鐵路行駛：正常行駛。 

(九) 航空交通：正常行駛。 

貮、災害基本資料  
一、雨量（統計 09日 15時至 10日 15時止）（單位：釐米） 

（資料來源：本縣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地區 雨量 

卑南(知本) 63.0 

長濱(長濱) 60.0 

東河(都蘭) 57.5 

綠島(綠島) 51.0 

  

二、風速（資料來源：本縣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地區 瞬間陣風（級） 

台東 無數據(小於 6級) 

成功 無數據(小於 6級) 

蘭嶼 8 

綠島 無數據(小於 6級) 

大武 無數據(小於 6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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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河川水位（資料來源：中央管河川：第八河川局） 

 地方管河川：建設處 

河川名稱 水位站名稱 一級警戒水位 最高水位 最高水位發生時間 

南台東 知本(3) 55 52.29 
2011/5/10 

下午 15:00:00 

南台東 利嘉(2) 110 104.66 
2011/5/10 

下午 15:00:00 

卑南溪 延平  153.93 
2011/5/10 

下午 15:00:00 

卑南溪 台東大橋 31.3 23.17 
2011/5/10 

下午 15:00:00 

卑南溪 新武呂(4) 320.5 316.64 
2011/5/10 

下午 15:00:00 

卑南溪 大崙  368.17 
2011/5/10 

下午 15:00:00 

卑南溪 瑞源  160.79 
2011/5/10 

下午 15:00:00 

參、應變作為 

一、縣市成立災害應變中心情形 

（資料來源：本縣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臺東縣災害應變中心於 100年 05月 09日 10時 00分成立二級開設。 

類別 成立數 鄉鎮市名稱 

鄉鎮市 16 

台東市、卑南鄉、延平鄉、鹿野鄉、海端鄉、

池上鄉、東河鄉、成功鎮、蘭嶼鄉、太麻里

鄉、金峰鄉、大武鄉、達仁鄉、關山鎮、綠

島鄉、長濱鄉 

備註： 

二、 警戒區域劃設情形 （資料來源：本縣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縣市別 

劃定數 執行情形 

低窪地

區 
山區 海邊 河川 

勸導單 

開立數 

舉發單 

開立數 

卑南鄉 0 1 1 1 0 0 

長濱鄉 0 1 1 1 0 0 

達仁鄉 0 1 1 1 0 0 

海端鄉 0 1 1 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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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劃定數 執行情形 

低窪地

區 
山區 海邊 河川 

勸導單 

開立數 

舉發單 

開立數 

鹿野鄉 0 1 1 1 0 0 

延平鄉 0 1 1 1 0 0 

池上鄉 0 1 1 1 0 0 

太麻里鄉 0 1 1 1 0 0 

臺東市 0 1 1 1 0 0 

蘭嶼鄉 0 1 1 1 0 0 

大武鄉 0 1 1 1 4 0 

金峰鄉 0 1 1 1 0 0 

成功鎮 0 1 1 1 0 0 

東河鄉 0 1 1 1 0 0 

關山鎮 0 1 1 1 0 0 

綠島鄉 0 1 1 1 1 0 

合計 0 16 16 16 5 0 

備註： 

三、土石流警戒區發佈情形 （資料來源：農業處） 

縣市 

土石流警戒區 

黃色警戒 紅色警戒 合計 

土石流潛

勢溪流

（條） 

座落 

鄉鎮 

座落 

村里 

土石流潛

勢溪流

（條） 

座落 

鄉鎮 

座落 

村里 

土石流潛勢

溪流（條） 
狀態 

 0   0   0  

合計 0   0   0  

   註：警戒作為： 

      1.黃色警戒（預測雨量大於土石流警戒基準值）：地方政府應進行疏散避難勸告。 

      2.紅色警戒（實際降雨已達土石流警戒基準值）：地方政府得依各地區當地雨量及實際 

        狀況進行指示撤離強制疏散。 

四、 登山聯繫  （資料來源：警察局） 

經勸導 

未上山 

入山民眾處置作為 

勸導前 

已入山 

經聯繫 

已下山 

經聯繫 

正下山中 

經聯繫 

就地避難 

尚未 

聯繫上 

件次 人數 件次 人數 件次 人數 件次 人數 件次 人數 件次 人數 

    11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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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五、 大陸漁工安置  （資料來源：東部地區巡防局） 

