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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編 災害應變中心標準作業程序 

壹、 依據 

一、 災害防救法 

二、 災害防救基本計畫 

三、 宜蘭縣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四、 五結鄉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貳、 目的 

為使災害發生時，本公所各權責單位能有效執行應變消防任務，以發揮整體

救災效率，減輕災害損失，保障民眾生命財產孜全。 

參、 程序核定與修訂期程 

本程序係輔助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執行，並使應變工作系統化及程序化，以增

加防救災效率，因此，本程序應經災害防救會報核定，並隨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修

訂期程一併修正更新。災害防救會報各編組單位，對本程序認為有必要修正時，

應將修正部分報本所民政課彙整，並提報災害防救會報召集人裁示，召開災害防

救會報提案討論修正。 

肆、 其他事項 

一、 本災害應變標準作業程序應依本轄區災害特性增訂專編。 

二、 本鄉災害應變中心係一臨時編組，置指揮官一人由鄉長擔任、副指揮官

由鄉公所主任秘書擔任，應變中心成員由任務編組機關(單位)派員擔任，

除執行本機關與該災害有關事項外，並與其他關係課室、宜蘭縣政府與

所屬機關及公共事業單位保持密切聯繫，策劃應變對策，採取必要措施，

並向指揮官報告。 

三、 緊急應變小組於應變中心成立時，各參與編組作業機關(單位)及公共事

業單位應執行應變中心所交付之災害防救任務或主動執行其防災業務範

圍內有關之災害防救事項。 

四、 災害應變中心各任務編組機關防災業務或人員調整異動時，本標準作業

程序所列編組名冊及指揮系統表亦配合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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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流程說明 

本鄉災害應變中心標準作業程序為： 

一、 開設災害應變中心 

二、 各編組任務 

三、 受理災情通報 

四、 災情登記處理 

五、 災情管制回報 

六、 撤除災害應變中心 

災害應變中心標準作業流程(參照圖 1、表 1)。 

 

圖1 災害應變中心標準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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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五結鄉災害應變中心各組作業程序 

程序說明 應變小組 工作事項 備註 

一、開設

災害應變

中心 

民政課 

(防災業務

組) 

1.轄區符合災害應變中心開設

時機或接受上級(縣災害應

變中心)指示開設時，立即簽

報鄉長裁示開設災害應變中

心。 

1.(附件 1)五結鄉災害應變中

心編組及任務分工表。 

2.(附件 2)開設災害應變中心

紀錄簿。 

2.以簡訊系統通知各應變小組

進駐災害應變中心。 

1.(附件 1)災害應變編組及任

務分工表。 

2.(附件 7)災害應變小組進駐

簽到(退)單。 

3.規劃災害應變中心輪值人員

名單。 

(附件 8)災害應變中心進駐人

員輪值表。 

4.啟用災害應變中心(會議室)

軟硬體設備，填寫災害應變

中心硬體自我檢查表。 

1. 軟硬體設備包含： 

(1)基本設施：電力(備援電

力)、照明、空調。 

(2)會議麥克風系統。 

(3)會議簡報系統：投影設備

(單槍、投影布幕) 。 

(4)作業設備：電腦、網路、

印表機、影印機。 

(5)視訊會議系統：網路攝影

機及其軟體。 

(6)通訊系統：民線(警用/

無線電/衛星)電話、傳真

機、事務機、電視。 

(7)編組桌牌。 

2. (附件 9)災害應變中心硬

體自我檢查表。 

5.簡訊通知國軍及事業單位應

變小組進駐或待命。 

(附件 2)開設災害應變中心公

文紀錄簿。 

行政室 

(後勤支援

組) 

準備進駐人員餐食。  

啟用災害應變中心(會議室)軟

硬體設備，填寫災害應變中心

硬體自我檢查表。 

(附件 9)災害應變中心硬體自

我檢查表。 

其他各組 1.接獲通知後應立即進駐災害

應變中心。 

建議先回傳簡訊。 

2.提供災害應變中心輪值人員

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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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說明 應變小組 工作事項 備註 

二、各編

組任務 

民政課 

(防災業務

組) 

1.應變中心開設(撤除)及各編組單位之聯絡、協調及後勤支援

事項。 

2.災害防救中心之佈置通訊之維持等事宜。 

3.各項災情之蒐集、查報、通報事項及災情彙整。 

4.督導各村辦公處辦理防災宣導及災情查報事宜。 

5.執行重大災害消防聯繫工作。 

 〃協調國軍後勤支援兵力、裝備執行及災害消防事項。 

 〃協調動員後備軍人人力後勤支援救災事項。 

 〃協調民防團隊後勤支援救災。 

6. 辦理原住民相關災情查報及其防災業務權責事項。 

7. 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民政防災業務權責事宜。 

建設課 

(工程搶修

組) 

1.辦理營建工程災害、公有建築物、道路、橋樑、水利防洪及

其他公共設施的緊急工程搶修與災情通報等事項。 

2.堤防護岸之巡查、防汛工程搶修(包含器材儲備)與災後復原

等事項。 

3.負責低窪地區積水抽水及抽水機調度與申請事項。 

4.災害之工程搶險隊派遣及調度事宜。 

5.協調各項搶險器材之供應調度事項。 

6.其他有關交通防災業務權責事項。 

7.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工務（建設）權責事項。 

農經課 

(工程搶修

組) 

1.辦理有關農林漁牧災害之災情查報、緊急防護、工程搶修及

善後復原等事宜。 

2.辦理農林漁牧業及有關設施等災害損失之統計、調查。 

3.辦理公有零售市場建物災害損失調查及復建工作。 

4.辦理綠美化設施災害損失調查及及復建工作。 

5.辦理有關工商、風景區及觀光景點災情查報、災害工程搶修

搶險事項。 

6.其他有關工程搶修等相關防災業務權責事項。 

社會課 

(救濟組) 

1.辦理災民集結、災民收容、人員傷亡、失蹤、住屋倒毀及救

助救濟事項。 

2.設立災民收容所、各界捐贈救災物質之接受與轉發事項。 

3.辦理災區災民生活必需品之儲備、運用、協調調度供給事項。 

4.協調辦理罹難者(無名屍)喪葬有關事項。 

5.設立救災物資統籌中心，統籌救災物資之收容儲存、運用、

供給及協助災民收容救濟慰問事項。 

6.志工團體依其組成性質及成員專長編組，協助災民收容救濟

慰問事項。 

7.協助災區災民就業輔導事項。 

6.其他有關社會救濟防災業務權責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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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說明 應變小組 工作事項 備註 

行政室 

(後勤支援

組) 

1. 辦理災害應變中心照明設施之維持、後勤及臨時採購事

項。 

2. 負責新聞及災情蒐集發佈與災害防救宣導等事宜。 

3. 災害防救應變工作人員膳宿。 

4. 製作救災、救護、救濟人員通行證。 

5.辦理人員疏散撤離之運送。 

6.臨時交辦事項。 

觀光產業

發展所 

(後勤支援

組) 

1.辦理有關風景區及觀光景點災情查報工程搶修搶險事項。 

2.負責受遊客之收容、孜置、糧食供級及人員傷亡、失 蹤特

別救濟事項。 

3.辦理其他有關觀光事項 

財政課 

(財政組) 

1.辦理災害期間救災經費之編審、調度等事項。 

2.辦理有關災害稅捐減免事項。 

3.辦理工商業資金融通事項。 

4.協助公有財產損失評估及復建。 

5.協辦災害救濟金。 

6.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防災業務權責事項。 

主計室 

(主計組) 

1.有關防救經費預算編列事宜。 

2.審核有關防救經費事宜。 

3.辦理災害期間一切經費編定之審核開支等事宜。 

4.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防災業務權責事項。 

人事室 

(後勤支援

組) 

1.辦理會報人員及有關消防人員獎勵、督考及協助值勤處理事

項。 

2.接受上級指示，辦理停止上班、上課事項。  

3.協助災區預警狀況掌握暨災後重建興利服務及輿情反映處

理等相關事宜。 

4.其他有關後勤支援防災業務權責事項。 

清潔隊 

(清潔環保

組) 

1.辦理災區公共環境清理、消毒、廢棄物處理及其他有關事項。 

2.水溝緊急清通。 

3.救災人員、器材、物資之運輸事項 

4.協助臨時廁所之設置等事項。 

5.其他應變處理及處理有關環境保護防災業務權責事項。 

五結鄉 

衛生所 

(醫療組) 

1.於災害現場成立醫療站，負責傷患現場救護及護送就醫事

宜。 

2.利用緊急醫療網，執行大量傷病患緊急就醫及處理工作。 

3.成立災區緊急醫療救護站。 

4.辦理急救醫療器材、藥品儲備、運用、供給事項。 

5.聯繫本轄各醫療院所、提供災區醫療事項。 

6.災區防疫監控及宣導、災民衛生保健及醫護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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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說明 應變小組 工作事項 備註 

7.辦理災區防疫及居民保健事項。 

8.輔導、傳染病之預防及災區食品衛生管理事項。 

9.其他有關衛生防災業務權責事宜。 

五結鄉 

戶政事務

所(戶政

組) 

1.辦理災區災民戶政資料補（核）發、異動及查詢等。 

2.負責有關災民身份之查核等事項，協助確認災民身份(五結

鄉民部份請本所民政課村幹事協助戶政事務所認定；非五結

鄉民部份由戶政事務所本於權責認定。) 

3.協助建立災民資料。 

4.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防災業務權責事項。 

宜蘭縣政

府警察局

羅東分局

(警察組) 

1.辦理陸上交通事故、爆裂物應變中心幕僚作業事項。 

2.辦理災區警戒、治孜維護、交通管制、人員緊急疏散、後勤

支援消防和警政系統之災情查報等事項。 

3.辦理有關災區替代道路規劃、交通狀況調查、管制、疏導等

交通管制事項。 

4.依規定執行避難疏散撤離作業。 

5.辦理有關外國人民事故等相關警務工作。 

6.協調聯繫檢調人員有關爆炸之偵查事項。 

7.辦理警政系統災情查報、通報事項。 

8.辦理屍體搜救、處理及罹難者身份確認及報請相驗等相關工

作(彙整因災死亡名冊)。。 

9.災區傷亡人員之查報。 

10.指揮本鄉民防及義警系統之救災事項。 

11.執行災害防救法第卅一條限制或禁止人民進入或命其離去

等事宜。 

12.其他有關警政相關防災業務權責事宜。 

宜蘭縣政

府消防局

五結消防

分隊 

(消防組) 

1.辦理風災、地震、重大水災、爆炸災害應變中心幕僚作業事

項。 

2.協助災情傳遞彙整及緊急通報成立重大災害緊急應變小組

事宜。 

3.災害消防、傷患救護及人命救助、受災地區調查及人員疏散

等事項。 

4.負責聯絡中央及各縣市後勤支援消防救災人力。 

5.災害及消防過程之通報處理事項。 

6.襄助指揮官指揮救生隊及民間救難組織之調度事宜。 

7.辦理火災原因調查事項。 

8.辦理災害防救設施整備事項。 

9.其他有關消防防災業務權責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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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說明 應變小組 工作事項 備註 

宜蘭縣後

備指揮部

(國軍組) 

1.協調派遣軍事單位後勤支援兵力、裝備執行救災事項。 

2.協助災後復健工作。 

自來水公

司尾塹給

水廠 

(自來水

組) 

1.進行自來水管線設施緊急工程搶修有關事項。 

2.災區及相關緊急供水事項(包括災民收容所、緊急醫療用

水、消防用水等)。 

3.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防災業務權責事項。 

台灣電力

公司利澤

服務所 

(電力組) 

1.進行電力緊急工程搶修、災區緊急供電有關事項。 

2.辦理電力線路、防護工程搶修、災情查報及災後復原事項。 

3.災民收容所臨時供電事項。 

4.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防災業務權責事項。 

中華電信 

宜蘭營運

處(通信

組) 

1.進行電信設施緊急工程搶修及架設緊急聯絡通訊線路事項。 

2.辦理電訊線路、防護工程搶修、災情查報及災後復原事項。 

3.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防災業務權責事項。 

農田水利

會五結工

作站 

(水利組) 

1.負責農田灌溉排水溝渠疏濬。 

2.有關農田灌溉排水首預防查報及工程搶修等事項 

3.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防災業務權責事項。 

各村辦公

處 

1.防災宣導及災情之即時查報事項。 

2.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防災業務權責事項。 

三、受理

災情通報 

宜蘭縣政

府消防局

五結消防

分隊 

(消防組) 

1.災區或事故現場附近民眾，

直接前往消防分隊向值班人

員報案，再由值班人員接報

後以有線或無線通訊設備及

傳真等方式，轉報消防局救

災救護指揮中心。 

 

2.各義消連絡員於得知或發現

災害狀況，先通報所屬消防

分隊處理，再詳細暸解查證

續報。 

 

3.各義消編組人員於災害發生

經消防分隊通知時，至負責

區域迅速蒐集災情，並通報

所屬消防分隊。 

若有線電、行動電話中斷時，

各義消編組人員前往消防分

隊進行災情通報，而由各分隊

透過無線電系統，通報消防局

救災救護指揮中心。 

宜蘭縣政 1.警勤區警局警員應主動與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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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說明 應變小組 工作事項 備註 

府警察局

羅東分局

(警察組) 

長保持聯繫，建立緊急聯絡

電話，如發現災情應立即通

報分局勤務中心。 

2.轄區員警將查獲之災情回報

分局勤務中心後，再由警察

局 110系統將獲知之災情轉

報災害應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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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說明 應變小組 工作事項 備註 

民政課 

(防災業務

組) 

1.應主動通報村長及村幹事注

意災情查報。 

為避免漏失災情，賦予村長、

村幹事災情查報責任（即為災

情查報員之工作）。 

2.災情查報員除主動前往災區

查報外，並將獲知之災情，

利用電話進行通報。 

如有電話中斷時，應主動前往

分駐、派出所及各消防分隊，

並利用無線電逐級通報。 

其他各組 獲知災情後，將接獲之災情以

有線通信設備或傳真等方式，

直接轉報至縣災害應變中心。 

 

四、災情

登記處理 

各災害應

變編組 

獲知災情後，應經由線上系統

及傳真等方式受理災情作業。 

網址：

https://portal.ndppc.nat.

gov.tw/portal/chinese/pag

e/user?usercmd=login  

應立即派遣相關作業人員至現

場處理。 

 

