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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第一節 計畫概述 

壹、 依據  

災害防救法第20條第3項。 

貳、 目的  

為健全災害防救體系，強化災害之預防、災害發生時之緊急應變

及災後之復原重建措施，擬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及相關單位執行災害

防救事務之依據，以提升鎮民災害防救意識、減輕災害損失、保障鎮

民生命財產安全。  

參、 構成及內容  

本計畫計包括總則、災害預防、災害緊急應變、災後復原重建及

執行與評估等項目，除總則外，其餘乃基於不同類型災害，亦即風災、

水災、震災、土石流災害等及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災害，在災前減災、

整備、災時應變、災後重建等各階段災害防救工作的對策與措施，以

供災害防救業務相關單位、公共事業遵循或參考使用，健全推動落實

災害防救體系，俾能減少災害發生與民眾生命財產損失，進而建立低

災害風險並邁向永續發展之城鄉與家園。  

肆、 與其他計畫間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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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係依據災害防救法第20條第3項及災害防救基本計畫、相

關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及地區災害潛勢特性，擬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經本鎮災害防救會報核定後實施，並報縣府災害防救會報備查。  

伍、 實施步驟  

針對本鎮各災害防救業務權責單位所主管之災害，律定各相關單

位平時應執行災害預防、災時緊急應變措施與災後復原重建機制，以

因應災害防救任務需求。支付災害救助、災害應變及災害防救所需經

費，應確實依災害防救法第四十三條及其施行細則等相關規定，本移

緩濟急原則籌措財源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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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本鎮地區特性 

壹、 地理環境 

關山鎮位台東縣北部、花東縱谷的南段，東經 121.13 度、北緯

23.08 度，東以海岸山脈與東河鄉為界、北與池上鄉接壤、西鄰中央

山脈的海端鄉、南邊則是鹿野鄉。距台東市約 42 公里。行政區域劃

分 7 里、135 鄰。 里壠里、中福里、新福里、電光里、德高里、豐

泉里、月眉里。 

關山鎮是由海岸山脈、中央山脈二面夾山而成的山城，山麓地帶

森林蓊鬱，草澤遍野，新武呂溪由大關山出海端，經由本鎮北端，貫

流後向南會鹿野溪注入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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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關山鎮行政區域圖 

貳、 氣候概述 

關山鎮位於北迴歸線以南，屬熱帶季風型，年均溫 24℃左右。

四季氣溫春季 23.6℃、夏季 37.5℃、秋季 24.6℃、冬季 19.4℃、一月

均溫 18.9℃、七月均溫 27.8℃，全年氣溫變化不大，四季劃分不甚顯

著，關山鎮位於花東縱谷平原南段，有卑南溪流過，東為海岸山脈，

西為中央山脈。關山鎮屬熱帶季風氣候。年雨量 2,000 公釐，平均溫

度 23.7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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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地形與地質概要 

一、 地形 

關山鎮處於花東縱谷平原南段，西鄰中央山脈、東鄰海岸山

脈，是狹長且平直的河谷地形，海拔高度大約在 500 公尺以下，屬

於斷層谷的地形，有許多從中央山脈沖積堆積而成的麓鹿沖積扇，

而卑南大溪內擁有相當豐富的河階地形，在土壤表層有很深的紅土

層和礫石層，關山鎮是地貌相當豐富的地區。 

二、 水文 

新武呂溪由大關山出海端，經由本鎮北端，貫流後向南會鹿野

溪注入太平洋。關山地區地下水位多在地面下五公尺間，地下水位

之變化只有豐枯季節性之變化，即每年九、十一月為高水位期，三、

四月為低水位期，地下水波動全受降雨週期之支配，降雨大小直接

影響水位之升降。 

肆、 面積與人文 

一、 面積 

總面積約 58.735 平方公里，占全縣總面積的 1.67%，關山鎮與

池上鄉及鹿野鄉為鄰，同為縱谷地貌，地勢平坦適合農業發展。 

二、 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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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關山鎮共設 7里，135鄰，有住家 3,157戶，總人口 8,703

人，其中原住民人口有 2,366人，佔全鎮總人口 27%，以阿美族為

最多，其餘居民大都為世居關山之「閩南」及「客家」兩大語系人

士。 

表 1-1 關山鎮人口統計表 

年月別 戶數 
人口統計 原住民人口 

總計 男 女 計 男 女 

88 年 3,082 11,224 6,051 5,173 2,408 1,319 1,089 
89 年 3,104 11,020 5,934 5,086 2,374 1,310 1,064 
90 年 3,117 10,962 5,864 5,098 2,368 1,288 1,080 
91 年 3,134 10,821 5,794 5,027 2,409 1,315 1,094 
92 年 3144 10,624 5656 4,968 2,386 1,282 1,104 
93 年 3168 10,421 5562 4,859 2,372 1,270 1,102 
94 年 3193 10,297 5471 4,826 2,375 1,262 1,113 
95 年 3,168 10,095 5,355 4,740 2,369 1,255 1,114 
96 年 3,177 9,987 5,280 4,707 2,431 1,287 1,144 
97 年 3,187 9,880 5,219 4,661 2,373 1,261 1,112 
98 年 3,209 9,849 5,173 4,676 2,404 1,259 1,145 
99 年 3,232 9,715 5,087 4,628 2,429 1,271 1,158 

100 年 3,231 9,559 5,017 4,542 2,436 1,267 1,169 
101 年 3,244 9,436 4,958 4,478 2,426 1,261 1,165 
102 年 3,254 9,312 4,882 4,430 2,403 1,240 1,163 
103 年 3,238 9,198 4,821 4,377 2,345 1,218 1,130 
104 年 3,196 8,923 4,685 4,238 2,336 1,217 1,119 
105 年 3,188 8,811 4,605 4,206 2,319 1,191 1,128 
106 年 3,179 8,742 4,542 4,200 2,326 1,190 1,136 
107 年 3,157 8,703 4,522 4,181 2,366 1,200 1,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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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災害潛勢分析與歷史災情說明 

本鎮較高災害潛勢特性為颱洪災害與坡地災害，次為地震災害，

其說明所示。 

壹、 土石流災害潛勢 

關山鎮境內由農委會水土保持局所公佈的土石流潛勢溪流計有4

條，德高里內 1 條，東縣 DF021 有保全住戶；月眉里內 2 條，東縣

DF022、東縣 DF023 均有保全住戶；電光里內有 1 條，東縣 DF027

有 1 保全住戶。土石流發生潛勢，中災害潛勢溪流有 2 條，低災害潛

勢溪流有 2 條，土石流基本資料如下表 1-2 所示。 

表 1-2 關山鎮內土石流潛勢溪流基本資料表 

土石流編號 村里 溪流名稱 地標 保全住戶 發生潛勢 

東縣 DF021 德高里 卑南溪 永盛 1 戶 低 

東縣 DF022 月眉里 卑南溪 明霄九殿 5 戶以上 中 

東縣 DF023 月眉里 卑南溪 山順橋 1~4 戶 中 

東縣 DF027 電光里 卑南溪 南興橋 1 戶 低 

資料來源：水土保持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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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東北季風揚起，卑南溪床刮起陣陣飛沙，加上歷年來的颱風

將河床植生沖毀，沙塵成為關山鎮卑南溪沿岸地災害，值得環保單位

盡速規劃因應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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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土石流潛勢溪流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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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土石流潛勢溪流處理等級 

鄉鎮別 數目 高潛勢 中潛勢 低潛勢 持續觀察 

關山鎮 4 0 2 2 0 

總計 4 0 2 2 0 

表 1-4 關山鎮歷史災害資料表 

年
度 

災害 鄉
鎮 

致災點 
座標 

照片 
X Y 

102 天兔颱風 關山鎮 電光里

南興 13

鄰入口

處，溪水

漲淹橋

面，淤泥

沖刷，影

響車輛

通行 

268109    2542764 

 

99 萊羅克颱風 關山鎮 關山鎮

德高四

號堤坊

有潰堤

之虞 

269810    2552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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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度 

災害 鄉
鎮 

致災點 
座標 

照片 
X Y 

102 天兔颱風 關山鎮 紅石溪

東五線

下游淤

積，土石

流水溢

流入農

田 

266518    2547047 

 

102 天兔颱風 關山鎮 隆興清

水段 428

地號，因

河床暴

漲，水淹

稻田 2

公頃 

266518   

H:214 

2547047 

 

102 天兔颱風 關山鎮 關山鎮

月眉里

山泉 5

鄰土石

流入侵

民宅後

院 7 號 

265300   

H:283 

2548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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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度 

災害 鄉
鎮 

致災點 
座標 

照片 
X Y 

102 天兔颱風 關山鎮 關山鎮

電光里

東興 17

鄰往自

然村方

向，道路

坍方 

269423   

H:243 

2547462 

 