時間 安置船上人數 安置岸上處所人數 共計 

5月 10 日 10時 125人 59船  125人 

    六、各地停止上班上課情形（資料來源：人事處） 

         今日皆正常上班上課。 

肆、撤離及收容情形：  

一、撤離人數  （資料來源：民政處） 

縣市

別 

鄉鎮市

別 
村里別 地點 

預計撤 

離人數 

實際撤 

離人數 
撤離時間 收容處所 備註 

         

         

         

         

         

         

         

合計    0 0    

二、收容情形：（資料來源：社會處） 

開設收容所 0處，收容 0人。 

 

縣市別 
鄉鎮 

市別 

收容所 開設 

時間 
撤除時間 

收容

人數 
備  註 

小計 名稱 

1        

2        

3        

4        

5        

6        

 

居民安置營區計 0處，收容 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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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部隊規劃居民收容安置營區一覽表 

區分 
第 3 作戰區 

（北部） 

第 5作戰區 

（中部） 

第 4作戰區 

（南部） 

第 2作戰區 

（東部） 

安置營區 處 處 處 處 

小計 處 

收容能量 人 人 人 人 

小計 人 

三、救濟物質發放（資料來源：社會處） 

發放 

時間 
縣市別 

鄉鎮市

別 
地點 

受困 

人數 

發放物質 
備註 

品名 單位 數量 

    0   0  

    0   0  

 合計    0   0  

（備註：本表適用於受困災區填報） 

伍、災情統計： 

一、人命傷亡 （資料來源：本縣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縣市別 死亡（人） 失蹤（人）    受傷（人） 備註 

台東市 0 0 0  

卑南鄉 0 0 0  

合計 0 0 0  

（備註：人員清冊另製作附表） 

二、維生管線災情  

單位

別 
項目 

影響

數目 
搶修完成（戶、處） 尚待修復（戶、處） 備註 

經濟

部 
自來水 0 0 0  

 電力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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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別 
項目 

影響

數目 
搶修完成（戶、處） 尚待修復（戶、處） 備註 

瓦斯 0 0 0  

國家

通訊

傳播

委員

會 

電信（市話） 0 0 0  

電信 

（基地台） 
0 0 0  

三、交通狀況  

（一）交通阻斷與搶修（資料來源：交通部） 

項目 災害總數（處） 已搶通（處） 搶修中（處） 備註 

國道 0 0 0  

省道 0 0 0  

代（自）

養縣道 
0 0 0  

鄉道 0 0 0  

原住民族

地區部落

主要聯外

道路 

0 0 0  

農路 0 0 0  

市區 

道路 
0 0 0  

合計 0 0 0  

（備註：道路損失清冊另製作附表） 

 （二）橋梁封閉（資料來源：交通部） 

項目 封閉總數（處） 已解封（處） 封閉中（處） 備註 

國道 0 0 0  

省道 0 0 0  

代（自）

養縣道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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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道 0 0 0  

原住民族

地區部落

主要聯外

道路 

0 0 0  

農路 0 0 0  

市區 

道路 
0 0 0  

合計 0 0 0  

（三）鐵路停駛情形（資料來源：鐵路局） 

路段 停開/恢復行使列車 

  

  

（四）航空交通停班情形 

時間 航空公司取消航班 

05/09  15:55 德安航空取消航班 

05/10  08:10 德安航空取消一班前往綠島航班 

05/10  11:35 德安航空取消一班前往蘭嶼航班 

05/10  13:10 德安航空取消一班前往蘭嶼航班 

電話：089-362527〈豐年機場航務組〉 

（五）地區淹水情形（資料來源：建設處） 

縣市別 地點 開始淹水時間 淹水情形 備  註 

     

四、水利設施損害搶修（資料來源：第八河川局、建設處） 

設施別 受損數 搶修完成 搶修中 備註 

河堤 0 0 0  

海堤 0 0 0  

五、農林漁牧產物及設施災情損失（資料來源：農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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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別 合計 