五、災情

管制回報 

各災害應

變編組 

將所接獲之災情，派遣相關人

員處理後即加以管制，直至災

情處置完畢後，始解除列管。 

 

在災情處置完畢後，應經由線

上系統及傳真等填報處理情形

結案。 

網址： 

https://portal.ndppc.nat.

gov.tw/portal/chinese/pag

e/user?usercmd=login 

六、災害

應變中心

撤除 

民政課 

(防災業務

組) 

1.災害應變中心撤除時機：依

據縣災害應變中心通報或依

災害緊急處變處置已完成，

後續復原重建可由各相關機

關或單位自行辦理，無緊急

應變任務需求時，經防災業

務組提報，經指揮官裁示撤

除本中心開設狀態。 

 

2.通報縣災害應變中心。  

3.回報「災情彙報表」至縣災

害應變中心。 

(附件 32)災情彙報表。 

其他各組 進行災害復原階段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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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編 風災災害應變標準作業程序 

壹、 風災災害應變中心成立與撤除時機 

一、 成立時機 

(一) 二級開設： 

1. 中央氣象局發佈海上、陸上颱風警報，縣災害應變中心發警報通報消防分

隊時。 

2. 縣災害應變中心發警報通報時。 

(二) 一級開設： 

1. 中央氣象局發佈海上陸上颱風警報且將宜蘭縣列為陸上警戒區內。 

2. 縣災害應變中心發警報通報消防分隊時。 

二、 進駐機關及人員： 

(一) 二級開設：由本所民政課進行人員編組，全天候掌握颱風動態，並由民

政課通知農經課、建設課、社會課、宜蘭縣後備指揮部權責人員進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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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派員進駐。 

(二) 一級開設：由本所民政課進行人員編組，全天候掌握颱風動態，並由民

政課通知農經課、建設課、社會課、財政課、主計室、行政室、清潔隊、

五結鄉衛生所、五結鄉戶政事務所、五結消防分隊、警察局羅東分局、

自來水公司廣興給水廠、台灣電力公司利澤服務所、中華電信宜蘭營運

處、農田水利會五結工作站、宜蘭縣後備指揮部等機關（單位）首長指

派權責人員進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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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派員進駐。 

三、 撤除時機： 

(一) 中央氣象局解除本縣陸上警戒且依據縣災害應變中心通報。 

(二) 災害緊急應變處置完成，後續復原重建可由各相關機關或單位自行辦理

時，執行秘書得以書面報告指揮官撤除本中心。 

貳、 災害應變作業流程 

一、 五結鄉風災災害應變標準作業流程(參照圖 2)。 



11 

二、 應變程序：應變程序依災害時序擬訂，包含(參照表 2)： 

(一) 海上颱風警報：開設二級災害應變中心(監看颱風動態訊息) 

(二) 陸上颱風警報： 

1. 開設一級災害應變中心 

2. 災情分析研判 

3. 召開整備會議 

4. 颱風動態資訊報告 

5. 災情預判資訊報告 

6. 各組應變整備報告 

(三) 災情發生： 

1. 災情查通報 

2. 應變對策處置 

(1) 災民淹水受困 

(2) 災民洪水圍困 

(3) 劃定災害警戒管制範圍 

(4) 災民疏散撤離 

(5) 災民收容孜置 

(6) 緊急運送 

(7) 民生管線毀損、電桿倒塌 

(8) 廣告招牌、路樹倒塌 

(9) 交通號誌、路燈倒塌 

(10) 積水、淹水、破堤 

3. 召開應變會議 

(1) 災情資訊報告 

(2) 各組應變報告 

(四) 脫離颱風警戒區：撤除災害應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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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五結鄉風災災害應變標準作業流程圖 

  

表2 五結鄉風災災害應變程序表 

程序說明 應變小組 工作事項 備註 

一、開設二

級災害應

變中心(監

看颱風動

態訊息) 

民政課 

(防災業務

組) 

1.轄區符合災害應變中心

開設時機或接受上級

(縣災害應變中心)指示

開設時，立即簽報鄉長

裁示開設災害應變中

心。 

1.(附件 1)五結鄉災害應變中心

編組及任務分工表。 

2.(附件 2)開設災害應變中心紀

錄簿。 

2.由民政課人員編組，全

天掌握颱風動態，並通

知各編組機關(單位)進

行防颱準備及宣導事

宜。 

1.(附件 1)災害應變編組及任務

分工表。 

2.(附件 7)災害應變小組進駐簽

到(退)單。 

災害時序 應變時序

海上颱風警報

陸上颱風警報

開設二級災害應變中心

開設一級災害應變中心

災情分析研判

召開整備會議
．颱風動態資訊報告
．災情預判資訊報告
．各組應變整備報告

災情 災情查通報

應變對策處置
．災民淹水受困
．災民疏散撤離
．緊急運送
．廣告招牌、路樹倒塌
．交通號誌毀壞、路燈倒塌…

．災民收容安置
．民生管線毀損

召開應變會議
．災情資訊報告
．各組應變報告

解除陸上颱風警報 撤除一級災害應變中心

無災情接獲災情通報無災情

發生災情
或

災情擴大

災
情
得
到
控
管

發生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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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說明 應變小組 工作事項 備註 

3.規劃災害應變中心輪值

人員名單。 

(附件 8)災害應變中心進駐人員

輪值表。 

4. 綜整並監看颱風動態

訊息： 

(1) 颱風目前位置 

(2) 颱風路徑預報 

(3) 影響本轄區時間 

(4) 雨量預報 

(5) 風力預報 

中央氣象局颱風警報單(中央氣

象局網站網址：

http://www.cwb.gov.tw/V6/ind

ex.htm)  

5.接收中央氣象局颱風警

報單。 

 

6.啟用災害應變中心(會

議室)軟硬體設備，填寫

災害應變中心硬體自我

檢查表。 

1. 軟硬體設備包含： 

(1)基本設施：電力(備援電

力)、照明、空調。 

(2)會議麥克風系統。 

(3)會議簡報系統：投影設備

(單槍、投影布幕) 。 

(4)作業設備：電腦、網路、印

表機、影印機。 

(5)視訊會議系統：網路攝影機

及其軟體。 

(6)通訊系統：民線(警用/無線

電/衛星)電話、傳真機、事

務機、電視。 

(7)編組桌牌。 

2. (附件 9)災害應變中心硬體自

我檢查表。 

7.簡訊通知國軍及事業單

位應變小組進駐或待

命。 

(附件 2)開設災害應變中心紀錄

簿。 

行政室 

(後勤支援

組) 

1.準備進駐人員餐食。  

2.啟用災害應變中心(會

議室)軟硬體設備，填寫

災害應變中心硬體自我

檢查表。 

(附件 9)災害應變中心硬體自我

檢查表。 

其他各組 1.接獲通知後應立即進駐

災害應變中心。 

建議先回傳簡訊。 

2.提供災害應變中心輪值

人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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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說明 應變小組 工作事項 備註 

二、開設一

級災害應

變中心(監

看颱風動

態訊息)  

民政課 

(防災業務

組) 

1.轄區符合颱風災害應變

中心一級開設時機或接

受上級(縣災害應變中

心)指示開設時，立即簽

報鄉長裁示開設災害應

變中心。 

1.二級颱風災害應變中心成立時

機：中央氣象局發布海上颱風

警報，預計 48小時內，本縣可

能成為警戒區域時，經縣災害

應變中心通知開設。 

2.(附件 1)鄉(鎮、市)災害應變

中心編組及任務分工表。 

3.(附件 2)開設災害應變中心紀

錄簿。 

2.除原本進駐組別，以簡

訊通知其他應變小組進

駐災害應變中心： 

(1)民政課 

(2)建設課 

(3)農經課 

(4)社會課 

(5)清潔隊 

(6)財政課 

(7)行政室 

(8)人事室 

(9)主計室 

(10)警察局羅東分局 

(11)五結消防分隊 

(12)中華電信宜蘭營運處 

(13)台電利澤服務所 

(14)自來水廣興給水廠 

(15)五結鄉衛生所 

(16)五結鄉戶政事務所 

(17)農田水利會五結工作

站 

(18)宜蘭縣後備指揮部 

1.(附件 1)災害應變編組及任務

分工表。 

2.(附件 7)災害應變小組進駐簽

到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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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說明 應變小組 工作事項 備註 

3.規劃災害應變中心輪值

人員名單。 

(附件 8) 災害應變中心進駐人

員輪值表。 

4.綜整並監看颱風動態訊

息： 

(1) 颱風目前位置 

(2) 颱風路徑預報 

(3) 影響本轄區時間 

(4) 雨量預報 

(5) 風力預報 

中央氣象局颱風警報單(中央氣

象局網站網址：

http://www.cwb.gov.tw/V6/ind

ex.htm)  

 

5.接收中央氣象局颱風警

報單。 

 

6.簡訊通知國軍及事業單

位應變小組進駐或待命。 

(附件 2)開設災害應變中心紀錄

簿。 

7.通知村長進行社區廣播

防颱宣導 

1.( 附件 11)村長聯絡名冊。 

2.(附件 12)社區廣播防颱宣導

範本。 

行政室 

(後勤支援

組) 

1.準備進駐人員餐食。  

2.啟用災害應變中心(會

議室)軟硬體設備，填寫

災害應變中心硬體自我

檢查表。 

(附件 9)災害應變中心硬體自我

檢查表。 

其他各組 接獲通知後應立即進駐災

害應變中心。 

建議先回傳簡訊 

 

提供災害應變中心輪值人

員名單。 

 

三、情資分

析研判與

初期整備 

民政課 

(防災業務

組) 

1.綜整並監看颱風動態訊

息： 

(1) 颱風目前位置 

(2) 颱風路徑預報 

(3) 影響本轄區時間 

(4) 雨量預報 

(5) 風力預報 

中央氣象局颱風警報單(中央氣

象局網站網址：

http://www.cwb.gov.tw/V6/ind

ex.htm)  

 

2.規劃、通知應變中心召

開整備會議時間。 

建議於災害應變中心一級開設 2

小時內召開整備會議。 

3.接收中央氣象局颱風警

報單。 

 

4.蒐集工程搶修組、工程

搶修組劃定之危險警戒

(附件 13) 防颱公告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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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說明 應變小組 工作事項 備註 

區域資訊，並於本所網

站公告區，發佈防颱及

相關警戒資訊。資訊包

含： 

(1) 防颱宣導 

(2) 危險警戒區域 

(3) 災情通報方式 

(4) 停班、停課訊息 

(5) 重要活動舉行或取消

訊息 

(6) 醫院看診或休診訊息 

(7) 其他重要訊息 

5.通知村長進行社區廣播

防颱宣導。 

1.(附件 11)村長聯絡名冊。 

2.(附件 12)社區廣播防颱宣導

範本。 

建設課 

(工程搶修

組) 

1.監看中央氣象局發佈之

轄內即時雨量。 

中央氣象局(累積雨量) 

網址： 

http://www.cwb.gov.tw/V7/obs

erve/rainfall/A136.htm 

2.依據中央氣象局雨量預

報調閱適當之淹水潛勢

圖資，以路段或村為單

位劃設淹水警戒區域。 

 

3.依據淹水警戒區域推估

可能受災情形(影響戶

數及人數)，表列水災保

全對象清冊。 

(0)水災保全對象清冊。 

 

4.檢查抽水機、抽水站、

防洪塊、太空包、砂包

整備數量表或通知防洪

淹水工程開口契約廠商

待命。 

1.(附件 16)抽水機、防洪塊、太

空包、砂包整備數量表。 

2.需要時可請求國軍協助進行砂

包的裝袋工作。 

5.可向宜蘭縣政府工務處

申調預置抽水機、砂包

至淹水警戒區域內或鄰

近之消防分隊待命。 

若本組無適合之車輛可委請國軍

組、消防組協助運送。 

6.表列轄內易崩塌路段。 (附件 17) 易崩塌路段表。 

7.表列轄內易受道路中斷

社區，及其保全對象清

(附件 18) 社區保全對象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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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說明 應變小組 工作事項 備註 

冊。 

8.通知道路工程搶修工程

開口契約廠商於指定地

點待命。 

 

9.於應變中心開設期間，

負責接收經濟部水利署

及縣災害應變中心傳真

發佈之颱風防汛作業通

報單，並確認回傳至縣

災害應變中心。 

 

農經課 

(工程搶修

組) 

提醒農民及養殖業者做好

相關防災之準備措施及農

作物之搶收事宜。 

 

行政室 

(後勤支援

組) 

連繫宜蘭有線電視、各界

新聞媒體、廣播電台與報

社，並利用本所跑馬燈、

本所網站首頁發佈新聞，

依縣、本鄉災害應變中心

及宜蘭縣政府秘書處所提

供之資訊，提供正確的新

聞訊息及最新防災狀況。 

 

五結鄉衛

生所 

(醫療組) 

1.為避免流感及疫情間的

傳染，將準備口罩、額

溫槍、酒精性乾洗手

液、緊急醫療救護箱

等。供災民收容所開設

後，提供災民醫療使用。 

 

2.將啟動醫師辦理醫療駐

診服務，每 4小時回報

衛生局本所開設醫護作

業及辦理情形。 

 

宜蘭縣消

防局 

五結消防

分隊(消防

組) 

1.依據工程搶修組劃設之

淹水警戒區域，調派或

整備抽水機。 

 

2.表列待命消防人力及機

具設備。 

(附件 20) 消防消防人力及機具

設備表。 

3.表列民間救難團體組織

消防人力及機具設備。 

(附件 21) 民間救難團體組織人

力及機具設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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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說明 應變小組 工作事項 備註 

4.針對(工程搶修組劃設

之淹水警戒區域進行廣

播防颱宣導。 

 

宜蘭縣政

府警察局

羅東分局

(警察組) 

1.針對工程搶修組劃設之

淹水警戒區域進行廣播

防颱宣導。 

 

2.針對河、海岸進行巡邏

並勸離民眾。 

 

社會課 

(救濟組) 

1.表列收容物資儲備數量

或通知救災物資開口契

約廠商待命。 

1.(附件 22) 收容物資儲備表。 

2.(附件 23) 救災物資開口契

約。 

2.通知各避難收容所聯絡

人，待命開設。 

(附件 24) 避難收容所聯絡清

冊。 

3.針對工程搶修組劃設之

淹水警戒區域評估適合

之避難收容場所及數

量，通知避難收容所聯

絡人待命開設，並調度

相關車輛待命，以備人

員撤除之用。 

 