102 天兔颱風 關山鎮 關山鎮

溪埔路

46-1 號

淹淹水 

267700   

H:227 

2549348 

 

102 天兔颱風 關山鎮 關山鎮

德高里

忠慶 55

號(北莊

活動中

心一帶)

溢堤淹

水 

268443   

H:300 

2555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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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度 

災害 鄉
鎮 

致災點 
座標 

照片 
X Y 

103 

105 

麥德姆颱風 

尼伯特颱風 
關山鎮 

電 光

里：197

縣 道

18K 處

路 樹 倒

塌。 

267376 2544750 

 

103 麥德姆颱風 關山鎮 

中 福

里：信義

路 與 中

正 路 口

電 桿 倒

塌。 

2666577 2549835 

 

103 鳳凰颱風 關山鎮 

電光

里：防汛

道路淹

水 

268667 2547532 

 

103 鳳凰颱風 關山鎮 

里 壠 里

多 處 淹

水 

266507 2549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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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度 

災害 鄉
鎮 

致災點 
座標 

照片 
X Y 

103 

105 

鳳凰颱風 

莫蘭蒂颱風 
關山鎮 

新福里:

水 利 設

施 損 毀

( 民 安

橋) 

269381 2550386 

 

103 

105 

105 

鳳凰颱風 

尼伯特颱風 

莫蘭蒂颱風 

關山鎮 

電 光

里:13 鄰

道 路 土

石堆積 

267845 2543124 

 

103 

105 

105 

鳳凰颱風 

尼伯特颱風 

莫蘭蒂颱風 

關山鎮 

電光里 :

往 自 然

村 道 路

土 石 堆

積 

268197 2544009 

 

105 尼伯特颱風 關山鎮 

新 福

里：多處

積淹水 

23.045785 121.172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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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度 

災害 鄉
鎮 

致災點 
座標 

照片 
X Y 

106 
關山大圳 

破堤 
關山鎮 

德 高

里：多處

積淹水 

23.117970,  121.174372 

 

 

貳、 淹水災害 

係依經濟部水利署新近所模擬 24 小時淹水潛勢 350mm、

450mm、600mm，以下分就各設定值分析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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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淹水 R350 模擬災害潛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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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淹水 R450 模擬災害潛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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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淹水 R600 模擬災害潛勢圖 

一、 歷史災況 

1973 年（民國六十二年）10 月 9 日，強烈颱風娜拉（Nora）

襲境，山洪沖毀關山鎮崁頂溪堤防(四號堤防)直下新福聚落，田園

遭掩埋受災慘重。文獻紀錄如下圖台灣省議會公報第二十九卷第二

十期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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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關山鎮歷史災害文獻 

2012 年 8 月 25 日，天秤颱風來襲，電光橋下的水稻田因洪水

暴漲，土堤被卑南溪水給沖垮，田裡的泥土因溪水不斷沖刷而被

帶走，在縣道 197 線 17 號橋旁的產業道路，也因不耐暴漲的溪水

沖刷而被沖垮，路基整個流失約有十米左右，創下電光 30 年來最

嚴重的災情，田裡的林木也被強風所吹倒，特別是桃花心木和肉

桂損失較嚴重，災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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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電光里災情 

參、 地震災害 

臺東境內傷亡及損害最大的地震災害是 1951 年 10 月 12 月間於

花東部縱谷地區所發生的一系列地震，地震期間，計有 788 次有感

地震和 2302 次無感地震(台灣省氣象所, 1952)，釀成 85 人死亡、200

餘人重傷、1,000 餘人輕傷。其中 11 月 25 日 2 時 47 分與 2 時 50 分

的兩次強震，造成走向與縱谷平行的地表破裂，破裂軌跡主要分為兩

段，其一由光復鎮大富村沿海岸山脈西側山腳向南延伸，經過富興

村、鶴岡村、瑞美村、麻汝、東里、東竹村、新興村及富里國校，池

上鄉之慶豐村、錦園村至鹿野鎮之巒山村；其二由縱谷西側從三民向

南斷續延伸至玉里國小、玉里鎮圓環、客城里，地表破裂總長達 90 公

里(楊蔭清, 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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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鄭世楠等對地震震央經重新定位(Cheng et al., 1996)，顯示 2 時

47 分的地震震央位於卑南主山東南方，震源深度 16 公里，Ms=6.8

（池上地震）；2 時 50 分的地震震央位於成功東北東方外海，震源

深度 36 公里，Ms=7.0 (玉里地震)。徐鐵良(1962)將縱谷列出三條主

要斷層：米崙斷層、玉里斷層及池上斷層，指出玉里斷層為 1951 年

11 月 25 日地震斷層，並繪製縱谷斷層分佈圖。林啟文等人(2000)  整

理前人研究資料，推斷 1951 年 11 月 25 日的地震地表破裂可能為

玉里斷層與池上斷層，將台灣東部的活動斷層歸納為玉里斷層等七

條，並詳述這七條活動斷層的分類、斷層分佈範圍及斷層性質。  

關山地區的活動斷層，包括池上斷層、鹿野斷層及利吉斷層等 3

條斷層較為威脅。從斷層分佈得知，池上斷層對關山地區的為害最

大，其對人口密集中福里等地區潛在威脅性仍然不可忽視。2006 年 4

月 1 日主震位於卑南山正下方，震度達 6.8 級的大地震，災損雖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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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造成不小震撼，因此對此斷層仍需留意。  

各斷層的分佈與估計長度如表，臺東地區之潛在震害斷層及臺東

地區活斷層圖，以下簡短說明各斷層之特徵： 

表 1-5 關山鎮地區之潛在震害斷層 
項次 名稱 起訖鎮鎮 長度 分類 斷層性質 

1 池上斷層 
花蓮縣瑞穗鎮-
台東縣關山鎮 

47KM 第一類 左移兼逆移斷層 

肆、 懸浮微粒物質災害 

一、 砂塵災害特性說明 

臺東因受季風影響，每年 5~9 月盛行夏季西南季風，風速較

弱；但自 10 月至翌年 4 月之冬季季節期間，東北季風強盛。冬季

季節因氣壓梯度增大，風速較強，若海岸地區地形平坦，氣流在無

任何障礙物阻擾下，風速經常在 10～15 m/sec 之間，瞬間風速更可

高達 20 m/sec 以上。故於每年冬季季風期間，飛砂與鹽風之作用致

使沿海小溪、村舍與植被埋沒，農作物生長受損、死亡，並嚴重影

響當地之生活環境品質。再者，近年來由於氣候變遷以及多起的強

颱由東部進入，更造成河海岸地形之嚴重破壞，自然植被逐漸消

失、裸露地增多；而至枯水乾旱季時，裸露風砂塵藉由風力吹向沿

海岸都會區，更造成嚴重之風砂災害問題。因此臺東河海岸地區的

防風定砂乃為一急需解決之重要課題，臺東海岸以岩岸為主，雖然

主要河川河口也有大量泥砂輸送堆積，而有廣大三角洲分布，但砂

地並不連續，僅呈點狀，不過其規模並不小，枯水期亦恰值東北季

風橫行之時，飛砂漫天，捲起卑南大溪從利吉至出海口約 10 公里、

寬 400 公尺至 1000 公尺，面積約 300 公頃裸地的新武呂溪河床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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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直入沿岸都會地區，造成池上、關山、鹿野、卑南及臺東等各

鄉鎮市，嚴重影響臺東居民的生活品質，也使得臺東冠上「砂城」

的封號(如圖 2- 18)。 

 

  

  

臺東縣塵暴災害照片 

二、 災害現況分析 

臺東縣政府（以下簡稱縣府）於民國 88 年之調查報告，新武

呂溪河口冬季砂塵揚起之原因主要在於該季節東北季風強烈，而且

冬季適逢新武呂溪枯水季節，故溪中主深槽部份河床砂石裸露，另

98 年 8 月 8 日莫拉克颱風侵襲後，新武呂溪上游大量土石沖刷，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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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後續多次大規模河川揚塵之空氣污染事件 

新武呂溪河床揚塵問題由來已久且其形成原因複雜，縣府自

88 年起即針對揚塵原因進行分析探討，並於 91 年邀集相關單位共

同成立「防砂聯合推動小組」，期間陸續由各單位執行各項風砂防

制工作。因新武呂溪豐枯期流量懸殊，於乾旱季節河道內之鋪稻草

蓆、攔砂籬、防風樹種及滯水土堤等設施，易於颱洪期間遭到強勁

洪水的破壞。 

98 年 8 月 8 日莫拉克颱風重創新武呂溪堤防，造成新武呂溪

沿岸第八河川局設置之噴水措施系統嚴重受損。加上莫拉克颱風過

後大量砂石沖刷及堆積新武呂溪河床， 98 年 9 月、10 月及 11 月

份均因颱風外圍環流及強烈東北季風共伴效應之影響，造成大規模

揚塵之出現，其中 11 月 1 日~3 日臺東測站懸浮微粒（PM10）小時

濃度均有超過環保署設定之警戒值 125 µg/m3，尤其在 11 月 2 日

8~18 時連續 11 小時濃度值達到監測極限達 1000 µg/m3，在日平均

值部份，11 月 1~3 日分別為 187、628 及 271 µg/m3，均超出空氣

品質標準 125 µg/m3，當天相對應之空氣污染指標（PSI 值）分別為

118、171 及 160，均屬於空品不良之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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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地區救災資源分布  