農林漁牧業產物損失 農林漁牧業民間設施損失 

小計 農產 畜禽 漁產 林產 小計 農田及農
業設施 

畜禽設
施 

漁民漁
業設施 

臺東縣 0 0 0 0 0 0 0 0 0 0 

總計 0 0 0 0 0 0 0 0 0 0 

六、其它〈例如路樹、路燈、市招等設施損壞情形〉： 

陸、支援縣市害應變處理情形 

提供支援單位 支援縣市別 支援項目 
支援機具設備 

（數量） 
支援人力 

   0 0 

合計   0 0 

救災人力裝備及執行情形（資料來源: 國軍、消防局、警察局、東部地區巡

防局） 
                                                               

人員、 

裝備及任務                  

國軍 
消防（含

義消） 
空勤人員 

警察（含義

警、民防） 
海巡人員 合計 

出動人員（次）   0 3  0  327  145  475 

直升機（架次）   0 0  0  0  0  0 

空中偵照機（架次）   0 0  0  0  0  0 

各式車輛（次）   0 1  0  0  34  35 

艦艇(含橡皮艇)（艘）   0 0  0  0  2  2 

各式機具（部）   0 0  0  0  0  0 

救出災民（數）   0 0  0  0  0  0 

運送物資（噸）   0 0  0  0  0  0 

運送口糧（份）   0 0  0  0  0  0 

土石及垃圾清運（噸）   0 0  0  0  0  0 

消毒面積（平方公尺）   0 0   0   0   0   0 

備註：表內數據為累計(單筆新增) 

 

 

救災應變隊整備：第一救災應變隊計 293人，於受命 10分鐘內出發，第二救災

應變隊計 470人，於受命後 3小時內出發，兵力合計 763人。（資料來源：國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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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本島各作戰區救災應變隊一覽表 

區分 
第 3作戰區 

（北部） 

第 5作戰區 

（中部） 

第 4作戰區 

（南部） 

第 2作戰區 

（東部） 

第一應變隊兵力    293 

地點    台東縣 

小計 293人 

第二應變隊兵力    470 

地點    台東縣 

小計 470人 

 

國軍於災害高危險地區預置兵力合計 136人、機具 4類 30輛。（資料來源：國軍） 

國軍部隊兵力及機具裝備預置區一覽表 

區分 
第 3作戰區 

（北部） 

第 5作戰區 

（中部） 

第 4作戰區 

（南部） 

第 2作戰區 

（東部） 
合計 

投入地點    臺東縣  

前推兵力    136 136 

預置機具    4類 30輛 4類 30輛 

柒、派遣直昇機執行救援任務 

（一）本日執行成果統計表 

縣市

別 

鄉鎮

別 

執行案件 
物資運送 

（公斤） 

運送救災人員

(人) 

傷患及災民救

援後送（人） 
空勘 屍體運送 

出動空中救

災人次 
出動總架次 

國軍 
空勤 

總隊 
國軍 

空勤 

總隊 
國軍 

空勤 

總隊 
國軍 

空勤 

總隊 
國軍 

空勤 

總隊 
國軍 

空勤 

總隊 
國軍 

空勤 

總隊 
國軍 

空勤 

總隊 

台東

縣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小計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總計 0 0 0 0 0 0 0 0 0 

（二） 

 

執行案件 
物資運送 

（公斤） 

運送救災人員

(人) 

傷患及災民救

援後送（人） 
空勘 屍體運送 

出動空中救

災人次 
出動總架次 

國軍 
空勤 

總隊 
國軍 

空勤 

總隊 
國軍 

空勤 

總隊 
國軍 

空勤 

總隊 
國軍 

空勤 

總隊 
國軍 

空勤 

總隊 
國軍 

空勤 

總隊 
國軍 

空勤 

總隊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小計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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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案件 
物資運送 

（公斤） 

運送救災人員

(人) 

傷患及災民救

援後送（人） 
空勘 屍體運送 

出動空中救

災人次 
出動總架次 

國軍 
空勤 

總隊 
國軍 

空勤 

總隊 
國軍 

空勤 

總隊 
國軍 

空勤 

總隊 
國軍 

空勤 

總隊 
國軍 

空勤 

總隊 
國軍 

空勤 

總隊 
國軍 

空勤 

總隊 

總計 0 0 0 0 0 0 0 0 

捌、重點處置作為（資料來源：本縣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一、消防局： 

1、本縣於 10時 00分成立台東縣艾利颱風災害應變中心。 

2、通報沿海海岸線鄉鎮市公所開設災民收容所及加強整備，必要時供轄內        

   災民疏散避難之用。 

二、東巡局： 

   1、大陸漁工安置情形：目前在港大陸船員計有新港 51船 111人、伽藍 8 

  船 14人，合計 59船 125人，皆安置於船上。 

   2、5月 9日 16時至 10日 10時止觀浪勸離人車統計：岸際（23 車 107 人）， 

  港口（0車 2人）總計（23車 109人），開立勸導單 5張。 

三、台東市公所： 

於 5 月 10 日上午 8 點 50 分進行台東市 87 號、88 號、四維及馬亨亨大排的

出海口清淤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