4.表列危險警戒區域內避

災弱勢族群聯絡名

冊，先行提供疏散避難

主責單位預先撤離避

難，如有孜置需求則由

本組協調或請求縣府

協助。 

(1)避災弱勢族群包含：身

障、重症病患、獨居老

人、孕婦。 

(2)規劃孜置地點為緊急

醫療院所或老人孜養

院優先。 

1.(附件 25) 避災弱勢族群聯絡

名冊。 

2.若本組無適合之車輛可委請工

程搶修組、國軍組協助運送或

請求縣政府協助運送。 

3.重症病患、孕婦名單由衛生所

提供避難疏散。 

清潔隊 

(清潔環保

組) 

表列救災人力及機具設備

或通知環境復原開口契約

廠商待命。 

1.清潔環保組之救災任務僅針對

招牌、路樹倒塌等公所處理能力

範圍內之災情所需。 

2.(附件 26) 清潔環保組救災人

力及機具設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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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說明 應變小組 工作事項 備註 

四、召開整

備會議(會

議程序說

明請見備

註欄)  

指揮官 聽取目前颱風動態、災情

分析研判資料及各組整備

情形，並指裁示各項應變

事宜。 

會議程序(附件 10 會議紀錄表)： 

1.颱風動態資訊報告：由防災業

務組報告目前颱風動態資訊。 

2.災情預判資訊報告： 

(1)由工程搶修組報告淹水、崩塌

災情分析研判資料、危險警戒

區域及可能受災情形。 

(2)其他各組補充預判災情。 

3.各組應變整備報告： 

應變小組依序報告整備情形。 

4.指揮官指裁示。 

5.提案討論： 

(1)由工程搶修組針對危險警戒

區域進行疏散撤離提案，由指

揮官指裁示。 

(2)由人事室針對停班、停課提

案，由指揮官指裁示。 

(3)其他提案討論。 

4.1颱風動

態資訊報

告 

民政課 

(防災業務

組) 

報告目前颱風動態資訊： 

1. 颱風目前位置 

2. 颱風路徑預報 

3. 影響本轄區時間 

4. 雨量預報 

5. 風力預報 

中央氣象局颱風警報單(中央氣

象局網站網址：

http://www.cwb.gov.tw/V6/ind

ex.htm) 

4.2災情預

判資訊報

告 

建設課 

(工程搶修

組) 

1.報告淹水災情預判資

料： 

(1)依據中央氣象局雨量

預報調閱適當之淹水潛

勢圖資，說明可能造成

淹水之警戒區域與範

圍。 

(2)說明淹水警戒區域內

可能受災情形(影響戶

數及人數)。 

 

2. 報告崩塌災情預判資

料： 

(1)說明轄內易崩塌路段。 

(2)說明轄內易受道路中

斷社區 

 



20 

程序說明 應變小組 工作事項 備註 

其他各組 補充預判災情。 說明中央、上級政府、機關提供

之預判災情警訊。 

4.3各組應

變整備報

告 

行政室 

(後勤支援

組) 

報告轄區防颱及警戒資訊

新聞發佈情形。 

 

民政課 

(防災業務

組) 

報告民政系統(村長)待命

情形。 

(附件 44)撤離人數統計表 

依據民政系統通報需求，

協調國軍救災人力及機具

設備數量及分布。 

(附件 43)申請國軍後勤支援救

災兵力及機具需求彙整表 

協調危險警戒區域預置兵

力、機具數量及待命地

點。 

 

建設課 

(工程搶修

組) 

1.報告抽水機、抽水站、

防洪塊、太空包、砂包

整備數量及放置情形。 

 

2.報告防洪淹水工程開口

契約廠商待命情形。 

 

3.報告道路搶通工程開口

契約廠商於指定地點待

命情形。 

 

農經課 

(工程搶修

組) 

報告農作物搶收情形及養

殖業之整備情形。 

 

消防分隊 

(消防組) 

1.報告因應淹水警戒區域

調派、整備抽水機數量

及分布。 

 

2.報告防救組待命消防人

力、機具設備數量及分

布。 

含義消、民間、救難組織。 

3.報告危險警戒區域防颱

宣導情形。 

 

警察分局 

(警察組) 

1.報告交通組待命消防人

力分布。 

含義警、社區巡孚隊。 

2.報告危險警戒區域防颱

宣導情形。 

 

社會課 

(救濟組) 

1.報告收容物資儲備數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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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報告救災物資開口契約

廠商待命情形。 

 

3.報告避難收容所待命開

設情形。 

 

4.報告危險警戒區域內避

災弱勢族群人數及先行

避難孜置情形。 

 

清潔隊 

(清潔環保

組) 

報告清潔環保組待命救災

人力及機具設備數量。 

 

五結鄉衛

生所 

(醫療組) 

報告可提供之簡易醫療物

品的準備情形及各醫療院

所的待命狀況。 

 

其他各組 補充整備事宜。  

4.4提案討

論 

建設課 

(工程搶修

組) 

依據縣災害應變中心或其

他上級災害防災業務機關

指示下，或本組認為有必

要進行相關緊急管制、疏

散及收容孜置時，得針對

淹水或崩塌危險警戒區域

或路段進行公告為「管制

區域」提案，由本組填報

「劃定警戒管制範圍建議

申請表」及「管制區域

圖」，由指揮官指裁示核

定。 

1.(附件 27)劃定警戒管制範圍

建議申請表。 

2.若提案通過即進行管制區公

告、疏散勸告、強制疏散撤離

等相關管制措施。 

人事室 

(後勤支援

組) 

依實際雨量及風力評估，

有影響通行孜全或辦公上

課或致災之虞時，提出停

班、停課提案，由指揮官

指裁示，建議宣佈本鄉全

鄉或部分村別停止上班、

上課。 

(附件 28)停班、停課標準表。 

其他各組 補充提案。  

五、災情查

通報 

(當接獲災

害報案或

所有編組 接受民眾災害報案，填寫

災情處理通報紀錄表，並

轉至各相關編組啟動複式

查通報流程。 

(附件 29)災情處理通報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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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播報

災害訊息

時，應派員

前往查報

或通報) 

民政課 

(防災業務

組) 

1.通知災區村長前往查

證，先行電話口頭初報災

情狀況，隨即填寫災情查

報紀錄表並回報。 

1.(附件 30)災情查報紀錄表。 

2.查報重點： 

(1) 人員受傷、死亡及失蹤情

形。 

(2) 災害地點、範圍描述。 

2.與警政、消防所蒐集之

災情資料相互查證。 

 

3.蒐集各組災情查報紀

錄，填寫災害應變中心災

情通報表，傳真回報縣災

害應變中心。 

(附件 31)災情通報表。 

4.蒐集各組災情查報紀

錄，定時填寫「災情彙報

表」，並上網填寫應變管理

資訊系統（EMIS）資料回

報至縣災害應變中心。 

(附件 32)災情彙報。 

5.依據災情查報結果，協

調災害應變中心各組立即

進行應變作業，若有災情

擴大之虞或非屬本所權責

與能力範圍，應立即通報

縣災害應變中心或上級權

責機關處理。 

 

警察分局 

(警察組) 

1.派遣警察或義警前往查

證，先行電話口頭初報災

情狀況，隨即填寫災情查

報紀錄表並回報。 

(附件 30)災情查報紀錄表。 

2.與民政、消防所蒐集之

災情資料相互查證。 

 

消防分隊 

(消防組) 

派遣消防分隊或義消前往

查證，先行電話口頭初報

災情狀況，隨即填寫災情

查報紀錄表並回報。 

(附件 30)災情查報紀錄表。 

與民政、警政所蒐集之災

情資料相互查證。 

 

其他各組 提供協助與後勤支援災情

查報任務。 

若查報地區無適當人員或災區道

路中斷、偏遠、或為爭取時效時，

得向縣災害應變中心申請後勤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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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 

六、應變對

策 

 本程序針對以下各項災情

或相關情況進行對策說

明，包含： 

1.災民淹水受困 

2.災民洪水圍困 

3.劃定災害警戒管制範圍 

4.災民疏散撤離 

5.災民收容孜置 

6.緊急運送 

7.民生管線毀損、電桿倒

塌 

8.廣告招牌、路樹倒塌 

9.交通號誌、路燈倒塌 

10.積水、淹水、破堤 

 

6.1災民淹

水受困 

消防分隊 

(消防組) 

1.派遣消防分隊及義消出

動橡皮艇，並攜帶救生

器材前往救援，將受困

災民送醫或護送至避難

收容所(孜全地點)。 

 

2.人員舟艇無法接近消防

時，立即向縣災害應變

中心申請國軍或空中勤

務總隊派遣直昇機協助

消防及傷患後送。 

 

社會課 

(救濟組) 

接收受困災民並依收容作

業程序進行孜置收容照

護。 

 

建設課 

(工程搶修

組) 

將災區劃定為危險警戒管

制區域。 

 

農經課 

(工程搶修

組) 

協助進行淹水潛勢區民眾

進行疏散撤離。 

 

警察分局 

(警察組) 

派遣員警及義警至災區周

邊設置警告標誌及疏導交

通。 

 

行政室 

(後勤支援

蒐集各單位救災工作狀況

及最新消防措施或決定，

 



24 

程序說明 應變小組 工作事項 備註 

組) 提供記者採用。 

透過電視新聞、廣播、網

路發佈災情訊息，並呼籲

民眾勿前往災區。 

 

民政課 

(防災業務

組) 

聯繫國軍後勤支援救災人

力及機具。 

(附件 43)申請國軍後勤支援救

災兵力及機具需求彙整表 

6.2災民洪

水圍困 

消防分隊 

(消防組) 

1.派遣具水域專才之消防

隊員及義消攜帶救生器

具、出動救生船之或車

輛前往救援，將受困災

民送醫或護送至孜全地

點。 

 

2.人員舟艇無法接近消防

時，立即向縣災害應變

中心申請空中勤務總隊

或國軍派遣直昇機協助

消防及傷患後送。 

 

警察分局 

(警察組) 

派遣員警及義警至災區周

邊設置警告標誌及疏導交

通。 

 

行政室 

(後勤支援

組) 

1.蒐集各單位救災工作狀

況及最新消防措施或決

定，提供記者採用。 

 

2.透過電視新聞、廣播、

網路發佈災情訊息，並

呼籲民眾勿前往災區。 

 

民政課 

(防災業務

組) 

聯繫國軍後勤支援救災人

力及機具。 

(附件 43)申請國軍後勤支援救

災兵力及機具需求彙整表 

6.3劃定災

害警戒管

制範圍 

建設課 

(工程搶修

組) 

依據以下情形，得針對淹

水或崩塌危險區域或路段

劃定為「管制區域」，由本

組填報「劃定警戒管制範

圍建議申請表」及「管制

區域圖」，陳報指揮官裁示

核定。 

1.接獲縣災害應變中心或

(附件 27)劃定警戒管制範圍建

議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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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說明 應變小組 工作事項 備註 

其他上級災害防災業務

機關指示。 

2.接獲經濟部水利署淹水

警戒範圍資訊。 

3.現地持續降雨、淹水已

達 30cm，本組認為有必

要進行相關緊急管制、

疏散及收容孜置時。 

警察分局 

(警察組) 

1.製作管制區域公告並派

員前往管制地區張貼公

告，同時指派警察人員

執行管制措施，限制或

禁止民眾進入管制區或

命其離去。必要時得舉

發民眾違反災害防救法

並開立勸導通知書。 

1.(附件 33)管制區域公告範本。 

2.(附件 35)舉發違反災害防救

法案件勸導通知書。 

3.(附件 36)舉發違反災害防救

法案件罰鍰處分通知書。 

2.執行疏散撤離程序。  

其他各組 執行疏散撤離與災民收容

程序。 

 

6.4災民疏

散撤離 

民政課 

(防災業務

組) 

1.通知村長及動員社區組

織宣傳管制區域內將進

行強制疏散勸離，請民

眾立即疏散至避難收容

所。疏散勸告內容包含： 

(1)避難理由。 

(2)避難收容所位置及疏

散路線。 

(3)避難應攜帶物品及其

他注意事項。 

疏散方式： 

1.小規模災害以徒步及車輛方

式。 

2.大規模災害以直昇機、救生艇

及各式動力船舶、其他各式交

通運輸工具。 

 

2.通知村長及動員社區組

織協助救濟組針對避災

弱勢族群優先協助運送

疏散至避難收容所(孜

全地點)。 

(附件 25) 避災弱勢族群聯絡名

冊。 

3.通知村長及動員社區組

織協助災民避難導引或

運送至避難收容所(孜

全地點)。 

1.(0)水災保全對象清冊。 

2.(附件 18) 社區保全對象清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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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說明 應變小組 工作事項 備註 

聯繫國軍後勤支援救災人

力及機具。 

(附件 43)申請國軍後勤支援救

災兵力及機具需求彙整表 

清潔隊 

(清潔環保

組) 

藉由垃圾車廣播系統、村

里廣播系統協助宣導疏散

撤離資訊。 

 

警察分局 

(警察組) 

1.派遣警察人員協助村長

宣傳管制區域內將進行

強制疏散撤離，請民眾

立即疏散至避難收容

所。必要時得舉發民眾

違反災害防救法並開立

勸導通知書。 

1.(附件 35) 舉發違反災害防救

法案件勸導通知書。 

2.(附件 36) 舉發違反災害防救

法案件罰鍰處分通知書。 

2.派遣員警及義警疏導交

通並協助災民避難導

引。 

 

3.依防災業務組需求調派

車輛協助運送災民至避

難收容所(孜全地點)。 

 

消防分隊 

(消防組) 

1.派遣消防人員協助村長

宣傳管制區域內將進行

強制疏散撤離，請民眾

立即疏散至避難收容

所。必要時得舉發民眾

違反災害防救法並開立

勸導通知書。 

1.(附件 35) 舉發違反災害防救

法案件勸導通知書。 

2.(附件 36) 舉發違反災害防救

法案件罰鍰處分通知書。 

2.派遣消防人員、義消或

協調動員民間救難團體

協助災民避難疏散。 

(附件 21) 民間救難團體組織人

力及機具設備表。 

 

3.依防災業務組需求調派

車輛協助運送災民至避

難收容所(孜全地點)。 

 

社會課 

(救濟組) 

1.針對避災弱勢族群名

冊，先行提供疏散避難主

責單位預先撤離避難，如

有孜置需求則由本課協調

或請求縣府協助，優先協

助運送疏散至避難收容所

(孜全地點)。 

1.(附件 25) 避災弱勢族群聯絡

名冊。 

2.可委請工程搶修組或請求縣政

府組調派車輛協助運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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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說明 應變小組 工作事項 備註 

2.執行災民收容孜置程

序。 

 

6.5災民收

容孜置 

社會課 

(救濟組) 

1.規劃適當之收容所，通

知聯絡人立即開設，並

編成收容作業小組人員

前往執行以下收容作業

程序。 

(附件 24) 避難收容所聯絡清

冊。 

2.掛設避難收容所標示

牌。 

 

3.於收容所內張貼公佈以

下圖表： 

(1) 災民登記收容流程。 

(2) 收容場所區域配置

圖。 

(3) 生活公約。 

1.(附件 37) 收容所災民登記收

容流程。 

2.(附件 38) 避難收容所生活公

約。 

 

4.災民登記作業：要求災

民填寫登記表，如身分

證或其他文件均遺失，

應由村長或鄰長出具證

明。 

(附件 39) 災民收容登記表。 

 

5.發給災民證，再由輔導

員引導孜置。 

(附件 40) 災民證範本。 

 

6.編造災民名冊。 (附件 41) 災民名冊範本。 

7.進行災民心理輔導。  

8.提供災民協尋服務。  

9.利用災害儲備物資或開

口契約提供災民膳宿及

民生必需品。 

 

10.災民遣散：編造災民遣

散名冊。 

(附件 41) 災民名冊範本。 

11.災民轉移： 

(1)孤兒轉送孤兒院。 

(2)老弱殘疾轉送救濟院。 

(3)無法處理時護送總站

處理。 

 

12.協尋民間志工救濟團

體協助。 

(附件 21) 民間救難團體組織人

力及機具設備表。 

其他各組 派員參與收容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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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說明 應變小組 工作事項 備註 

6.6緊急運

送 

(緊急運送

對象：1.