壹、 地區救災資源據點分布 

關山鎮幅員遼闊，為兼顧消防救災、治安交通、急救醫療、民生

供應等功能，本鎮設有消防、警察、衛生、電力、電信、自來水等單

位，茲將其各個地區設置地點分列如下：(表 1-6～表 1-9) 

關山鎮防救災據點 

表 1-6 關山鎮防災據點一覽表 
民政系統 

單位名稱 地址 聯絡電話 
關山鎮公所 關山鎮中山路 54號 089-811179 

關山鎮老人文康活動

中心 
忠孝路 18 巷 2 號 1 樓 089-931376 

新福活動中心 溪埔 34 之 1 號 089-812138 
里壠活動中心 崁頂 46 之 1 號 089-811229 
中福活動中心 中華路 68 號 2 樓 089-811579 
豐泉活動中心 忠孝路 18 巷 2 號 2 樓 089-811858 
月眉活動中心 中和 7 之 3 號 089-812872 
德高活動中心 8 鄰永豐 105 之 1 號 089-931376 
電光活動中心 3 鄰中興 85 號 089-951472 
警政系統 
關山分局 台東縣關山鎮中正路 27 號 089-811001 
關山分局關山派出所 台東縣關山鎮中正路 27 號 089-811284 
關山分局電光派出所 台東縣關山鎮電光里中興 42 號 089-951041  
消防系統 
台東縣消防局關山大

隊關山分隊 
台東縣關山鎮新福里新福 46 號 089-811004 

醫療院所 
關山慈濟醫院 台東縣關山鎮和平路 125-5 號 089-814880 
關山鎮衛生所 關山鎮中福里中華路 78 號 089-811042 

http://www.tw16.net/organ/0/organdata.asp?mNo=7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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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安診所 關山鎮中福里中華路 56 號 089-814568 
永晴診所 關山鎮中華路 35 號 089-814227 
宏達牙醫診所 關山鎮民權路 16 號 089- 812438 
劉牙醫診所 關山鎮信義路 20 號 089- 812456 
大關山中醫診所 關山鎮民權路 1-3 號 089-811098 
東民診所 關山鎮民族路 55 號 089-814828 
東興診所 關山鎮德高里永豐 48-2 號 089-931575 

關山鎮維生管線據點 

表 1-7 關山鎮防救災資源資料 
電力單位 

單位名稱 地址 聯絡電話 
電力公司關山服務所 關山鎮和平路 138 號 089-811030 
電信單位 
關山電信服務中心 關山鎮民生路 10 號 089-812235 
自來水單位 
自來水公司池上營運所 池上鄉中山路 198 號 089-861426 

關山鎮公路搶修單位據點 

表 1-8 關山鎮公路搶修據點一覽表 
公路搶修單位 

單位名稱 地址 聯絡電話 
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三區

養護工程處關山工務段 
台東縣和平路 105-1 號 089-810456 

關山鎮水利單位據點 

表 1-9 關山鎮水利據點一覽表 
水力單位 

單位名稱 地址 聯絡電話 
關山水利工作站 關山鎮中正路 46 號 089-811016 

貳、 關山鎮防救災資源資料 

為於災時有效調度，利用關山鎮防救災資源，平時應建立其清冊

並定期更新之。關山鎮之防救災資源依項目區分計有公所、警消、衛

http://www.tw16.net/organ/0/organdata.asp?mNo=7261
http://www.tw16.net/organ/0/organdata.asp?mNo=7263
http://www.tw16.net/organ/0/organdata.asp?mNo=7264
http://www.tw16.net/organ/0/organdata.asp?mNo=7262
http://www.tw16.net/organ/0/organdata.asp?mNo=7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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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等單位所擁有之資源、避難場所等，其清冊詳見下表 1-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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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0 關山鎮防救災資源資料 

使用單位 種類 數量 

公所 

自小客車 3 

工程車 1(建設課路燈修理) 

客貨兩用車 2 

機車 9 

建設課 抽水機（移動式） 4 

清潔隊 

垃圾車 4 

資源回收車 4 

運土卡車 1 

 

參、 關山鎮國軍單位分布 

一、 國軍支援災害搶救（暨災後復原）作業單位 

(一) 將關山鎮行政區域劃分為關海聯防分區，規劃區境內駐軍

部隊就近支援救災。 

(二) 得視災害情形協調申請駐守轄區內之國軍部隊支援。 

二、 國軍支援災害災民臨時收容營區作業單位 

依據「國軍部隊分佈名冊位置」，每半年調查一次本鎮轄內國

軍駐地營區可容納災民人數，建立「關山鎮天然人為災害災民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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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容營區駐所一覽表」——依分區劃定國軍就近支援災民臨時收容

營區地點。以期災害發生時，機動迅速協調鄰近災害地點營區可收

容災民，如表 1-11、圖 1-8 所示。 

表 1-11 國軍臺東地區災民收容規劃表 

安置單位 空軍第七飛行訓練聯隊 

收容人數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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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臺東縣國軍分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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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民間救難團體分布 

重大災難現場須投注大量人力執行救災工作，本鎮正式編制救

災人員十分短缺，歷年來發生之重大災難如新北市林肯大郡、博士

的家災變幸有民間救難團體及義勇消防人員的熱忱投入，彌補了救

災人力的不足，表現突出有目共睹，茲將其組織及人數分列如下表

1-12 所示： 

表 1-12 關山鎮公所各志願服務隊資料表 

隊名 
單位 
聯絡人 

聯絡電話 隊址 

里壠社區巡守隊 潘顯堂 0933626392 956 臺東縣關山鎮崁頂路 46-1 號 
北庄社區巡守隊 陳明亮 0928704508 956 臺東縣關山鎮德高里東明 23 號之 1 
電光社區巡守隊 蘇文泉 0926302028 956 臺東縣關山鎮中興 85 號 
關山鎮衛生所志
工 黃玲馨 089-811042*206 956 臺東縣關山鎮中華路 78 號 
中福社區守望相
助隊 黃昭仁 0937897062 956 臺東縣關山鎮中華路 4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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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本鎮民生物資儲備 

物資儲備千頭萬緒，囤儲不易，不僅需分門別類建檔清點，更需

推陳出新避免過期浪費，鎮公所除指定專人負責外，另與開口廠商訂

定契約，以賣場既有的囤儲機制來降低管理的成本，有效遂行災民救

濟的任務。鎮公所對專責人員或契約廠商除建冊列管，定期更新外，

重要的是不定期的抽查、檢驗甚至模擬演練，以熟悉作業模式，表

1-13 所示。 

表 1-13 關山鎮物資存放點 

鎮鎮

市 
物資儲存地點         

﹝開口契約廠商﹞ 
物資存量 

﹝單位：7天﹞ 
存放點村里 聯絡窗口 

1 
關山鎮公所 

關山鎮中山路 54 號 
民生物資 關山鎮 

管理人：邵秀蘭 
聯絡電話：

089-81117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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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關山鎮農會 

關山鎮中福里和平路

78 號  
民生物資 關山鎮 

管理人：邵秀蘭 
聯絡電話：

089-811179*54 

3 
里壠活動中心 

里壠里崁頂路 46-1
號 

民生物資 里壠里 
管理人：邵秀蘭 
聯絡電話：

089-811179*54 

4 
月眉活動中心 

月眉里 6 鄰中和 7-3
號 

民生物資 月眉里 
管理人：邵秀蘭 
聯絡電話：

089-811179*54 

5 
德高活動中心 

德高里 8 鄰 105-1 號 
民生物資 德高里 

管理人：邵秀蘭 
聯絡電話：

089-811179*54 

6 
電光活動中心 

電光里 5 鄰中興 85
號 

民生物資 電光里 
管理人：邵秀蘭 
聯絡電話：

089-811179*54 

7 
北庄社區活動中心 
德高里 24 鄰東明 24
號 

民生物資 德高里 
管理人：邵秀蘭 
聯絡電話：

089-81117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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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本鎮緊急收容所分布 

關山鎮目前共規劃有 12 個避難處所，以設置於活動中心及學校

為主。評析研判各避難處所適性時，將地形基本圖、避難處所座落

位置、聚落建築等套疊洪患敏感區、土石流潛勢溪流、土石流影響

區、斷層等各潛勢區，結果如表 1-14 及表 1-15 及圖 1-9 所示。 

表 1-14 關山鎮避難收容處所含括範圍統計分析 

鄉 鎮 
總建築

棟 數 
戶口數 

總 人 

口 數 

避難收

容所數

（處） 

含 括

半 徑

( m ) 

建 築 

棟 數 

人口數

（約） 

建築棟

數含括

率 ( % ) 

人口含

括 率

( % ) 

關山鎮 9,810 3,157 8,703 12 
2000 9,137 7265  93.1% 79.13% 

3000 9,610 7578  98.0% 82.53% 

 
表 1-15 關山鎮避難收容所收容需求統計 

鄉鎮別 
土地面積

(km2) 
人口數 

收容所

(處) 

人口密度 
收容所 

總面積 

平均每處

收容人數 

單位面積

收容人數 

（人 km2） (m2) （人/處） （人/m2） 

關山鎮 58.7351 8,703 12 148 3481.95 725 2.4994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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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關山鎮避難收容所收容範圍含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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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前項各設置避難處所規劃，統計關山鎮災民避難收容所設置地

點：以各級學校、社區活動中心、鎮公所以及其他公共設施為主，必

要時得徵用民間土地。依臺東縣政府社會處資料顯示短中長期防救災

重點工作事項表（含維護管理人）如下表 1-16 計 12 處。災民避難收

容所維護管理人應每季定期檢查維護站內環境設施（例如：門窗、廁

所、空調、水電、電話、電視、滅火器、逃生設備等）保持良好狀況，

鎮公所與地區消防隊應不定期實施檢查。 

表 1-16 關山鎮避難收容場所清冊 

管理單位 
收容所 
名稱 

管理人 收容所地址 TWD97_X TWD97_Y 

關山鎮公所 
關山鎮老人

文康活動中

心 

會 長 
陳 來 成 

關山鎮豐泉里忠孝路 18
巷之 2 號 

266652.607540 2550033.375249 

關山鎮公所 
新福活動中

心 
里 長 
黃 德 炘 

關山鎮新福里溪埔 34 號

之 1 號 
267643.468597 2549400.000017 

關山鎮公所 
里壠活動中

心 
里 長 
吳 慶 郎 

關山鎮里壟里崁頂路 46
之 1 號 

266075.566899 2549241.195537 

關山鎮公所 
中福活動中

心 
里 長 
黃 昭 仁 

關山鎮中福里 10 鄰中華

路 68 號 2 樓 
266795.582516 2549719.265809 

關山鎮公所 
豐泉活動中

心 
里 長 
黃 綱 榮 

關山鎮豐泉里忠孝路 18
巷 2 號 2 樓 

266652.607540 2550033.375249 

關山鎮公所 
月眉活動中

心 
里 長 
黎 光 祥 

關山鎮月眉里中和路 7 號

之 3 號 
265539.093811 2546050.249998 

關山鎮公所 
德高活動中

心 
里 長 
周 敏 勝 

關山鎮德高里 8 鄰永豐

105 之 1 號 
268200.996405 2552579.466260 

關山鎮公所 
電光活動中

心 
里 長 
曹 玉 璞 

關山鎮電光里 3鄰中興 85
號 

267772.545845 2545121.016077 

教 育 處 
關山鎮關山

國民小學 
總務主任 
湯 惠 美 

關山鎮中華路 101 號 266748.534836 2549898.140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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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處 
關山鎮月眉

國民小學 
總務主任 
陳 慶 榕 

關山鎮月眉里盛豐路 1 號 265204.497714 2545330.846477 

教 育 處 
關山鎮德高

國民小學 
總務主任 
方 家 銘 

關山鎮德高里 7鄰永豐 16
號 

268234.896949 2552482.066964 

教 育 處 
關山鎮電光

國民小學 
總務主任 
李 忠 勳 

關山鎮電光里中興 93 號 267810.677813 2544963.840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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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本鎮各單位暨各相關單位防災業務權責 

(一) 民政課 

1. 防災中心成立，任務編組人員之召集通報。 

2. 辦理有關災情查報，並應用里（鄰）長及相關人員傳達災情消息。 

3. 申請國軍兵力支援搶救災害之有關事項。 

4. 處理本鎮災害應變中心幕僚作業。 

5. 災害會報之召開有關事項。 

6. 辦理災害搶救人員及中心作業人員膳食事宜。 

(二) 建設課 

1. 防洪業務整備。 

2. 綜理建築工程公共設施、水利交通搶修與災害查報及善後復原等。 

3. 辦理本鎮之工程搶險隊派遣調度事宜。 

4. 負責本鎮之堤防護岸之檢查養護及防汛搶修（包含器材儲備）

與災後復原等事宜。 

5. 負責公有建物與道路橋樑及其他公共設施等之災害搶險搶修與

各項損失之查報以及災後復原等事宜。 

6. 負責聯繫協助瓦斯、電信、電力、自來水等公用事業之災害搶

救與災情彙整傳報等事宜。 

7. 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三) 社服課 

1. 救災物資之籌備及儲存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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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災民收容、人員傷亡、失蹤、住屋倒毀救助事項。 

3. 負責災民、災害、特別救濟事項。 

4. 有關糧食倉儲、物資災害查報事項。 

5. 臨時災民收容、糧食供給及人員傷亡、失蹤及住屋倒毀救助事

項。 

6. 其他應變處理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四) 農觀課 

1. 辦理有關農作物災害稅捐減免及現金救助事項。 

2. 辦理有關畜牧、林、漁產水土保持災害緊急搶修及災情查報事項。 

3. 山坡地土石流防災業務整備事宜。 

4. 辦理農、林作業，漁塭流失或埋沒等災害救助。 

5. 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五) 原住民行政及文化課 

1. 有關原住民案件處理協調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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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清潔隊 

1. 辦理災區環境消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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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場所之消毒工作等事宜。 

2. 辦理消毒藥品之支援供應災害後嚴重污染區之污染防治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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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辦理公害污染管理及化學災害預防事項。 

4. 其他有關環保及業務權責事項。 

(七) 關山鎮衛生所 

1. 災害時急救物資之儲備、運用、供給（醫療器材、藥品）。 

2. 執行緊急醫療事項。 

3. 辦理災後家戶消毒、衛生改善之輔導及傳染病之預防。 

4. 災後醫療設施之復舊。 

5. 其他有關衛生事項。 

(八) 電力公司關山服務站 

1. 災害時電力供應、電力設備緊急搶修。 

2. 其他有關緊急供電事項。 

3. 有關電力之災情蒐集彚報。 

(九) 自來水公司池上營運所 

1. 防旱業務整備。 

2. 災害時自來水設備緊急搶修。 

3. 其他有關緊急供水事項及火災時災區消防栓、供水加壓等管制。 

(十) 關山電信服務中心 

1. 災害時電信設備緊急修及災情蒐集彚報。 

2. 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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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公路總局第三工程處關山工務段 

1. 省公路、橋樑災害搶修搶險。 

2. 其他有關省公路橋梁、路面災害搶修、搶險。 

(十二) 農田水利會關山工作站 

1. 防洪業務整備。 

2. 防洪措施及灌溉系統之搶修、維護。 

3. 其他有關水利事項之災情蒐集彙報。 

(十三) 關山消防分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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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應變小組事宜。 

2. 負責災害現場人命搶救、傷患救護有關事宜。 

3. 災害及搶救過程彙整綜報告事項。 

4. 救生隊及民間災害組織指揮調度事宜。 

5. 其他應變及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十四) 電光派出所所長、關山派出所所長 

1. 災區現場警戒、治安維護、交通秩序維持及調度警民力支援搶

救和警政系統之災情查報等事宜。 

2. 災區交通管制及運輸狀況之查報、外僑災害之處理、應變戒備

協調支援等事宜。 

3. 協助罹難者之勘驗及辨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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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傷亡人員之查報及造冊。 

5. 其他應變處理及有業務權責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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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計畫之訂定實施程序 
 

本計畫由本鎮災害防救業務權責機關及各公共事業機關（單位） 

研商後，經本鎮災害防救會報核定後實施，並報臺東縣災害防救會報 

備查。 

 

第七節 計畫檢討之期程與時機 
 

依據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第九條規定，本鎮每二年應依相關災

害防救計畫與地區災害發生狀況及災害潛勢特性等進行勘查、評

估，檢討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必要時，得隨時辦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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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災害預防 

第一節 計畫概述減災防治對策 

本鎮應配合中央、縣府及相關災害業務權責單位巡察、監測及檢

測各項減災措施，確實知悉縣府所規劃與進行之重要計畫以及例行性

安全防護工作，提供在地性之相關協助，並與縣府保持良好互動。  

減災策略包含：  

壹、 主要交通及通訊機能確保(建設課、民政課、各公共事業)  

應配合中央、縣府及相關災害業務權責單位巡察、監測交通設施

與通訊設施狀況，並提供在地性之相關協助。  

貳、 土地使用管理(農觀課)  