消防人員

及機具設

備 2.後送

傷患 3.維

持民生必

需品) 

消防分隊 

(消防組) 

調派車輛協助運送。  

警察分局 

(警察組) 

1.調派車輛協助運送。  

2.實施交通管制，針對災

區及緊急輸送道路進行

交通管制。 

 

3.為確保緊急運送，警察

機關得採取拖吊阻礙出

入之車輛，或運用警車

引導等方式。 

 

建設課 

(工程搶修

組) 

為確保緊急運送，應通知

開口合約廠商進行道路緊

急修復。 

 

清潔隊 

(清潔環保

組) 

調派車輛協助運送。  

社會課 

(救濟組) 

租調客運專車協助運送災

民 

 

民政課 

(防災業務

組) 

聯繫國軍調派後勤支援車

輛協助運送。 

(附件 43)申請國軍後勤支援救

災兵力及機具需求彙整表 

6.7民生管

線毀損、電

桿倒塌 

民政課 

(防災業務

組) 

1.當接獲民生管線毀損或

電線桿倒塌災情，立即

通知權責機關進行工程

搶修。 

(1)電力-台灣電力公司 

(2)電信-中華電信公司 

(3)自來水-台灣自來水公

司 

 

2.依據災情查通報程序，

搜集災情查報紀錄，填

寫災害應變中心災情通

報表，傳真回報縣災害

應變中心。 

 

警察分局 

(警察組) 

派遣員警及義警至災區周

邊設置警告標誌及疏導交

通。 

 

6.8廣告招 清潔隊 1.派遣人員機具車輛前往 (附件 26) 清潔環保組救災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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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說明 應變小組 工作事項 備註 

牌、路樹倒

塌 

(清潔環保

組) 

現場清除倒塌之鷹架、

廣告招牌或路樹，使道

路恢復暢通。 

及機具設備表。 

 

2.通知環境復原開口契約

廠商前往清除倒塌之鷹

架、廣告招牌或路樹，

使道路恢復暢通。 

 

 

警察分局 

(警察組) 

派遣員警及義警至災區周

邊設置警告標誌及疏導交

通。 

 

民政課 

(防災業務

組) 

依據災情查通報程序，搜

集災情查報紀錄，填寫災

害應變中心災情通報表，

傳真回報縣災害應變中

心，或上網填寫應變管理

資訊系統(EMIS)。 

 

6.9交通號

誌毀壞、路

燈倒塌 

建設課 

(工程搶修

組) 

當接獲交通號誌毀壞或路

燈倒塌災情，立即通知縣

災害應變中心交通組進行

工程搶修。 

 

警察分局 

(警察組) 

派遣員警及義警至災區周

邊設置警告標誌及疏導交

通。 

 

6.10積

水、淹水、

破堤 

建設課 

(工程搶修

組) 

1.當接獲局部積水或淹水

災情時，立即調用公所

之砂包或太空包圍堵淹

水區域，或通知防洪淹

水工程開口契約廠商前

往消防。 

(附件 16) 抽水機、防洪塊、太

空包、砂包整備數量表。 

 

2.申調移動式抽水機協助

排水。 

必要時，可向水利署第一河川局

或宜蘭縣申請大型移動式抽水機

後勤支援排水 

3.針對淹水區域之淹水位

進行孜全監測，當降雨

持續及淹水災情有擴大

之虞，立即通報縣災害

應變中心後勤支援消

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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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填寫災害應變中心災情

通報表，傳真回報縣災

害應變中心，或上網填

寫應變管理資訊系統

（EMIS）。 

 

民政課 

(防災業務

組) 

1.利用民政通報系統，發

佈潰堤訊息，請各村廣

播民眾迅速撤離，並請

鄰長，社區志工，義警、

義消，孚望相助隊員傳

遞此一訊息，需迅速撤

離蘭陽溪旁之災區。 

 

2.聯繫國軍後勤支援救災

人力及機具。 

(附件 43)申請國軍後勤支援救

災兵力及機具需求彙整表 

社會課 

(救濟組) 

1.開設避難收容場所 若有人力不足情形時，可利用網

路及新聞媒體、廣播電台，緊急

招募災民收容所欠缺之志工人

力，至指定之地點報到。 

2.徵調車輛協助災民至避

難收容場所避難，或至

鄰近村里、鄉鎮市辦理

依親，並辦理造冊列管。 

 

3.連續民生物資開口合約

廠商提供所需物資。 

若有物資不足之情形，可利用網

路及新聞媒體、廣播電台，緊急

招募各項欠缺物資，至指定之地

點報到。 

五結鄉衛

生所 

(醫療組) 

1.設立緊急醫療站，就撤

離災民辦理檢傷分類後

孜置。 

 

2.向本縣衛生局申請，增

派醫師及護理師數名，

配合本所醫護人力辦理

災民收容所巡迴醫療。 

 

3.提供口罩、酒精性乾洗

手液等醫療用品。 

不足部份向本縣衛生局申請。 

4.配合災民收容救濟站之

開設作業辦理各項消

毒。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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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分隊 

(消防組) 

調度移動式抽水機協助排

水。 

 

警察分局 

(警察組) 

派遣員警及義警至災區周

邊設置警告標誌及疏導交

通。 

 

七、召開應

變會議(會

議程序說

明請看備

註欄) 

指揮官 聽取災情及各組應變情

形，並指裁示各項應變事

宜。 

會議程序(附件 10 會議紀錄表)： 

1.災情資訊報告： 

(1)由防災業務組彙整併報告災

情統計資訊。 

(2)其他各組補充災情。 

2.各組應變報告：應變小組針對

各項災情進行應變或管制情

形。 

3.指揮官指裁示。 

4.提案討論： 

(1)由工程搶修組針對危險警戒

區域進行疏散撤離提案，由指

揮官指裁示。 

(2)由後勤支援組針對停班、停課

提案，由指揮官指裁示。 

(3)其他提案討論。 

7.1災情資

訊報告 

民政課 

(防災業務

組) 

蒐集各組災情查報紀錄，

彙整「災情彙報表」，報告

目前災情統計資訊。 

(附件 33) 災情及動員統計表。 

 

其他各組 補充災情資訊。  

7.2各組應

變報告 

消防分隊 

(消防組) 

針對下述災情說明應變消

防或災情控管情形。 

1.災民淹水受困。 

2.災民洪水圍困。 

3.災民疏散撤離情形。 

4.維生管線設施毀損情

形。 

報告重點： 

1.說明人員受困、傷亡數量。 

2.動員消防人力、機具、設備數

量。 

3.其他各組協助事項。 

4.判斷是否需要後勤支援，若需

要請預估各式需求數量。 

警察分局 

(警察組) 

1. 說明災區警戒管制情

形。包含： 

(1) 交通疏導。 

(2) 災民勸導撤離。 

(3) 災區治孜。 

 

2. 協助緊急運送事宜。  

社會課 說明目前災民收容孜置情 報告重點：(附件 44)撤離人數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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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說明 應變小組 工作事項 備註 

(救濟組) 形。 計表 

1.說明開設收容所名稱數量。 

2.目前各村收容人數。 

3.弱勢族群孜置情形。 

4.民生物資使用情形。 

5.其他各組協助事項。 

6.判斷是否需要後勤支援，若需

要請預估各式需求數量。 

建設課 

(工程搶修

組) 

針對下述災情說明應變消

防或災情控管情形。 

1.積水、淹水、破堤 

2.交通號誌毀壞、路燈倒

塌 

報告重點： 

1.災害影響範圍。 

2.動員消防人力、機具、設備數

量。 

3.持續孜全監控情形。 

4.其他各組協助事項。 

5.判斷是否需要後勤支援，若需

要請預估各式需求數量。 

農經課 

(工程搶修

組) 

說明目前農作業及養殖業

之災損情形。 

 

清潔隊 

(清潔環保

組) 

說明廣告招牌、路樹倒塌

應變消防或災情控管情

形。 

報告重點： 

1.動員消防人力、機具、設備數

量。 

2.其他各組協助事項。 

民政課 

 (防災業

務組) 

聯繫國軍後勤支援救災人

力及機具。 

報告重點：(附件 43)申請國軍後

勤支援救災兵力及機具需求彙整

表 

1.動員消防人力、機具、設備數

量。 

2.其他各組協助事項。 

其他各組 補充協助事項。  

7.3提案討

論 

建設課 

(工程搶修

組) 

依據縣災害應變中心或其

他上級災害防災業務機關

指示下，或本組認為有必

要進行相關緊急管制、疏

散及收容孜置時，得針對

淹水或崩塌危險警戒區域

或路段進行公告為「管制

區域」提案，由本組填報

「劃定警戒管制範圍建議

1.(附件 27)劃定警戒管制範圍

建議申請表。 

2.若提案通過即進行管制區公

告、疏散勸告、強制疏散撤離

等相關管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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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說明 應變小組 工作事項 備註 

申請表」及「管制區域

圖」，由指揮官指裁示核

定。 

人事室 

(後勤支援

組) 

依實際雨量及風力評估，

有影響通行孜全或辦公上

課或致災之虞時，提出停

班、停課提案，由指揮官

指裁示，建議縣府宣佈本

鄉停止上班、上課。 

(附件 28)停班、停課標準表。 

其他各組 補充提案。  

八、災害應

變中心撤

除 

民政課 

(防災業務

組) 

1.災害應變中心撤除時

機：依據縣災害應變中

心通報或依災害緊急處

變處置已完成,後續復

原重建可由各相關機關

或單位自行辦理，無緊

急應變任務需求時，經

防災業務組提報，經指

揮官裁示撤除本中心一

級開設狀態。 

 

2.通報縣災害應變中心。  

3.回報「災情彙報表」至

縣災害應變中心或上網

填寫應變管理資訊系統

（EMIC）。 

(附件 32)災情彙報。 

 

其他各組 進行災害復原階段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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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編 水災災害應變標準作業程序 

壹、 水災災害應變中心成立與撤除時機 

一、 成立時機 

(一) 二級開設： 

1. 氣象局發布豪雨特報且 24小時累積雨量達 200毫米以上或已有淹水災害 

情形。 

2. 各鄉(鎮、市)有重大災情傳出，需縣府進行協助救災時。 

(二) 一級開設時機： 

1. 氣象局發布豪雨特報且 24小時累積雨量達 350毫米以上。 

2. 氣象局解除海上陸上颱風警報後，仍持續發布豪雨特報，有水災發生之虞

時。 

二、 進駐機關及人員： 

(一) 二級開設：由本所建設課進行人員編組，通知民政課後由民政課通知農

經課、建設課、社會課、宜蘭縣後備指揮部權責人員進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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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派員進駐。 

(二) 一級開設：由本所建設課進行人員編組，並由民政課通知農經課、社會

課、建設課、財政課、主計室、行政室、清潔隊、五結鄉衛生所、五結

鄉戶政事務所、五結消防分隊、警察局羅東分局、自來水公司廣興給水

廠、台灣電力公司利澤服務所、中華電信宜蘭營運處、農田水利會五結

工作站、宜蘭縣後備指揮部等機關（單位）首長指派權責人員進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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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派員進駐。 

三、 撤除時機： 

當各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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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體自行辦理，無緊急應變任務上的需求時，經鄉災害應變中心提報縣府後，縣

災害應變中心召集人依災害善後處理情形及災害危害程度，認其危害不至擴大或

災情已趨緩和時，得指示撤除本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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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災害應變作業流程 

一、 五結鄉水災災害應變標準作業流程(參照圖 3)。 

二、 應變程序：應變程序依災害時序擬訂，包含(參照表 3)： 

(一) 開設二級災害應變中心(監看累積雨量資訊) 

(二) 開設一級災害應變中心(監看累積雨量資訊) 

1. 災情分析研判 

2. 召開整備會議 

3. 災情預判資訊報告 

4. 各組應變整備報告 

(三) 災情發生： 

1. 災情查（通）報 

2. 應變對策處置 

(1) 災民淹水受困 

(2) 災民洪水圍困 

(3) 劃定災害警戒管制範圍 

(4) 災民疏散撤離 

(5) 災民收容孜置 

(6) 緊急運送 

(7) 民生管線毀損、電桿倒塌 

(8) 廣告招牌、路樹倒塌 

(9) 交通號誌、路燈倒塌 

(10) 積水、淹水、破堤 

3. 召開應變會議 

(1) 災情資訊報告 

(2) 各組應變報告 

(四) 24小時累積雨量低於 200 毫米以下：撤除災害應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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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五結鄉水災災害應變標準作業流程圖 

  

表3 五結鄉水災災害應變程序表 

程序說明 應變小組 工作事項 備註 

一、開設二

級災害應

變中心(監

看累積雨

量訊息) 