一、 應配合中央、縣府及相關災害業務權責單位巡察與監測山坡

地及各類土地違法使用情形，並提供在地性之相關協助。  

二、 應主動向上級與相關業務單位呈報土地利用更迭或異常情

形。  

參、 建築及設施確保(建設課)  

應配合縣府及相關災害業務權責單位巡察與檢測建築物耐風

災、水災等狀況，並提供在地性之相關協助。  

肆、 維生管線設施維護管理(建設課、各公共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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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應配合縣府及相關公共事業機關(構)監測與檢測維生管線設

施安全狀況，並提供在地性之相關協助。  

二、 應主動向相關公共事業機關(構)通報維生管線安全狀況。 

第二節 防災教育與訓練 

本鎮應確實知悉縣府相關防災教育計畫與施行策略，並配合中

央、縣府相關教育單位透過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及社區教育宣導與教

授民眾基本防救災觀念，使民眾熟悉災害預防措施及避難方法等。 

一、 透過教育訓練等活動，實施防災訓練。 

二、 事先模擬各種災害發生之狀況與災害應變措施，定期與相關

機關所屬人員、居民、團體、公司、廠場等共同參與訓練及

演習。對高齡者、身心障礙者、嬰幼兒及外國人等災害避難

弱勢族群，應規劃實施特殊防災訓練。 

三、 企業應有社會責任之考量，積極實施防災訓練，訂定企業災

時行動手冊，參與協助地區防災演練；本縣縣政府並採取優

良企業表揚等措施，以促進企業防災。 

第三節 防災宣導、演練 

壹、 防災意識之提昇蒐集風災、水災、地震災害及其他災害之相關資

訊，及以往發生災害事例，研擬災害防救對策，依地區災害潛勢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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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與季節發生狀況，訂定各種災害防救教育宣導實施計畫，分階

段執行；並定期檢討，以強化民眾防災觀念，建立自保自救及救

人之基本防災理念。 

貳、 防災知識之推廣 

一、 進行災害潛勢、危險度及境況模擬之調查分析，適時告知民眾

準備緊急民生用品及攜帶品，並教導災時應採取的緊急應變及

避難行動等防災知識。 

二、 推動各級學校從事防災知識教育。 

參、 防災訓練、演習 

各相關機關及公共事業與國軍、社區災害防救團體、民間災害防 

救志願組織、企業等密切聯繫，並實施演練。 

第四節 救災物資儲備與調度供應 

壹、 推估大規模風災、水災、地震災害及其他災害時，所需食物、飲

用水與生活必需品之種類、數量，並訂定調度與供應計畫；計畫

中應考慮儲備地點適當性、儲備方式完善性、儲備建築物安全性 

等因素。 

貳、 整備食物、飲用水、藥品醫材、生活必需品及電信通訊設施之儲

備與調度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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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救援物資的接收及發放作業流程。 

肆、 鄰近區域供應物資廠商開口合約之制訂。  

第五節 災害防救經費 

壹、 災害防救所需經費之編列及執行依災害防救法（第四十三條至四

十七條規定）。 

一、 第四十三條 

（一） 實施本法災害防救之經費，由各級政府按本法所定應辦事

項，依法編列預算。 

（二） 各級政府編列之災害防救經費，如有不敷支應災害發生時

之應變措施及災後之復原重建所需，應視需要情形調整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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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第四十四條 

（一） 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應儘速協調金融機構，就災區民眾

所需重建資金，予以低利貸款。 

（二） 前項貸款金額、利息補貼額度及作業程序應報請中央災

害防救會報核定之，利息補貼額度由各級政府編列預算

執行之，補貼範圍應斟酌民眾受災程度及自行重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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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四十五條 

（一） 民間捐助救災之款項，由政府統籌處理救災事宜者，政 府

應尊重捐助者之意見，專款專用，提供與災民救助直接有

關之事項，不得挪為替代行政事務或業務之費用，並應公

布支用細目。 

四、 第四十六條 

（一） 各級政府對於從事災害防救之災害防救團體、災害防救志

願組織或個人具有顯著功勞者，應依法令予以表彰。 

五、 第四十七條 

（一） 執行本法災害防救事項人員，得另發給津貼；如致傷病、

身心障礙或死亡者，依下列規定請領給付；其所需費用由

政府編列預算支應： 

1. 傷病者：得憑各該政府出具證明，至全民健康保險特約

醫療院所治療。但情況危急者，得先送其他醫療機構急

救。 

2. 因傷病致身心障礙者，依下列規定給與一次身心障礙給

付： 

(1) 重度身心障礙以上者：三十六個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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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度身心障礙者：十八個基數。 

(3) 輕度身心障礙者：八個基數。 

3. 死亡者：給與一次撫卹金九十個基數。 

4. 因傷病或身心障礙死亡者，依前款規定補足一次撫卹金

基數。 

5. 以公務人員委任第五職等年功俸最高級月支俸額為準。 

第一項身心障礙等級鑑定，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及

相關規定辦理。 

第一項所需費用由各該政府核發。 
 

貳、 防救天然災害之經費應優先就各單位原核定預算內核實支付，如

原則預算不敷支應或無相關經費可勻支時，再行專案報府核撥。

各級天然災害之值勤（班）工作人員加班費，如於辦公時間外留

守，各單位按實際加班時數核實支給，不限班次。但不得再發給

誤餐費。 

參、 執行本項計畫有關經費由權責機關自行編列預算，但災害重大超

出編列預算時，得報請縣府動支預備金或追加預算。 

第六節 建置危險地區保全資料庫 

壹、 配合縣府及災害業務權責單位調查提供危險地區保全對象戶



關山鎮地區災害防救計畫(108 年) 
第二章 災害預防 

2-7 

關山鎮公所 

數、人數（包括弱勢族群，含疾病、慢性病等居家療養者）清冊

以及緊急聯絡方式。 

貳、 配合本縣災害業務權責單位，提供在地性協助制訂關山鎮土石流

保全計畫。  

第七節 整備天然災害警戒避難體制 

壹、 應變機制之建立 

一、 訂定緊急動員計畫，明訂執行災害應變人員緊急連絡方法、集

合方式、集中地點、任務分配、作業流程及注意事項等，模擬

各種狀況定期實施演練。 

二、 對天然災害潛勢區應事先訂定警戒避難準則，相關業務主管機

關必要時應主動指導及協助民眾辦理實施演練。 

三、 加強災害應變中心設施、設備之充實及耐天然災害之措施；且應

考慮食物、飲用水等供給困難時之調度機制，並應確保停電時

也能繼續正常工作。 

四、 維護直昇機之救援場地安全，以利進行支援。 

五、 與全民動員準備體系保持聯繫，辦理災害防救、應變及召集事

項之準備。 

貳、 避難收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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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考量災害、人口分佈、地形狀況，事先指定適當地點做為災民

避難場所、避難路線，宣導民眾周知，並定期動員居民進行防

災演練，對老人、幼童、身心障礙等弱勢族群應優先協助。 

二、 在避難場所或其附近設置儲水槽、臨時廁所及傳達資訊與連絡

之電信通訊設備；並應規劃食物、飲用水、藥品醫材、炊事用

具之儲備。 

三、 訂定有關避難場所使用管理須知，並宣導民眾周知。 

四、 掌握搭建臨時收容所所需物資之供應量，並事先建立調度、供應

體制。 

五、 事先調查可供搭建臨時收容所之用地。 

 

參、 綜合性治水規劃及執行： 

 

一、 野溪整治及防砂工程。 

二、 加強地下水抽取管制。 

三、 加強治山、防洪、河川治理。 

四、 下水道、排水溝之清理疏濬。 

第八節 避難收容與弱勢族群照護 

為有效緊急疏散、收容安置災民，己訂定臺東縣關山鎮公所因應

天然災害地區疏散撤離計畫，該計畫需涵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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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避難疏散路線規劃，包含：  

一、 緊急道路：指定主要聯外道路及市區內 20 公尺以上，可通達

全鎮主要防救指揮中心、醫療救護中心及外部支援大型集散中

心之道路，作為緊急道路。 

二、 救援輸送道路：指定市區內 15 公尺以上道路，連接緊急道

路，此層級道路主要作為災害發生時消防救災及援助物資前往

各災害發生地點及各防災據點道路。  

三、 避難輔助道路：供避難人員前往臨時避難場所，及做為輔助性

道路，供避難場所及防救據點等設施，為鄰接緊急道路及救援

輸送道路之用，以構成完整路網。  

貳、 避難收容地點規劃與調查，包含：  

一、 短期避難收容所：運用學校、教會、廟宇、社區活動中心等符

合安全檢查之公共設施，可以提供半年內災民收容安置的場

所。  

二、 長期避難收容場地：可以提供半年以上災民收容安置場所或適

合搭建組合屋之大型場地。  

三、 調查避難收容所基本資料：地址、聯絡人、聯絡電話、收容面

積、可收容人數、維持民生所需設備及物資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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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規劃避難收容所開設時機、作業程序。  