民政課 

(防災業務

組) 

1.轄區符合災害應變中心

開設時機或接受上級

(縣災害應變中心)指示

開設時，立即簽報鄉長

裁示開設災害應變中

心。 

1.二級水災災害應變中心成立時

機： 

(1)氣象局發布大豪雨特報且 24

小時累積雨量達 200毫米以

上；縣府工務局水利科監控本

縣境內各雨量站 3處以上達警

戒值每小時 40 毫米以上。 

(2)縣內任一抽水站駐站人員回

報該站有抽排不及情形時。 

(3)各鄉(鎮、市)有重大災情傳

出，需縣府進行協助救災時。 

2.(附件 1)五結鄉災害應變中心

災害時序 應變時序

大豪雨特報(24小時累積雨
量達200mm以上)

超大豪雨特報(24小時累積
雨量達350mm以上)

開設二級災害應變中心

開設一級災害應變中心

災情分析研判

召開整備會議

．累積雨量資訊報告
．災情預判資訊報告
．各組應變整備報告

災情 災情查通報

應變對策處置

．災民淹水受困
．災民疏散撤離
．緊急運送
．廣告招牌、路樹倒塌
．交通號誌毀壞、路燈倒塌…

．災民收容安置
．民生管線毀損

召開應變會議

．災情資訊報告
．各組應變報告

24小時累積雨量低於
200mm以下

撤除一級災害應變中心

無災情接獲災情通報無災情

發生災情
或

災情擴大

災
情
得
到
控
管

發生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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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說明 應變小組 工作事項 備註 

編組及任務分工表。 

3.(附件 2)開設災害應變中心紀

錄簿。 

2.啟用災害應變中心(會

議室)軟硬體設備，填寫

災害應變中心硬體自我

檢查表。 

1. 軟硬體設備包含： 

(1)基本設施：電力(備援電

力)、照明、空調。 

(2)會議麥克風系統。 

(3)會議簡報系統：投影設備

(單槍、投影布幕) 。 

(4)作業設備：電腦、網路、印

表機、影印機。 

(5)視訊會議系統：網路攝影機

及其軟體。 

(6)通訊系統：民線(警用/無線

電/衛星)電話、傳真機、事

務機、電視。 

(7)編組桌牌。 

2. (附件 9)災害應變中心硬體自

我檢查表。 

3.簡訊通知國軍及事業單

位應變小組進駐或待

命。 

(附件 2)開設災害應變中心紀錄

簿。 

建設課 

(工程搶修

組) 

1.由建設課人員編組，全

天掌握降雨情形，並通

知各編組機關(單位)進

行防颱準備及宣導事

宜。 

1.(附件 1)災害應變編組及任務

分工表。 

2.(附件 7)災害應變小組進駐簽

到(退)單。 

2.規劃災害應變中心輪值

人員名單。 

(附件 8)災害應變中心進駐人員

輪值表。 

3.綜整並監看累積雨量訊

息： 

(1) 影響本轄區時間 

(2) 雨量預報 

(3) 風力預報 

中央氣象局颱風警報單(中央氣

象局網站網址：

http://www.cwb.gov.tw/V6/ind

ex.htm)  

4.接收中央氣象局大豪雨

特報警報單。 

 

行政室 

(後勤支援

組) 

1.準備進駐人員餐食。  

2.啟用災害應變中心(會

議室)軟硬體設備，填寫

(附件 9)災害應變中心硬體自我

檢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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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說明 應變小組 工作事項 備註 

災害應變中心硬體自我

檢查表。 

其他各組 1.接獲通知後應立即進駐

災害應變中心。 

建議先回傳簡訊。 

2.提供災害應變中心輪值

人員名單。 

 

二、開設一

級災害應

變中心(監

看累積雨

量訊息)  

民政課 

(防災業務

組) 

1.轄區符合水災災害應變

中心一級開設時機或接

受上級(縣災害應變中

心)指示開設時，立即簽

報鄉長指裁示開設災害

應變中心。 

1.一級颱風災害應變中心成立時

機： 

(1)氣象局發布超大豪雨特報且

24小時累積雨量達350毫米以

上；宜蘭縣境內雨量站一處以

上連續 3小時達每小時 30毫

米以上。 

(2)轄內任一抽水站駐站人員回

報該站有抽排不及情形時。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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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縣府工務局研判有開設

必要者。 

2.(附件 1)鄉(鎮、市)災害應變

中心編組及任務分工表。 

3. (附件 2)開設災害應變中心紀

錄簿。 

2.除原本進駐組別，以簡

訊通知其他應變小組進

駐災害應變中心： 

(1)民政課 

(2)建設課 

(3)農經課 

(4)社會課 

(5)清潔隊 

(6)財政課 

(7)行政室 

(8)人事室 

(9)主計室 

(10)警察局羅東分局 

(11)五結消防分隊 

(12)中華電信宜蘭營運處 

(13)台電利澤服務所 

1.(附件 1)災害應變編組及任務

分工表。 

2.(附件 7)災害應變小組進駐簽

到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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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說明 應變小組 工作事項 備註 

(14)自來水廣興給水廠 

(15)五結鄉衛生所 

(16)五結鄉戶政事務所 

(17)農田水利會五結工作

站 

(18)宜蘭縣後備指揮部 

3.簡訊通知國軍及事業單

位應變小組進駐或待

命。 

(附件 2)開設災害應變中心紀錄

簿。 

4.通知村長進行社區廣播

防颱宣導 

1.(附件 10)村里長聯絡名冊。 

2.(附件 12)社區廣播防颱宣導

範本。 

建設課 

(工程搶修

組) 

1.規劃災害應變中心輪值

人員名單。 

(附件 8)災害應變中心進駐人員

輪值表。 

2.綜整並監看累積雨量訊

息： 

(1) 影響本轄區時間 

(2) 雨量預報 

(3) 風力預報 

中央氣象局颱風警報單(中央氣

象局網站網址：

http://www.cwb.gov.tw/V6/ind

ex.htm)  

3.接收中央氣象局颱風警

報單。 

 

行政室 

(後勤支援

組) 

1.準備進駐人員餐食。  

2.啟用災害應變中心(會

議室)軟硬體設備，填寫

災害應變中心硬體自我

檢查表。 

(附件 9)災害應變中心硬體自我

檢查表。 

其他各組 接獲通知後應立即進駐災

害應變中心。 

建議先回傳簡訊 

 

提供災害應變中心輪值人

員名單。 

 

三、情資分

析研判與

初期整備 

民政課 

(防災業務

組) 

1.規劃、通知應變中心召

開整備會議時間。 

建議於災害應變中心一級開設 2

小時內召開整備會議。 

2.蒐集工程搶修組劃定之

危險警戒區域資訊，並

於鄉公所網站公告區，

發佈防颱及相關警戒資

訊。資訊包含： 

(1) 防颱宣導 

(附件 13) 防颱公告範例。 



40 

程序說明 應變小組 工作事項 備註 

(2) 危險警戒區域 

(3) 災情通報方式 

(4) 停班、停課訊息 

(5) 重要活動舉行或取消

訊息 

(6) 醫院看診或休診訊息 

(7) 其他重要訊息 

3.通知村長進行社區廣播

防颱宣導。 

1.(附件 10)村里長聯絡名冊。 

2.(附件 12)社區廣播防颱宣導

範本。 

建設課 

(工程搶修

組) 

1.監看中央氣象局發佈之

轄內即時雨量。 

中央氣象局(累積雨量) 

網址： 

http://www.cwb.gov.tw/V7/obs

erve/rainfall/A136.htm 

2.依據中央氣象局雨量預

報調閱適當之淹水潛勢

圖資，以路段或村鄰為

單位劃設淹水警戒區

域。 

 

3.依據淹水警戒區域推估

可能受災情形(影響戶

數及人數)，表列水災保

全對象清冊。 

(0)水災保全對象清冊。 

 

4.檢查抽水機、抽水站、

防洪塊、太空包、砂包

整備數量表或通知防洪

淹水工程開口契約廠商

待命。 

1.(附件 16) 抽水機、防洪塊、

太空包、砂包整備數量表。 

2.需要時可請求國軍協助進行砂

包的裝袋工作。 

5.可向水利署申調預置抽

水機、砂包至淹水警戒

區域內或鄰近之消防分

隊待命。 

若本組無適合之車輛可委請消防

組協助運送。 

6.表列轄內易崩塌路段。 (附件 17) 易崩塌路段表。 

7.表列轄內易受道路中斷

社區，及其保全對象清

冊。 

(附件 18) 社區保全對象清冊。 

 

8.通知道路工程搶修工程

開口契約廠商於指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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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待命。 

9.於應變中心開設期間，

負責接收經濟部水利署

及縣災害應變中心傳真

發佈之颱風防汛作業通

報單，並確認回傳至縣

災害應變中心。 

 

農經課 

(工程搶修

組) 

提醒農民及養殖業者做好

相關防災之準備措施及農

作物之搶收事宜。 

 

行政室 

(後勤支援

組) 

連繫宜蘭有線電視、各界

新聞媒體、廣播電台與報

社，並利用本所跑馬燈、

本所網站首頁發佈新聞，

依縣、本鄉災害應變中心

及宜蘭縣政府秘書處所提

供之資訊，提供正確的新

聞訊息及最新防災狀況。 

 

五結鄉 

衛生所 

(醫療組) 

1.為避免流感及疫情間的

傳染，將準備口罩、額

溫槍、酒精性乾洗手

液、緊急醫療救護箱

等。供災民收容所開設

後，提供災民醫療使用。 

 

2.將啟動醫師辦理醫療駐

診服務，每 4小時回報

衛生局本所開設醫護作

業及辦理情形。 

 

宜蘭縣消

防局五結

消防分隊

(消防組) 

1.依據工程搶修組劃設之

淹水警戒區域，調派或

整備抽水機。 

 

2.表列待命消防人力及機

具設備。 

(附件 20) 消防組人力及機具設

備表。 

3.表列民間救難團體組織

消防人力及機具設備。 

(附件 21) 民間救難團體組織人

力及機具設備表。 

4.針對建設課(工程搶修

組)劃設之淹水警戒區

域進行廣播防颱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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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政

府警察局

羅東分局

(警察組) 

1.針對工程搶修組及工程

搶修組劃設之淹水警戒

區域進行廣播防颱宣

導。 

 

2.針對河、海岸進行巡邏

並勸離民眾。 

 

社會課 

(救濟組) 

1.表列收容物資儲備數量

或通知救災物資開口契

約廠商待命。 

1.(附件 22) 收容物資儲備表。 

2.(附件 23) 救災物資開口契

約。 

2.通知各避難收容所聯絡

人，待命開設。 

(附件 24) 避難收容所聯絡清

冊。 

3.針對工程搶修組劃設之

淹水警戒區域評估適合

之避難收容場所及數

量，通知避難收容所聯

絡人待命開設，並調度

相關車輛待命，以備人

員撤除之用。 

 

4.表列危險警戒區域內避

災弱勢族群聯絡名冊，

先行提供疏散避難主責

單位預先撤離避難，如

有孜置需求則由本組協

調或請求縣府協助。 

(1)避災弱勢族群包含：身

障、重症病患、獨居老

人、孕婦。 

(2)規劃孜置地點為緊急

醫療院所或老人孜養

院優先。 

1.(附件 25) 避災弱勢族群聯絡

名冊。 

2.若本組無適合之車輛可委請工

程搶修組或請求縣政府協助運

送。 

3. 重症病患、孕婦名單由衛生所

提供避難疏散權責單位，協助

運送。 

清潔隊 

(清潔環保

組) 

表列救災人力及機具設備

或通知環境復原開口契約

廠商待命。 

1.清潔環保組之救災任務僅針對

招牌、路樹倒塌等公所處理能

力範圍內之災情所需。 

2.(附件 26) 清潔環保組救災人

力及機具設備表。 

四、召開整

備會議(會

議程序說

明請見備

指揮官 聽取目前災情分析研判資

料及各組整備情形，並指

裁示各項應變事宜。 

會議程序(附件 10會議紀錄表)： 

1.災情預判資訊報告： 

(1)由工程搶修組報告淹水、崩塌

災情分析研判資料、危險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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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欄)  區域及可能受災情形。 

(2)其他各組補充預判災情。 

3.各組應變整備報告： 

應變小組依序報告整備情形。 

4.指揮官指裁示。 

5.提案討論： 

(1)由工程搶修組針對危險警戒

區域進行疏散撤離提案，由指

揮官指裁示。 

(2)由人事室針對停班、停課提

案，由指揮官指裁示。 

(3)其他提案討論。 

4.1災情預

判資訊報

告 

建設課 

(工程搶修

組) 

1.報告淹水災情預判資

料： 

(1)依據中央氣象局雨量

預報調閱適當之淹水潛

勢圖資，說明可能造成

淹水之警戒區域與範

圍。 

(2)說明淹水警戒區域內

可能受災情形(影響戶

數及人數)。 

 

其他各組 補充預判災情。 說明中央、上級政府、機關提供

之預判災情警訊。 
 

4.2各組應

變整備報

告 

行政室 

(後勤支援

組) 

報告轄區警戒資訊新聞發

佈情形。 

 

民政課 

(防災業務

組) 

報告民政系統(村長)待命

情形。 

 

依據民政系統通報需求，

協調國軍救災人力及機具

設備數量及分布。 

 

協調危險警戒區域預置兵

力、機具數量及待命地

點。 

 

建設課 

(工程搶修

組) 

1.報告抽水機、抽水站、

防洪塊、太空包、砂包

整備數量。 

 

2.報告防洪淹水工程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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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廠商待命情形。 

3.報告道路搶通工程開口

契約廠商於指定地點待

命情形。 

 

農經課 

(工程搶修

組) 

報告農作物搶收情形及養

殖業之整備情形。 

  

消防分隊 

(消防組) 

1.報告因應淹水警戒區域

調派、整備抽水機數量

及分布。 

 

2.報告防救組待命消防人

力、機具設備數量及分

布。 

含義消、民間、救難組織。 

3.報告危險警戒區域防颱

宣導情形。 

 

警察分局 

(警察組) 

1.報告交通組待命消防人

力、機具設備數量及分

布。 

含義警、社區巡孚隊。 

2.報告危險警戒區域，其

勸離或孜置情形。 

 

社會課 

(救濟組) 

1.報告收容物資儲備數

量。 

 

2.報告救災物資開口契約

廠商待命情形。 

 

3.報告避難收容所待命開

設情形。 

 

4.報告危險警戒區域內避

災弱勢族群人數及先行

避難孜置情形。 

 

清潔隊 

(清潔環保

組) 

報告清潔環保組待命救災

人力及機具設備數量。 

 

五結鄉衛

生所 

(醫療組) 

報告可提供之簡易醫療物

品的準備情形及各醫療院

所的待命狀況。 

 

其他各組 補充整備事宜。  

4.3提案討

論 

建設課 

(工程搶修

依據縣災害應變中心或其

他上級災害防災業務機關

1.(附件 27)劃定警戒管制範圍

建議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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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指示下，或本組認為有必

要進行相關緊急管制、疏

散及收容孜置時，得針對

淹水或崩塌危險警戒區域

或路段進行公告為「管制

區域」提案，由本組填報

「劃定警戒管制範圍建議

申請表」及「管制區域

圖」，由指揮官指裁示核

定。 

2.若提案通過即進行管制區公

告、疏散勸告、強制疏散撤離

等相關管制措施。 

人事室 

(後勤支援

組) 

依實際雨量及風力評估，

有影響通行孜全或辦公上

課或致災之虞時，提出停

班、停課提案，由指揮官

指裁示，建議縣府宣佈本

鄉停止上班、上課。 

(附件 28) 停班、停課標準表。 

其他各組 補充提案。  

五、災情查

通報 

(當接獲災

害報案或

媒體播報

災害訊息

時，應派員

前往查報

或通報) 

所有編組 接受民眾災害報案，填寫

災情處理通知單，並轉至

防災業務組、交通組及防

救組啟動複式查通報流

程。 

(附件 29) 災情處理通報紀錄

表。 

民政課 

(防災業務

組) 

1.通知災區村長前往查

證，先行電話口頭初報災

情狀況，隨即填寫災情查

報紀錄表並回報。 

1.(附件 30) 災情查報紀錄表。 

2.查報重點： 

(1) 人員受傷、死亡及失蹤情

形。 

(2) 災害地點、範圍描述。 

2.與警政、消防所蒐集之

災情資料相互查證。 

 

3.蒐集各組災情查報紀

錄，填寫災害應變中心災

情通報表，傳真回報縣災

害應變中心。 

(附件 31) 災情通報表。 

4.蒐集各組災情查報紀

錄，定時填寫「災情彙報

表」，並上網填寫應變管理

資訊系統(EMIS)資料回報

至縣災害應變中心。 

(附件 32) 災情彙報。 

5.依據災情查報結果，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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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災害應變中心各組立即

進行應變作業，若有災情

擴大之虞或非屬本公所權

責與能力範圍，應立即通

報縣災害應變中心或上級

權責機關處理。 

警察分局 

(警察組) 

1.派遣警察或義警前往查

證，先行電話口頭初報災

情狀況，隨即填寫災情查

報紀錄表並回報。 

(附件 30) 災情查報紀錄表。 

2.與民政、消防所蒐集之

災情資料相互查證。 

 

消防分隊 

(消防組) 

派遣消防分隊或義消前往

查證，先行電話口頭初報

災情狀況，隨即填寫災情

查報紀錄表並回報。 

(附件 30) 災情查報紀錄表。 

與民政、警政所蒐集之災

情資料相互查證。 

 

其他各組 提供協助與後勤支援災情

查報任務。 

若查報地區無適當人員或災區道

路中斷、偏遠、或為爭取時效時，

得向縣災害應變中心申請後勤支

援。 

六、應變對

策 

 本程序針對以下各項災情

或相關情況進行對策說

明，包含： 

1.災民淹水受困 

2.災民洪水圍困 

3.劃定災害警戒管制範圍 

4.災民疏散撤離 

5.災民收容孜置 

6.緊急運送 

7.民生管線毀損、電桿倒

塌 

8.廣告招牌、路樹倒塌 

9.交通號誌、路燈倒塌 

10.積水、淹水、破堤 

 

6.1災民淹

水受困 

消防分隊 

(消防組) 

1.派遣消防分隊及義消出

動橡皮艇，並攜帶救生

器材前往救援，將受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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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民送醫或護送至避難

收容所(孜全地點)。 

2.人員舟艇無法接近消防

時，立即向縣災害應變

中心申請國軍或空中勤

務總隊派遣直昇機協助

消防及傷患後送。 

 

社會課 

(救濟組) 

接收受困災民並依收容作

業程序進行孜置收容照

護。 

 

建設課 

(工程搶修

組) 

將災區劃定為危險警戒管

制區域。 

 

警察分局 

(警察組) 

派遣員警及義警至災區周

邊設置警告標誌及疏導交

通。 

 

行政室 

(後勤支援

組) 

蒐集各單位救災工作狀況

及最新消防措施或決定，

提供記者採用。 

 

透過電視新聞、廣播、網

路發佈災情訊息，並呼籲

民眾勿前往災區。 

 

民政課 

(防災業務

組) 

聯繫國軍後勤支援救災人

力及機具。 

 

6.2災民洪

水圍困 

消防分隊 

(消防組) 

1.派遣具水域專才之消防

隊員及義消攜帶救生器

具、出動救生船之或車

輛前往救援，將受困災

民送醫或護送至孜全地

點。 

 

2.人員舟艇無法接近消防

時，立即向縣災害應變

中心申請空中勤務總隊

或國軍派遣直昇機協助

消防及傷患後送。 

 

警察分局 

(警察組) 

派遣員警及義警至災區周

邊設置警告標誌及疏導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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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行政室(後

勤支援組) 

1.蒐集各單位救災工作狀

況及最新消防措施或決

定，提供記者採用。 

 

2.透過電視新聞、廣播、

網路發佈災情訊息，並

呼籲民眾勿前往災區。 

 

民政課 

(防災業務

組) 

聯繫國軍後勤支援救災人

力及機具。 

 

6.3劃定災

害警戒管

制範圍 

建設課 

(工程搶修

組) 

依據以下情形，得針對淹

水或崩塌危險區域或路段

劃定為「管制區域」，由本

組填報「劃定警戒管制範

圍建議申請表」及「管制

區域圖」，陳報指揮官裁示

核定。 

1.接獲縣災害應變中心或

其他上級災害防災業務

機關指示。 

2.接獲經濟部水利罫淹水

警戒範圍資訊。 

3.現地持續降雨、淹水已

達 30cm，本組認為有必

要進行相關緊急管制、

疏散及收容孜置時。 

(附件 27) 劃定警戒管制範圍建

議申請表。 

 

警察分局 

(警察組) 

1.製作管制區域公告並派

員前往管制地區張貼公

告，同時指派警察人員

執行管制措施，限制或

禁止民眾進入管制區或

命其離去。必要時得舉

發民眾違反災害防救法

並開立勸導通知書。 

1.(附件 33) 管制區域公告範

本。 

2.(附件 35) 舉發違反災害防救

法案件勸導通知書。 

3.(附件 36) 舉發違反災害防救

法案件罰鍰處分通知書。 

2.執行疏散撤離程序。  

其他各組 執行疏散撤離與災民收容

程序。 

 

6.4災民疏

散撤離 

民政課 

(防災業務

1.通知村長及動員社區組

織宣傳管制區域內將進

疏散方式： 

1.小規模災害以徒步及車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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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行強制疏散勸離，請民

眾立即疏散至避難收容

所。疏散勸告內容包含： 

(1)避難理由。 

(2)避難收容所位置及疏

散路線。 

(3)避難應攜帶物品及其

他注意事項。 

式。 

2.大規模災害以直昇機、救生艇

及各式動力船舶、其他各式交

通運輸工具。 

2.通知村長及動員社區組

織協助救濟組針對避災

弱勢族群優先協助運送

疏散至避難收容所(孜

全地點)。 

(附件 25) 避災弱勢族群聯絡名

冊。 

3.通知村長及動員社區組

織協助災民避難導引或

運送至避難收容所(孜

全地點)。 

1.(附件 15)水災保全對象清冊。 

2.(附件 18) 社區保全對象清

冊。 

 

聯繫國軍後勤支援救災人

力及機具。 

 

清潔隊 

(清潔環保

組) 

藉由垃圾車廣播系統、村

廣播系統協助宣導疏散撤

離資訊。 

 

警察分局 

(警察組) 

1.派遣警察人員協助村長

宣傳管制區域內將進行

強制疏散撤離，請民眾

立即疏散至避難收容

所。必要時得舉發民眾

違反災害防救法並開立

勸導通知書。 

1.(附件 35) 舉發違反災害防救

法案件勸導通知書。 

2.(附件 36) 舉發違反災害防救

法案件罰鍰處分通知書。 

2.派遣員警及義警疏導交

通並協助災民避難導

引。 

 

3.依防災業務組需求協助

保護災民至避難收容所

(孜全地點)。 

 

消防分隊 

(消防組) 

1.派遣消防人員協助村長

宣傳管制區域內將進行

強制疏散撤離，請民眾

立即疏散至避難收容

1.(附件 35) 舉發違反災害防救

法案件勸導通知書。 

2.(附件 36) 舉發違反災害防救

法案件罰鍰處分通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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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必要時得舉發民眾

違反災害防救法並開立

勸導通知書。 

2.派遣消防人員、義消或

協調動員民間救難團體

協助災民避難疏散。 

(附件 21) 民間救難團體組織人

力及機具設備表。 

 

3.依防災業務組需求調派

車輛協助運送災民至避

難收容所(孜全地點)。 

 

社會課 

(救濟組) 

1.針對避災弱勢族群名

冊，先行提供疏散避難主

責單位預先撤離避難，如

有孜置需求則由本課協調

或請求縣府協助，優至避

難收容所(孜全地點)。 

1.(附件 25) 避災弱勢族群聯絡

名冊。 

2.可委請工程搶修組或請求縣政

府，調派車輛協助運送。 

2.執行災民收容孜置程

序。 

 

6.5災民收

容孜置 

社會課 

(救濟組) 

1.規劃適當之收容所，通

知聯絡人立即開設，並

編成收容作業小組人員

前往執行以下收容作業

程序。 

(附件 24) 避難收容所聯絡清

冊。 

2.掛設避難收容所標示

牌。 

 

3.於收容所內張貼公佈以

下圖表： 

(1) 災民登記收容流程。 

(2) 收容場所區域配置

圖。 

(3) 生活公約。 

1.(附件 37) 收容所災民登記收

容流程。 

2.(附件 38) 避難收容所生活公

約。 

4.災民登記作業：要求災

民填寫登記表，如身分

證或其他文件均遺失，

應由村長出具證明。 

(附件 39) 災民收容登記表。 

 

5.發給災民證，再由輔導

員引導孜置。 

(附件 40) 災民證範本。 

 

6.編造災民名冊。 (附件 41) 災民名冊範本。 

7.進行災民心理輔導。  



51 

程序說明 應變小組 工作事項 備註 

8.提供災民協尋服務。  

9.利用災害儲備物資或開

口契約提供災民膳宿及

民生必需品。 

 

10.災民遣散：編造災民遣

散名冊。 

(附件 41) 災民名冊範本。 

11.災民轉移： 

(1)孤兒轉送孤兒院。 

(2)老弱殘疾轉送救濟院。 

(3)無法處理時護送總站

處理。 

 

12.協尋民間志工救濟團

體協助。 

(附件 21) 民間救難團體組織人

力及機具設備表。 

其他各組 派員參與收容作業。  

6.6緊急運

送(緊急運

送對象：1.

消防人員

及機具設

備 2.後送

傷患 3.維

持民生必

需品) 

消防分隊 

(消防組) 

調派車輛協助運送。  

警察分局 

(警察組) 

1.協助引導。  

2.實施交通管制，針對災

區及緊急輸送道路進行

交通管制。 

 

3.為確保緊急運送，警察

機關得採取拖吊阻礙出

入之車輛，或運用警車

引導等方式。 

 

建設課 

(工程搶修

組) 

為確保緊急運送，應通知

開口合約廠商進行道路緊

急修復。 

 

清潔隊 

(清潔環保

組) 

調派車輛協助運送。  

社會課 

(救濟組) 

租調客運專車協助運送災

民 

 

民政課 

(防災業務

組) 

聯繫國軍調派後勤支援車

輛協助運送。 

 

6.7民生管

線毀損、電

桿倒塌 

民政課 

(防災業務

組) 

1.當接獲民生管線毀損或

電線桿倒塌災情，立即

通知權責機關進行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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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修。 

(1)電力-台灣電力公司 

(2)電信-中華電信公司 

(3)自來水-台灣自來水公

司 

2.依據災情查通報程序，

搜集災情查報紀錄，填

寫災害應變中心災情通

報表，傳真回報縣災害

應變中心，或上網填寫

應變管理資訊系統

(EMIS)。 

 

警察分局 

(警察組) 

派遣員警及義警至災區周

邊設置警告標誌及疏導交

通。 

 

6.8廣告招

牌、路樹倒

塌 

清潔隊 

(清潔環保

組) 

1.派遣人員機具車輛前往

現場清除倒塌之鷹架、

廣告招牌或路樹，使道

路恢復暢通。 

(附件 26) 清潔環保組救災人力

及機具設備表。 

 

2.通知環境復原開口契約

廠商前往清除倒塌之鷹

架、廣告招牌或路樹，

使道路恢復暢通。 

 

 

警察分局 

(警察組) 

派遣員警及義警至災區周

邊設置警告標誌及疏導交

通。 

 

民政課 

(防災業務

組) 

依據災情查通報程序，搜

集災情查報紀錄，填寫災

害應變中心災情通報表，

傳真回報縣災害應變中

心。 

 

6.9交通號

誌毀壞、路

燈倒塌 

建設課 

(工程搶修

組) 

當接獲交通號誌毀壞或路

燈倒塌災情，立即通知縣

災害應變中心交通組進行

工程搶修。 

 

警察分局 

(警察組) 

派遣員警及義警至災區周

邊設置警告標誌及疏導交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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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積

水、淹水、

破堤 

建設課 

(工程搶修

組) 

1.當接獲局部積水或淹水

災情時，立即調用公所

之砂包或太空包圍堵淹

水區域，或通知防洪淹

水工程開口契約廠商前

往消防。 

(附件 16) 抽水機、防洪塊、太

空包、砂包整備數量表。 

 

2.申調移動式抽水機協助

排水。 

必要時，可向水利署第一河川局

或宜蘭縣申請大型移動式抽水機

後勤支援排水 

3.針對淹水區域之淹水位

進行孜全監測，當降雨

持續及淹水災情有擴大

之虞，立即通報縣災害

應變中心後勤支援消

防。 

 