肆、 建立並每年更新弱勢族群調查清冊。  

第九節 防災社區 

為提升本鎮社區抗災自救的能力，得訂定關山鎮防災社區實施計

畫，並配合編列計畫實施經費，規劃社區參與。 

第十節 災情蒐集與查通報 

壹、 平時應配合中央、縣府及相關災害業務權責單位調查、巡察易致

災地區之狀況或變化，更新關山鎮易致災區域調查表，並提供在

地性之相關協助。  

貳、 建立關山鎮災害情報蒐集及傳達計畫，便於災時進行災情蒐集，

有效傳遞災情，並將災情通報至上級單位進行分析研判作業，以

利採取相關災害應變措施。  

第十一節 與其他機關相互支援 

壹、 跨縣市之支援視災害規模，必要時依事先訂定之相互支援協定，

請求鄰近地方政府支援。 

貳、 國軍之支援依災情判斷，無法因應災害處理，需申請當地國軍支

援時，應依協定管道申請，當地國軍接受申請時，應依申請事項

及軍力所蒐集災情研判後，派遣適當部隊、裝備支援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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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全民防衛動員準備體系之動員地區發生重大災害，情況嚴重緊急

時，得依有關規定動員全民防衛動員準備體系進行救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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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災害緊急應變對策 

第一節 緊急應變體制 

本鎮應在災害發生或有災害發生之虞時，依據臺東縣關山

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開設關山鎮災害應變中心，如關山

鎮災害應變中心受損致無法正常運作或不適宜運作時，依同作

業要點以關山鎮備援應變中心(關山鎮立圖書館)為災害應變中

心，本鎮應變體制主要是作為地方上緊急事件處理的橋梁，在

緊急應變中協助蒐集災情，小規模災情處理、以及大規模災情

通報給縣市或相關權責單位作最優先的處理。  

第二節 緊急動員 

壹、 災害應變中心之開設：在有災害發生之虞時，由縣府視需

要開設本縣災應變中心，通報本鎮開設應變中心。 

貳、 跨縣市之支援 

視災害規模，必要時依事先訂定之相互支援協定，請求鄰

近地方政府支援。 

參、 國軍之支援依災情判斷，無法因應災害處理，需申請當地國

軍支援時，應依協定管道申請，當地國軍接受申請時，應依

申請事項及軍力所蒐集災情研判後，派遣適當部隊、裝備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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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協助。 

肆、 全民防衛動員準備體系之動員 地區發生重大災害，情況嚴

重緊急時，得依有關規定動員全民防衛動員準備體系進行救

災。 

第三節 災害預報及警戒資訊發佈、傳遞 

壹、 應接收中央、縣府及相關災害業務權責單位所發佈之本鎮

相關災害警戒資訊，並透過會議、簡訊、傳真、e-mail、

電話等傳達方式，在第一時間發送到所有相關人員手中。  

貳、 本鎮相關災害警戒資訊及經查通報之災情資訊應第一時間

透過網路、電話、廣播等方式發佈給民眾，使民眾有所防

範。 

第四節 避難疏散指示 

當接收中央、縣府、相關災害業務權責單位或本鎮災害應

變中心研判下達之疏散避難指示，應立即透過電話、廣播等方

式傳達疏散避難訊息給里長及民眾，並調派人員進行疏散避難

勸告或強制勸離。  

第五節 民生物資與重建資材供應、分配 

壹、 調度、供應之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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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應變中心或相關機關（單位）應辦理食物、飲用水、

藥品醫材、生活必需品及重建資材之調度、供應之整備協調

事宜。 

貳、 調度、供應之支援於供應物資不足，需要調度時，得請求

上級單位(縣政府)或中央機關申請調度。 

參、 民間業者之協助 視需要協調民間業者協助食物、飲用水、

藥品醫材、生活必需品及重建資材之供應。 

第六節 災害應變器材、機械現況之掌握及徵用 

壹、 搜救行動所需之裝備、器材，平時應定時予以保養，隨時保

持最佳狀況，執行搜救行動時，原則上由負責該行動之機

關攜帶前往。 

貳、 各相關機關(單位)平時應與協力廠商訂定支援協定並造冊

列管，於災害必要時，徵調人員及徵用搜救裝備、機具、器

材及車輛等協助救災，以利搜救行動。 

第七節 設施、設備之緊急修復 

災害發生後，應立即動員或徵調專業技術人員緊急檢查所管

設施、設備，掌握其受損情形，並對維生管線、基礎民生設施與

公共設施、設備進行緊急修復，以防止二次災害並確保災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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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交通運送及管制 

壹、 道路交通之管制 

一、 警察局除蒐集來自災害現場之交通路況與有關災害資

訊外，並運用各種交通監視或攝影設備，迅速掌握防災所

需道路或交通狀況。 

二、 為確保緊急運送，警察局得採取禁止一般車輛通行的交

通管制，並在災區外周邊警察機關或義交的協助下，實施

全面性之交通管制。 

三、 警察局實施交通管制時，應使民眾周知。 

四、 為確保緊急運送，警察局得採取拖吊阻礙車輛或利用警車

引導等措施。 

貳、 緊急運送的原則 

一、 緊急運送應考量災害情形、緊急程度、重要性等因素，實

施局部或區域性交通管制措施；並緊急修護毀損之交通設

施，以利實施緊急運送。 

二、 進行緊急運送時，應以人命安全、防止災害擴大及確保災

害應變措施順利實施為初期要務。 

參、 緊急運送對象之優先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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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一階段 

1. 從事搜救、急救、醫療活動所需的人員、物資。 

2. 消防、搜救活動等為防止災害擴大所需的人力、物力。 

3. 各級災害防救相關機關，災害應變措施執行人員、情報、

通訊、電力、瓦斯、自來水設施等最初緊急動員時必要的

人員、物資。 

4. 運送至後方醫療機關的患者。 

5. 執行緊急運送、運送據點的緊急修復及交通管制所需人 

員、物資。 

二、 第二階段 

1. 上述第一階段運送持續執行。 

2. 食物及飲用水維持生命必要物資。 

3. 將傷病患者往災區外安全地區運送者。 

4. 運送設施緊急修復所需人員、物資。 

三、 第三階段 

1. 上述二階段運送持續執行。 

2. 災後復原重建所需人員、物資。 

3. 生活必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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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道路之緊急修復： 

 

1. 為確保緊急運送路線，應優先實施緊急修復。 

2. 各種道路管理機關於災害發生時，應掌握各自管理道路受

損 狀況，立即進行移除交通障礙物及緊急修復工程，並

視情況共同工作或協調其他災害防救機關配合，確保道路

交通順暢。必要時，動用民間企業支援協助修復。 

伍、 實施鐵路交通之緊急修復及管制措施。 

陸、 緊急運送與燃料之確保： 

 

一、 為順利推動災害之搜救、急救活動，應運用陸海空一切手

段，儘速實施緊急運送；尤需使用具有機動力的直昇機

運送。 

二、 必要時要求空運業者、交通運輸業者、當地駐軍部隊協

助近 集運送或委託之。 

三、 實施緊急運送的有關機關，應整備緊急運送用燃料之籌

措、 供應事宜。 

柒、 替代道路之規劃: 

關山鎮境內道路如因天然災害造成之中斷，鎮公所應規劃替

代道路，以利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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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述之說明，鎮公所規劃當天然災害造成主要道路中斷，

替代道路如縣道 197、東 7 線、東 5 線、防汛道路等為替代道路。 

第九節 治安維護及物價之調查 

壹、 社會秩序之維持警察機關，在災區及其周邊應實施巡邏、

聯防、警戒及維持社會秩序的措施。 

貳、 接受檢察官指揮針對物價之安定進行市場監視，防止生活

必需品之物價上漲或藉機囤積居奇、哄抬物價現象之發

生，如涉及不法，並依法嚴懲。 

第十節 國軍支援 

壹、 依災情判斷，無法因應災害處理，需申請當地國軍支援時，

應依協定管道申請，由縣府透過國軍單位協調有關支援災

害 防救作業細節，簽訂相互支援協定書，並予部隊保持協

調聯繫，以利災害任務之達成。 

貳、 當地國軍接受申請時，應依申請事項及軍力所蒐集災情研

判後，派遣適當部隊、裝備支援協助。 

參、 災情擴大需增派兵力或特種機具支援時，立即向上級申請

國軍支援，強化救災工作。 

第十一節 防止二次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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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危險物品設施或存放危險物品場所之管理權人應事先訂

定計畫，並充實各項準備措施，以便災害發生時能有效因

應。 

貳、 因風災與水災造成淹水時，應立即採取排水措施，對受損防

洪排水設施，應立即進行緊急修復。 

參、 為防止、減輕風災與水災引起土石流災害，在風災與水災發生

時，請縣府調派專業技術人員前往坡地災害危險區檢測、勘

查、判斷 有危害之虞時，應通報災害防救機關及當地居民，

防救機關接獲通知後，應採取適當之警戒避難措施。 

第十二節 災情蒐集通報 

里長將民眾告知之災情通報至關山鎮災害應變中心，將災

害狀況及緊急處置情形通報本縣災害應變中心。  

第十三節 搜救、滅火、緊急運送及醫療救護 

壹、 搜救 

一、 社區災害團體及民間災害防救志願組織得協助有關機

關進行災民搜救及緊急救護。 

二、 前進指揮所應視災害規模，主動或依請求進行統合協調，

以確保有關搜救及緊急救護之有效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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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搜救行動所需之裝備、器材，原則上由負責該行動之機關

攜帶前往，必要時得徵調民間之人員及徵用民間搜救裝

備，以利搜救行動。 

貳、 醫療救護 

 

一、 啟動緊急醫療系統，通知轄區醫療機構待命收治傷患。 

二、 緊急醫療責任醫院應對其建築物及醫療設備實施緊急修

復；必要時得要求相關業者協助。 

三、 災害應變中心得視災情，統合協調災區醫療作業。 

四、 必要時申請國軍派遣緊急醫療救護人員協助救災。 

五、 必要時統合協調轄內及申請鄰近地方政府支援緊急醫

療救護人員，並設置醫療地點或申請協助運送傷病患就

醫。 

參、 火災搶救 

一、 消防單位應迅速掌握轄區內火災狀況，並依情況部署適當

救災人車。大規模火災時，應優先決定最重要之防禦地區，

並請求其他消防單位支援；必要時得請求國軍支援協助。 

二、 必要時應依據相互支援協定，請求鄰近地方政府消防機關

提供支援或由縣府向內政部消防署申請統一調度其他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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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消防機關協助災區滅火行動，並整合協調滅火事宜。 

第十四節 衛生保健、防疫及罹難者屍體處理 

應視災害規模，考量本鎮處理能力，依臺東縣關山鎮災害

應變中心作業要點，進行災害應變程序。  

壹、 衛生保健  

一、 應供應災區藥品醫材需求，必要時得請求本縣災害應變

中心支援協助。 

二、 應提供或協調急救責任醫院醫護人員提供災區巡迴保健

服務。 

貳、 防疫  

應採取室內外的消毒防疫措施，以防止疫情孳生；至於防

疫人員之派遣及防疫藥品之供應，必要時得請求本縣災害應變

中心支援協助。  

參、 罹難者屍體處理(關山派出所、民政課)  

應及時協調台東縣地檢署儘速進行罹難者屍體相驗工作，

並協助家屬協調殯葬業者進行遺體殯葬事宜，必要時得請求本

縣災害應變中心支援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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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節 民力運用 

志工協助體制之建立平時應掌握社區災害防救團體、民間災

害防救志願組織、後備軍人組織及民防團隊等，建立聯繫管道，

並建置受理志工協助之體制。 

第十六節 受理救援物資、救濟金 

壹、 民眾、企業之物資協助對企業、民眾之物資援助，應考量災

區災民迫切需要物資種類、數量與指定送達地區、集中地

點、透過傳播媒體向民眾傳達。 

貳、 捐助之處理接受海內外各機關、團體、企業與個人等金錢捐

助時成立有關管理委員會處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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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災後復原重建 

第一節災情勘查與緊急處理 

應就受災狀況進行全面性勘查與緊急處理，並將受災情況整理回

報至各災害防救業務單位，並視災情需要、考量地區特性、災區受損

情形、有關公共設施所屬機關的權責與居民的願景等因素訂定或申請

復原重建計畫。  

壹、 災害發生後，在確保勘查人員安全條件下，進行災情蒐集、勘

查與統計。 

一、 受災情況描述。  

二、 人員傷亡統計。  

三、 產業損失統計。  

四、 道路、公共設施損失統計。  

五、 私人建物財產損失統計。  

貳、 必要時得請求縣府或邀集專家學者協助勘災作業。 

第二節協助復原重建計劃訂定實施 

為實施災後復原重建，關山鎮公所應依權責依災害防救法實施下

列事項，並鼓勵民間團體及企業協助辦理： 

壹、 災情、災區民眾需求之調查、統計、評估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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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災後復原重建綱領與計畫之訂定及實施。 

參、 志工之登記及分配。 

肆、 捐贈物資、款項之分配與管理及救助金之發放。 

伍、 傷亡者之善後照料、災區民眾之安置及災區秩序之維持。 

陸、 衛生醫療、防疫及心理輔導。 

柒、 學校廳舍及其附屬公共設施之復原重建。 

捌、 受災學生之就學及寄讀。 

玖、 歷史遺跡建築搶修、修復計畫之核准或協助擬訂。 

壹拾、 歷史遺跡建築受災情形調查、緊急搶救、加固等應變處理措施。 

壹拾壹、 受損建築物之安全評估及處理。 

壹拾貳、 住宅、公共建築物之復原重建、都市更新及地權處理。 

壹拾參、 水利、水土保持、環境保護、電信、電力、自來水、油料、

氣體等設施之修復及民生物資供需之調節。 

壹拾肆、 道路、橋樑及農漁業之復原重建。 

壹拾伍、 環境消毒與廢棄物之清除及處理。 

壹拾陸、 受災民眾之就業服務及產業重建。 

壹拾柒、 其他有關災後復原重建事項。 

前項所定復原重建事項，各級政府應依權責列入各該災害防救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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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公共事業應依其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實施有關災後復原重建事項。 

第三節社會救助措施之支援 

壹、 應配合縣府公開說明相關重建、救助、補助辦法及管道，並代收 

(代辦)申請手續相關事宜，進行社會救助措施。 

貳、 受災證明書之核發 

關於下列各項救助，應於災害發生起 3 個月內，備齊相關證明文

件，向各里辦公處或本所各承辦課室提出申請。但遇有不可預料或不

可抗力之情事，得延展之。前項之延展以一次為限，且不得逾兩週。  

一、 災害證明  

(一) 災區證明書：檢具全戶戶籍謄本、印章、里長證明書（需

經當地派出所管區核章）。  

(二) 農業天然災害證明：檢具身分證、印章、土地所有權狀或

土地登記簿謄本、災害照片。  

(三) 其他災情勘查、鑑定：關於專業技術之鑑定，得經本所依

業管權責向縣政府有關機關或建築師公會、土木技師公會

申請調查。  

二、 災害救助金  

(一) 災害救助勘查：應備災害救助勘查表、全戶戶籍謄本、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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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照片，經里幹事、里長、管區員警查報後，由本所民政

課轉呈縣政府核定。  

(二) 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身分證、印章、土地所有權狀或土地

登記簿謄本、農會帳戶、災害照片。  

三、 災害減免  

(一) 教育費用：逕向就讀之學校領取天然災害證明書，本所核

定後由各該學校辦理之。  

(二) 稅捐減免：應備身分證、印章、災害照片至本所財政課或

逕向稅捐單位辦理。  

(三) 健保費用：應視狀況，由本所民政課向主管單位統一申請

延期繳納、優惠或分期繳納。  

參、 災民救助金之核發 

應對受災區居民受災情形逐一清查登錄，依相關法令規定發予災

害救助金。  

肆、 災民負擔之減輕 

應視狀況，得協調保險業者對災區採取保險費之延期繳納、優

惠，醫療健保費用補助等措施，以減輕受災民眾之負擔。至於受災之

勞動者，採取維持雇用或辦理職業仲介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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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財源之籌措 

為有效推動受災區綜合性復原與重建，應確實依災害防救法第

43 條及其施行細則等相關規定，本移緩濟急原則籌措財源因應。  

陸、 災後重建對策之宣導 

對受災區實施之災後重建對策等相關措施，應廣為宣導使災民周

知；必要時建立綜合性諮詢窗口。 

第四節損毀設施之修復 

壹、 損毀設施之迅速修復 

運用事先訂定的有關物資、裝備、器材之調度計畫與專業技術人

員之支援計畫，迅速進行受災毀損設施的修復工作。 

貳、 作業程序之簡化 

立即修復與受災區攸關災民生活之維生管線、交通運輸等設施，

應在可能範圍內設法簡化有關執行修復之作業程序、手續等事項。 

參、 緊急修復之原則 

執行快速修復受災設施時，以恢復原狀為基本考量，並從防止再

度發生災害之觀點，施以改良之修復。 

肆、 災區整潔 

建立廢棄物、垃圾、瓦礫等處理方法，設置臨時放置場、最終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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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場所，循序進行蒐集、搬運及處置，以迅速整潔災區，並避免製造