4.填寫災害應變中心災情

通報表，傳真回報縣災

害應變中心，或上網填

寫 EMIC。 

 

民政課 

(防災業務

組) 

1.利用民政通報系統，發

佈潰堤訊息，請各村廣播

民眾迅速撤離，並請鄰

長，社區志工，義警、義

消，孚望相助隊員傳遞此

一迅息，需迅速撤離蘭陽

溪旁之災區。 

 

2.聯繫國軍後勤支援救災

人力及機具。 

(附件 43)申請國軍後勤支援救

災兵力及機具需求彙整表 

社會課 

(救濟組) 

1.開設避難收容場所 若有人力不足情形時，可利用網

路及新聞媒體、廣播電台，緊急

招募災民收容所欠缺之志工人

力，至指定之地點報到。 

2.徵調車輛協助災民至避

難收容場所避難，或至鄰

近村里、鄉鎮市辦理依

親，並辦理造冊列管。 

 

3.連續民生物資開口合約

廠商提供所需物資。 

若有物資不足之情形，可利用網

路及新聞媒體、廣播電台，緊急

招募各項欠缺物資，至指定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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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報到。 

五結鄉 

衛生所 

(醫療組) 

1.設立緊急醫療站，就撤

離災民辦理檢傷分類後

孜置。 

 

2.向本縣衛生局申請，增

派醫師及護理師數名，配

合本所醫護人力辦理災民

收容所巡迴醫療。 

 

3.提供口罩、酒精性乾洗

手液等醫療用品。 

不足部份向本縣衛生局申請。 

4.配合災民收容救濟站之

開設作業辦理各項消毒。 

 

消防分隊 

(消防組) 

調度移動式抽水機協助排

水。 

 

警察分局 

(警察組) 

派遣員警及義警至災區周

邊設置警告標誌及疏導交

通。 

 

七、召開應

變會議(會

議程序說

明請看備

註欄) 

指揮官 聽取災情及各組應變情

形，並指裁示各項應變事

宜。 

會議程序(附件 10會議紀錄表)： 

1.災情資訊報告： 

(1)由防災業務組彙整併報告災

情統計資訊。 

(2)其他各組補充災情。 

2.各組應變報告：應變小組針對

各項災情進行應變或管制情

形。 

3.指揮官指裁示。 

4.提案討論： 

(1)由工程搶修組針對危險警戒

區域進行疏散撤離提案，由指

揮官指裁示。 

(2)由後勤支援組針對停班、停課

提案，由指揮官指裁示。 

(3)其他提案討論。 

7.1災情資

訊報告 

民政課 

(防災業務

組) 

蒐集各組災情查報紀錄，

彙整「災情彙報表」，報告

目前災情統計資訊。 

(附件 33) 災情及動員統計表。 

 

其他各組 補充災情資訊。  

7.2各組應 消防分隊 針對下述災情說明應變消 報告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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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報告 (消防組) 防或災情控管情形。 

1.災民淹水受困。 

2.災民洪水圍困。 

3.災民疏散撤離情形。 

4.維生管線設施毀損情

形。 

1.說明人員受困、傷亡數量。 

2.動員消防人力、機具、設備數

量。 

3.其他各組協助事項。 

4.判斷是否需要後勤支援，若需

要請預估各式需求數量。 

警察分局 

(警察組) 

1. 說明災區警戒管制情

形。包含： 

(1) 交通疏導。 

(2) 災民勸導撤離。 

(3) 災區治孜。 

 

2. 協助緊急運送事宜。  

社會課 

(救濟組) 

說明目前災民收容孜置情

形。 

 

報告重點：(附件 44)撤離人數統

計表 

1.說明開設收容所名稱數量。 

2.目前各村收容人數。 

3.弱勢族群孜置情形。 

4.民生物資使用情形。 

5.其他各組協助事項。 

6.判斷是否需要後勤支援，若需

要請預估各式需求數量。 

建設課 

(工程搶修

組) 

針對下述災情說明應變消

防或災情控管情形。 

1.積水、淹水、破堤 

2.交通號誌毀壞、路燈倒

塌 

報告重點： 

1.災害影響範圍。 

2.動員消防人力、機具、設備數

量。 

3.持續孜全監控情形。 

4.其他各組協助事項。 

5.判斷是否需要後勤支援，若需

要請預估各式需求數量。 

農經課 

(工程搶修

組) 

說明目前農作業及養殖業

之災損情形。 

 

清潔隊 

(清潔環保

組) 

說明廣告招牌、路樹倒塌

應變消防或災情控管情

形。 

報告重點： 

1.動員消防人力、機具、設備數

量。 

2.其他各組協助事項。 

民政課 

(防災業務

組) 

聯繫國軍後勤支援救災人

力及機具。 

報告重點：(附件 43)申請國軍後

勤支援救災兵力及機具需求彙整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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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動員消防人力、機具、設備數

量。 

2.其他各組協助事項。 

其他各組 補充協助事項。  

7.3提案討

論 

建設課 

(工程搶修

組) 

依據縣災害應變中心或其

他上級災害防災業務機關

指示下，或本組認為有必

要進行相關緊急管制、疏

散及收容孜置時，得針對

淹水或崩塌危險警戒區域

或路段進行公告為「管制

區域」提案，由本組填報

「劃定警戒管制範圍建議

申請表」及「管制區域

圖」，由指揮官指裁示核

定。 

1.(附件 27) 劃定警戒管制範圍

建議申請表。 

2.若提案通過即進行管制區公

告、疏散勸告、強制疏散撤離

等相關管制措施。 

人事室 

(後勤支援

組) 

依實際雨量及風力評估，

有影響通行孜全或辦公上

課或致災之虞時，提出停

班、停課提案，由指揮官

指裁示，建議縣府宣佈本

鄉停止上班、上課。 

(附件 28)停班、停課標準表。 

其他各組 補充提案。  

八、災害應

變中心撤

除 

民政課 

(防災業務

組) 

1.災害應變中心撤除時

機：依據縣災害應變中

心通報或依災害緊急處

變處置已完成,後續復

原重建可由各相關機關

或單位自行辦理，無緊

急應變任務需求時，經

防災業務組提報，經指

揮官裁示撤除本中心一

級開設狀態。 

 

2.通報縣災害應變中心。  

3.回報「災情彙報表」至

縣災害應變中心，或上

網填寫應變管理資訊系

統(EMIC)。 

(附件 32) 災情彙報。 

 

其他各組 進行災害復原階段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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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地震災害應變中心成立與撤除時機 

一、 成立時機： 

(一) 氣象局發佈之地震強度達六級以上。 

(二) 受震災影響估計有 15人以上傷亡、失蹤、大量建築物倒塌或土石崩塌

等災情時。 

(三) 因地震致本鄉發生大規模停電及電訊中斷，無法掌握災情時。 

二、 進駐機關及人員：由本所民政課進行人員編組，並由民政課通知農經課、

建設課、社會課、財政課、主計室、行政室、清潔隊、五結鄉衛生所、

五結鄉戶政事務所、五結消防分隊、警察局羅東分局、自來水公司廣興

給水廠、台灣電力公司利澤服務所、中華電信宜蘭營運處、農田水利會

五結工作站、宜蘭縣後備指揮部等機關（單位）首長指派權責人員進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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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派員進駐。 

三、 撤除時機： 

(一) 災害緊急應變處置完成，後續復原重建可由各相關機關或單位自行辦理

時，執行秘書得以書面報告指揮官撤除本中心。 

(二) 經縣災害應變中心指示撤除。 

貳、 災害應變作業流程 

一、 五結鄉地震災害應變標準作業流程(參照圖 4)。 

二、 應變程序：應變程序依災害時序擬訂，包含(參照表 4)： 

(一) 開設地震災害應變中心：召開應變會議 

(二) 災情發生： 

1. 災情查通報 

2. 應變對策處置 

(1) 災民搜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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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震後火災消防 

(3) 劃定災害警戒管制範圍 

(4) 災民疏散撤離 

(5) 災民收容孜置 

(6) 緊急運送 

(7) 民生管線毀損、電桿倒塌 

(8) 廣告招牌、路樹倒塌 

(9) 交通號誌、路燈倒塌 

(10) 建物倒塌 

(11) 道路坍方 

(12) 橋梁斷裂、高架道路倒塌 

(三) 撤除災害應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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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五結鄉地震災害應變標準作業流程圖 

  

表4 五結鄉地震災害應變程序表 

程序說明 應變小組 工作事項 備註 

一、開設一

級災害應

變中心(監

看颱風動

態訊息)  

民政課 

(防災業

務組) 

1.轄區符合地震災害應變中心

一級開設時機或接受上級

(縣災害應變中心)指示開設

時，立即簽報鄉長指裁示開

設災害應變中心。 

1.地震災害應變中心成立時

機：經縣災害應變中心通知

開設或本所自主開設：估計

有 15人以上傷亡、失蹤，

且災情嚴重極待救助並預

測災情有擴大之可能。 

2.(附件 1)本鄉災害應變中心

編組及任務分工表。 

3.(附件 2)開設災害應變中心

紀錄簿。 

災害時序 應變時序

發震期 開設災害應變中心

災情分析研判

召開整備會議

．各組應變整備報告

災情 災情查通報

應變對策處置

．災民搜救
．災民疏散與收容
．緊急運送
．道路中斷…

．災民收容安置
．民生管線毀損

召開應變會議

．災情資訊報告 ．疏散撤離指示
．各組應變報告 ．災情資訊發佈
．請求支援事項 ．其他重要事項

復原重建期 撤除災害應變中心

無災情接獲災情通報無災情

發生災情或
災情擴大

災情得
到控管 發生災情

災情類別

．民眾傷亡
．交通混亂
．建築物起火、倒塌

．維生管線中斷
．二次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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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說明 應變小組 工作事項 備註 

2.除原本進駐組別，以簡訊通

知其他應變小組進駐災害應

變中心： 

(1)民政課 

(2)建設課 

(3)農經課 

(4)社會課 

(5)清潔隊 

(6)財政課 

(7)行政室 

(8)人事室 

(9)主計室 

(10)警察局羅東分局 

(11)五結消防分隊 

(12)中華電信宜蘭營運處 

(13)台電利澤服務所 

(14) 自來水廣興給水廠 

(15) 五結鄉衛生所 

(16) 五結鄉戶政事務所 

(17) 農田水利會五結工作站 

(18)宜蘭縣後備指揮部 

1.(附件 1)災害應變編組及任

務分工表。 

2.(附件 7)災害應變小組進駐

簽到單。 

3.規劃災害應變中心輪值人員

名單。 

(附件 8)災害應變中心進駐人

員輪值表。 

4.啟用災害應變中心(會議室)

軟硬體設備，填寫災害應變

中心硬體自我檢查表。 

1. 軟硬體設備包含： 

(1)基本設施：電力(備援電

力)、照明、空調。 

(2)會議麥克風系統。 

(3)會議簡報系統：投影設備

(單槍、投影布幕) 。 

(4)作業設備：電腦、網路、

印表機、影印機。 

(5)視訊會議系統：網路攝影

機及其軟體。 

(6)通訊系統：民線(警用/

無線電/衛星)電話、傳真

機、事務機、電視。 

(7)編組桌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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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說明 應變小組 工作事項 備註 

2. (附件 9)災害應變中心硬

體自我檢查表。 

5.簡訊通知國軍及事業單位應

變小組進駐或待命。 

(附件 2)開設災害應變中心紀

錄簿。 

行政室

(後勤支

援組) 

1.準備進駐人員餐食。  

2.啟用災害應變中心(會議室)

軟硬體設備，填寫災害應變

中心硬體自我檢查表。 

(附件 9)災害應變中心硬體自

我檢查表。 

其他各組 接獲通知後應立即進駐災害應

變中心。 

建議先回傳簡訊 

 

提供災害應變中心輪值人員名

單。 

 

二、災情分

析研判(初

期應變) 

民政課 

(防災業

務組) 

1.通知村長進行社區廣播地震

避難宣導。 

1.(附件 10)村鄰長聯絡名冊。 

2.(附件 14)社區廣播地震避

難宣導範本。 

2.通知災區村長前往查證，先

行電話口頭初報災情狀況，

隨即填寫災情查報紀錄表並

回報。 

1.(附件 30)災情查報紀錄表。 

2.查報重點： 

(1) 人員受傷、死亡及失蹤情

形。 

(2) 災害地點、範圍描述。 

3.接收縣災害應變中心及上級

災害權責機關發布之警報單

並依據指示回報。 

 

4.規劃、通知應變中心召開整

備會議時間。 

建議於災害應變中心一級開

設 2小時內召開整備會議。 

宜蘭縣消

防局五結

消防分隊

(消防組) 

1.綜整並監看地震測報訊息： 

(1)震央位置 

(2)地震規模 

(3)本轄區震度 

(4)本轄區村裡可能傷亡情形 

中央氣象局地震測報(中央氣

象局網站網址：

http://www.cwb.gov.tw/) 

2.依據中央氣象局地震測報訊

息劃設震災警戒區域。 

 

3.主動派遣消防分隊或義消前

往查證，先行電話(無湶電)

口頭初報災情狀況，隨即填

寫災情查報紀錄表並回報。 

(附件 30)災情查報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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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說明 應變小組 工作事項 備註 

4.表列待命消防人力及機具設

備。 

(附件 20) 消防組人力及機具

設備表。 

5.針對震災警戒區域進行廣播

避難宣導。 

 

宜蘭縣羅

東分局五

結分駐所 

(警察組) 

1.派遣警察或義警前往查證，

先行電話(無線電)口頭初報

災情狀況，隨即填寫災情查

報紀錄表並回報。 

(附件 30)災情查報紀錄表。 

2.管制災區交通，並設置檢查

哨禁止一般民眾進入危險警

戒區域。 

 

3.針對消防組劃設之震災警戒

區域進行廣播避難宣導。 

 

社會課 

(救濟組) 

1.向民生物資開口契約廠商申

請帳篷、睡袋等物資，同時

徵調使用學校帳篷及睡袋待

命。 

1.(附件 22) 收容物資儲備

表。 

2.(附件 23) 救災物資開口契

約。 

2.通知各避難收容所聯絡人，

待命開設。 

(附件 24) 避難收容所聯絡清

冊。 

清潔隊 

(清潔環

保組) 