環境污染；另應採取適當措施維護居民、作業人員之健康。 

伍、 因災害住屋倒毀之救助 

災害發生後，對於受災之區域由公所緊急應變小組之「勘災組」

實地勘查後，彙整資訊送交「救濟組」及「安置組」，認有必要，執

行必要之租地、租屋措施。 

陸、 因災害住屋倒毀之救助 

一、 依據相關規定辦理住屋倒毀、災民受傷、死亡之補助及慰問金

發放工作。 

二、 依據相關規定辦理住屋倒毀之鑑定工作。 

柒、 對於重建過程中的災民，應藉興建臨時住宅或提供公用住宅等，

以協助在重建期間維持居家生活。 

第五節 災區環境復原 

壹、 應調派清潔單位處理災區廢棄物、垃圾，視災害規模請求縣府、

國軍支援協助。 

貳、 消毒防疫 

採取室內外的消毒防疫措施，以防止疫情發生；防疫人員之派遣

及防疫藥品之供應，必要時得請求中央相關機關、協調其他縣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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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申請國軍協助支援。 

一、 訂定發動全民實施災後環境清潔及消毒 

(一) 災害後受災之鄉鎮市公所清潔隊，應即成立環境污染工作

小組，並隨時掌握災情，立即展開整頓環境，勘查災區及

實施環境消毒工作。 

(二) 透過各區災害防救中心，將環境衛生用消毒藥品，配合環

境污染地區住戶，輔導自行消毒，必要時委託領有執照之

病媒防治業者協助執行。 

二、 訂定飲用水之抽驗管制 

(一) 對災害後環境污染地區，或其他足以影響飲用水安全之事

故發生後，由自來水公司池上營運所、鎮公所配合本縣環

保局立即執行飲用水之處理及抽驗。 

(二) 抽驗水質不合標準應通知自來水公司並告知民眾宜煮沸後

再飲用或暫時飲用包裝水。 

三、 災害後嚴重危害污染區之隔離、處理及追蹤管制 

(一) 本鎮如發生災害污染事件，由環保局緊急應變小組前往現

場評估狀況，先行初步判定環境是否已被危害性物質污

染，並劃定污染區之範圍，立即採取緊急措施，並通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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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災害應變中心及上級環保主管機關。危害污染物之清

除，各事業單位應自行清除處理，或委託公民營廢棄物清

除處理機構代為清除處理。 

(二) 對嚴重危害污染區需立即採取對人、畜、物資之隔離措施，

並由環保、警察、消防單位實施人員之隔離、車輛、運輸

之調配，必要時協調國軍部隊支援。社政單位應擇定收容

場所收容撤離污染區之居民，並提供必要之生活必需品。 

(三) 危害污染區由環保局針對污染傳播途徑如土壤、地面水、

地下水、空氣、結構物或設備進行環境監測，直至無污染

之虞為止。清潔隊應於災後環境污染防治工作結速後一週

內，將辦理情形送環保局彙整。 

參、 防治病蟲害 

一、 為防止病蟲害蔓延，針對農作物狀況採行防治措施。 

二、 農林作物所在地之所有人、管理人或耕作人發現農林作物病蟲

害，經實施一般防治，無法抑止其蔓延者，應即報告本鎮公所

轉報縣府農業處勘查處理，並通報蟲害地區附近農林業者注意

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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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災民生活安置 

壹、 居民安置與住宅及社區重建 

辦理組合屋防颱加固措施、改善衛生及排水處理。在租屋方面，

研擬租金發放的可行措施，並與中央相關部會、地方政府、民間組織

等開會研商。 

貳、 輔導就業與生活重建 

積極辦理各項中長期就業輔助措施，以加速災後重建工作，協助

災區失業者順利就業及恢復就業市場活力及有效舒緩災區失業者失

業問題，具體作為包括： 

一、 增加災區民眾的就業工作機會，對於災區民眾工作技能不足

者，予以安排職業訓練。 

二、 成立「災區重建擴大就業方案」，藉由開辦潛能激勵研習班及

技能訓練班，提升災區失業者就業能力。 

參、 為協助災區地區民眾早日走出災害陰霾，降低因受災引起的心理

創傷症候群及相關精神疾病的發生率，具體如下： 

一、 建置「高關懷」、「高危險群」災民基本資料，並進行積極性、

密集性的預防與心理復健工作 

二、 建立轉介、照會網絡，加強通報系統的聯繫，當發現需協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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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時，可迅速轉介、照會相關輔導系統，以減少自殺事件的

發生。 

三、 整合政府及民間力量，積極進行心靈重建，提昇民眾調適壓力

的能力與情緒管理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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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執行與評估 

第一節 短中長期防救災重點工作事項 

每年應訂定或修訂短中長期防救災重點工作事項表，推動各事

項。 

 表 5-1 短中長期防救災重點工作事項表 
負責 

單位 

項

次 

計畫 

名稱 

執行方

式 
經費來源 

執行時間 
期程 備考 

起 迄 

民政課 1 

修訂關

山鎮地

區災害

防救 

計畫 

自辦 自籌 10801 10806 短程  

民政課 2 

修訂各

項災害

標準作

業程序 

自辦 自籌 10801 10812 中程  

民政課 3 
改善關

山鎮應

變中心 

自辦 自籌 10801 10806 短程 含軟硬體 

民政課 4 

修訂應

變中心

作業規

定 

自辦 自籌 10801 10806 短程  

社服課 5 
檢視收

容所 

位置 

自辦 自籌 10801 10812 中程  

民政課 6 
辦理災

防會報 
自辦 自籌 10801 10805 短程  

民政課 7 
辦理防

災演練 
自辦 自籌 10803 10806 短程  

農觀課 8 
評估溪

流整治
自辦 自籌 10801 10812 長程  



關山鎮地區災害防救計畫(108 年) 
第五章執行與評估 

5-2 

關山鎮公所 

後影響 

農觀課 9 

保全戶

調查與

教育訓

練 

自辦 自籌 10801 10812 長程  

社服課 10 

民生物

資依收

容人數

儲備 

自辦 社會處 10801 10812 長程  

民政課 11 
擬定疏

散撤離

計畫 

自辦 自籌 10801 10806 短程  

各課室 12 

防救災

資訊系

統 EMIC

使用操

作及運

用情形 

消防局 

內政部 
臺東縣政

府 
10801 10806 短程  

各課室 13 
防救災

教育 

訓練 

消防

局、農業

處 

內政部 
臺東縣政

府 
10801 10812 長程  

各課室 14 
轄區志

工納編

運用 

自辦 自籌 10801 10812 中程  

民政課 15 
設置災

害防救

辦公室 

自辦 自籌 10801 10812 中程  

第二節 執行成效評估機制 

壹、 應定期召開防救災工作自評會議，得邀集上級政府災害權責機關

或專家學者共同組成評鑑團隊，依工作執行成效評估表進行成效

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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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依工作執行成效評估表進行成效自評，評分等第區分：(1)特優：

90 分以上。(2)優等：80 分以上，不及 90 分。(3) 甲等：70 分以

上不及 80 分。(4)乙等：60 分以上不及 70 分。(5)丙等：60 分以

下。於召開災害防救會報應依評分結果進行獎懲。 

參、 為落實執行災害防救法，強化各鄉（鎮、市）公所災害應變中心

運作，並於汛期及颱風季節前確實完成各項預防、整備工作，藉

由考核以瞭解各區於災害防救工作的成果，檢討改進，以降低災

害風險與確保人民生命財產安全，臺東縣政府特訂定，臺東縣政

府對本縣各鄉鎮市公所計畫及預算考核計畫: 

一、 鄉（鎮、市）公所執行災害防救業務工作評核總分 80 分以上

者，獎勵方式如下： 

(一) 總分 90 分（含）以上者：頒發獎牌壹座，首長、承辦課課

長及承辦人記大功壹次。 

(二) 總分 85（含）以上未達 90 分（不含）者：首長、承辦課

課長及承辦人記功貳次。 

(三) 總分 80（含）以上未達 85 分（不含）者：首長、承辦課

課長及承辦人記功壹次。 

二、 行政懲處： 



關山鎮地區災害防救計畫(108 年) 
第五章執行與評估 

5-4 

關山鎮公所 

評核總分成績未達 70 分者，承辦課課長及承辦人申誡貳次；

成績未達 60 分者，承辦課課長及承辦人記過乙次；以上並請提檢

討改進方案。 

三、 補助經費： 

本案納入臺東縣 108 年度各鄉（鎮、市）計畫及預算執行考核，

並依據「臺東縣政府對本縣各鄉鎮市公所計畫及預算考核要點」第

九點辦理：本府得依考核結果，對於考核成績超過八十分之鄉（鎮、

市）公所給予獎勵，以當年度縣統籌分配稅款提撥 250 萬元為獎勵

金，各鄉（鎮、市）公所所得之獎勵金應納入預算辦理，不得作為

核發個人獎金之用。未達八十分者扣減次一年度縣統籌分配稅分配

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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