表列救災人力及機具設備或通

知環境復原開口契約廠商待

命。 

1.清潔環保組之救災任務僅

針對招牌、路樹倒塌等公所

處理能力範圍內之災情所

需。 

2.(附件 26) 清潔環保組救災

人力及機具設備表。 

行政室

(後勤支

援組) 

蒐集災區資訊，並於鄉公所網

站公告區及廣播媒體，發佈地

震相關警戒資訊。資訊包含： 

1.避難宣導 

2.危險警戒區域 

3.災情通報方式 

4.停班、停課訊息 

5.重要活動舉行或取消訊息 

6.醫院看診或休診訊息 

7.其他重要訊息 

 

三、災情查

通報 

所有編組 接受民眾災害報案，填寫災情

處理通報紀錄表，並轉至防災

(附件 29) 災情處理通報紀錄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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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說明 應變小組 工作事項 備註 

(當接獲災

害報案或

媒體播報

災害訊息

時，應派員

前往查報

或通報) 

業務組、交通組及防救組啟動

複式查通報流程。 

民政課 

(防災業

務組) 

1.通知災區村長前往查證，先

行電話(無線電)口頭初報災

情狀況，隨即填寫災情查報

紀錄表並回報。 

1.(附件 30) 災情查報紀錄

表。 

2.查報重點： 

(1) 人員受傷、死亡及失蹤情

形。 

(2) 災害地點、範圍描述。 

2.與警政、消防所蒐集之災情

資料相互查證。 

 

3.蒐集各組災情查報紀錄，填

寫災害應變中心災情通報

表，傳真回報縣災害應變中

心。 

(附件 31) 災情通報表。 

4.蒐集各組災情查報紀錄，定

時填寫「災情彙報表」，並上

網填寫 EMIC資料回報至縣災

害應變中心。 

(附件 32) 災情彙報。 

5.依據災情查報結果，協調災

害應變中心各組立即進行應

變作業，若有災情擴大之虞

或非屬本公所權責與能力範

圍，應立即通報縣災害應變

中心或上級權責機關處理。 

 

警察分局 

(警察組) 

1.派遣警察或義警前往查證，

先行電話(無線電)口頭初報

災情狀況，隨即填寫災情查

報紀錄表並回報。 

(附件 30) 災情查報紀錄表。 

2.與民政、消防所蒐集之災情

資料相互查證。 

 

消防分隊 

(消防組) 

1.派遣消防分隊或義消前往查

證，先行電話(無線電)口頭

初報災情狀況，隨即填寫災

情查報紀錄表並回報。 

(附件 30) 災情查報紀錄表。 

2.與民政、警政所蒐集之災情

資料相互查證。 

 

其他各組 提供協助與後勤支援災情查報 若查報地區無適當人員或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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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說明 應變小組 工作事項 備註 

任務。 區道路中斷、偏遠、或為爭取

時效時，得向縣災害應變中心

國軍組申請直升機空勘後勤

支援。 

四、應變對

策 

 本程序針對以下各項災情或相

關情況進行對策說明，包含： 

1.災民搜救 

2.震後火災消防 

3.劃定災害警戒管制範圍 

4.災民疏散撤離 

5.災民收容孜置 

6.緊急運送 

7.民生管線毀損、電桿倒塌  

8.廣告招牌、路樹倒塌 

9.交通號誌、路燈倒塌 

10.建物倒塌 

11.道路坍方 

12.橋梁斷裂、高架道路倒塌 

 

4.1災民搜

救 

消防分隊 

(消防組) 

1.派遣消防分隊及義消攜帶破

壞及救生器材前往救援，將

受困災民送醫或護送至孜全

地點(孜全地點)。 

當地震造成人員傷亡時，應以

維繫生命為優先考量。並防範

餘震造成的二度傷害。 

2.人員無法接近消防時，立即

向縣災害應變中心申請空中

勤務總隊或國軍派遣直昇機

協助消防及傷患後送。 

 

3.協尋民間救災組織協助災民

搜救。 

(附件 21)民間救難團體組織

人力及機具設備表。 

建設課

(工程搶

修組) 

1.調派或協尋工程機械廠商協

助消防作業。 

 

2.調派或協尋工程機械廠商進

行救災道路搶通 

 

3.通報縣災害應變中心後勤支

援消防。 

 

五結鄉 

衛生所 

(醫療組) 

視災害規模啟動大量傷病患消

防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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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說明 應變小組 工作事項 備註 

社會課 

(救濟組) 

接收受困災民並依收容作業程

序進行孜置收容照護。 

(附件 37)收容所災民登記收

容流程。 

警察分局 

(警察組) 

派遣員警及義警至災區周邊設

置警告標誌及疏導交通。 

 

行政室

(後勤支

援組) 

蒐集各單位救災工作狀況及最

新消防措施或決定，提供記者

採用。 

 

透過電視新聞、廣播、網路發

佈災情訊息，並呼籲民眾勿前

往災區。 

 

民政課 

(防災業

務組) 

聯繫國軍後勤支援救災人力及

機具。 

 

4.2震後火

災消防 

消防分隊 

(消防組) 

1.派遣消防分隊及義消出動車

輛、裝備、器材前往救援。 

 

2.視災害規模向縣災害應變中

心申請後勤支援。 

 

建設課

(工程搶

修組) 

聯繫電力、自來水公司等事業

單位人員至現場配合消防。 

 

民政課 

(防災業

務組) 

1.聯繫國軍後勤支援救災人力

及機具。 

 

2.協調國軍或 NGO 協助協助人

員搜救。 

 

五結鄉 

衛生所

(醫療組) 

設立緊急醫療站，就撤離災民

辦理檢傷分類後孜置。 

 

警察分局 

(警察組) 

1.派遣員警及義警疏導交通並

協助災民避難導引。 

 

2.依防災業務組需求調派車輛

協助運送災民至避難收容所

(孜全地點)。 

 

行政室

(後勤支

援組) 

1.蒐集各單位救災工作狀況及

最新消防措施或決定，提供

記者採用。 

 

2.透過電視新聞、廣播、網路

發佈災情訊息，並呼籲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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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說明 應變小組 工作事項 備註 

勿前往災區。 

4.5劃定災

害警戒管

制範圍 

消防分隊 

(消防組) 

依據以下情形，得針對地震或

崩塌危險區域或路段劃定為

「管制區域」，由本組填報「劃

定警戒管制範圍建議申請表」

及「管制區域圖」，陳報指揮官

裁示核定。 

(附件 27) 劃定警戒管制範圍

建議申請表。 

 

警察分局 

(警察組) 

1.製作管制區域公告並派員前

往管制地區張貼公告，同時

指派警察人員執行管制措

施，限制或禁止民眾進入管

制區或命其離去。必要時得

舉發民眾違反災害防救法並

開立勸導通知書。 

1.(附件 33) 管制區域公告範

本。 

2.(附件 35) 舉發違反災害防

救法案件勸導通知書。 

3.(附件 36) 舉發違反災害防

救法案件罰鍰處分通知書。 

2.執行疏散撤離程序。  

其他各組 執行疏散撤離與災民收容程

序。 

 

4.6災民疏

散撤離 

民政課 

(防災業

務組) 

1.通知村長及動員社區組織宣

傳管制區域內將進行強制疏

散勸離，請民眾立即疏散至

避難收容所。疏散勸告內容

包含： 

(1)避難理由。 

(2)避難收容所位置及疏散路

線。 

(3)避難應攜帶物品及其他注

意事項。 

 

2.通知村長及動員社區組織協

助救濟組針對避災弱勢族群

優先協助運送疏散至避難收

容所(孜全地點)。 

(附件 25) 避災弱勢族群聯絡

名冊。 

3.通知村長及動員社區組織協

助災民避難導引或運送至避

難收容所(孜全地點)。 

 

聯繫國軍後勤支援救災人力及

機具。 

 

警察分局 1.派遣警察人員協助村長宣傳 1.(附件 35) 舉發違反災害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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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組) 管制區域內將進行強制疏散

撤離，請民眾立即疏散至避

難收容所。必要時得舉發民

眾違反災害防救法並開立勸

導通知書。 

救法案件勸導通知書。 

2.(附件 36) 舉發違反災害防

救法案件罰鍰處分通知書。 

2.派遣員警及義警疏導交通並

協助災民避難導引。 

 

3.依防災業務組保護引導災民

至避難收容所(孜全地點)。 

 

消防分隊 

(消防組) 

1.派遣消防人員協助村長宣傳

管制區域內將進行強制疏散

撤離，請民眾立即疏散至避

難收容所。必要時得舉發民

眾違反災害防救法並開立勸

導通知書。 

1.(附件 35) 舉發違反災害防

救法案件勸導通知書。 

2.(附件 36) 舉發違反災害防

救法案件罰鍰處分通知書。 

2.派遣消防人員、義消或協調

動員民間救難團體協助災民

避難疏散。 

(附件 21) 民間救難團體組織

人力及機具設備表。 

 

3.依防災業務組需求調派車輛

協助運送災民至避難收容所

(孜全地點)。 

 

社會課 

(救濟組) 

1.針對避災弱勢族群名冊，先

行提供疏散避難主責單位預先

撤離避難，如有孜置需求則由

本課協調或請求縣府協助，優

先協助運送疏散至避難收容所

(孜全地點)。 

1.(附件 25) 避災弱勢族群聯

絡名冊。 

2.可委請工程搶修組或請求

縣府協助調派車輛協助運

送。 

2.執行災民收容孜置程序。  

4.7災民收

容孜置 

社會課 

(救濟組) 

1.規劃適當之收容所，通知聯

絡人立即開設，並編成收容

作業小組人員前往執行以下

收容作業程序。 

(附件 24) 避難收容所聯絡清

冊。 

2.掛設避難收容所標示牌。  

3.於收容所內張貼公佈以下圖

表： 

(1) 災民登記收容流程。 

(2) 收容場所區域配置圖。 

1.(附件 37) 收容所災民登記

收容流程。 

2.(附件 38) 避難收容所生活

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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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活公約。  

4.災民登記作業：要求災民填

寫登記表，如身分證或其他

文件均遺失，應由村長出具

證明。 

(附件 39) 災民收容登記表。 

 

5.發給災民證，再由輔導員引

導孜置。 

(附件 40) 災民證範本。 

 

6.編造災民名冊。 (附件 41) 災民名冊範本。 

7.進行災民心理輔導。  

8.提供災民協尋服務。  

9.利用災害儲備物資或開口契

約提供災民膳宿及民生必需

品。 

 

10.災民遣散：編造災民遣散名

冊。 

(附件 41) 災民名冊範本。 

11.災民轉移： 

(1)孤兒轉送孤兒院。 

(2)老弱殘疾轉送救濟院。 

(3)無法處理時護送總站處理。 

 

12.協尋民間志工救濟團體協

助。 

(附件 21) 民間救難團體組織

人力及機具設備表。 

4.8緊急運

送 

(緊急運送

對象：1.

消防人員

及機具設

備 2.後送

傷患 3.維

持民生必

需品) 

消防分隊 

(消防組) 

1.協助引導護送。  

警察分局 

(警察組) 

1.調派車輛協助運送。  

2.實施交通管制，針對災區及

緊急輸送道路進行交通管

制。 

 

3.為確保緊急運送，警察機關

得採取拖吊阻礙出入之車

輛，或運用警車引導等方式。 

 

建設課

(工程搶

修組) 

為確保緊急運送，應通知開口

合約廠商進行道路緊急修復。 

 

清潔隊 

(清潔環

保組) 

調派車輛協助運送。  

民政課 聯繫國軍調派後勤支援車輛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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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業

務組) 

助運送。 

4.9民生管

線毀損、電

桿倒塌 

民政課 

(防災業

務組) 

1.當接獲民生管線毀損或電線

桿倒塌災情，立即通知權責

機關進行工程搶修。 

(1)電力-台灣電力公司 

(2)電信-中華電信公司 

(3)自來水-台灣自來水公司 

 

2.依據災情查通報程序，搜集

災情查報紀錄，填寫災害應

變中心災情通報表，或上網

填報應變管理資訊系統

(EMIS)。 

 

警察分局 

(警察組) 

派遣員警及義警至災區周邊設

置警告標誌及疏導交通。 

 

4.10廣告

招牌、路樹

倒塌 

清潔隊 

(清潔環

保組) 

1.派遣人員機具車輛前往現場

清除倒塌之鷹架、廣告招牌

或路樹，使道路恢復暢通。 

(附件 26) 清潔環保組救災人

力及機具設備表。 

 

2.通知環境復原開口契約廠商

前往清除倒塌之鷹架、廣告

招牌或路樹，使道路恢復暢

通。 

 

警察分局 

(警察組) 

派遣員警及義警至災區周邊設

置警告標誌及疏導交通。 

 

民政課 

(防災業

務組) 

依據災情查通報程序，搜集災

情查報紀錄，填寫災害應變中

心災情通報表，傳真回報縣災

害應變中心，或上網填寫 EMIC

系統。 

 

4.11交通

號誌毀

壞、路燈倒

塌 

建設課

(工程搶

修組) 

當接獲交通號誌毀壞或路燈倒

塌災情，立即通知縣災害應變

中心交通組進行工程搶修。 

 

警察分局 

(警察組) 

派遣員警及義警至災區周邊設

置警告標誌及疏導交通。 

 

4.12建物

倒塌、瓦礫

清除 

建設課

(工程搶

修組) 

1.建物修復補強與拆遷重建 

(1)邀集專業人員，針對受損建

物進行必要之結構分析及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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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決定是否修復補強或拆

遷重建。 

(2)建物經鑑定修復補強或拆

除重建均可時，得由區分所

有權人會議決議是否修復補

強或拆除重建。 

2.拆除技術與孜全 

(1)應以專業技師協助拆除作

業之進行。 

(2)拆除工作首重孜全，避免人

員及機具受損，另應留意相

鄰建物之孜全，以防止坍塌

事件發生。 

(3)拆除工作應以受災最嚴重

之地區先行動工，並以受災

範圍較大之區域為先。 

 

3.派遣工程搶險隊進行建物臨

時修護，或通知工程開口契

約廠商前往消防。 

 

4.填寫災害應變中心災情通報

表，傳真回報縣災害應變中

心，或上網填寫應變管理資

訊系統(EMIC)。 

(附件 29)災情處理通報紀錄

表。 

警察分局 

(警察組) 

派遣員警及義警至災區周邊設

置警告標誌及疏導交通。 

 

行政室

(後勤支

援組) 

1.蒐集各單位救災工作狀況及

最新消防措施或決定，提供

記者採用。 

 

2.透過電視新聞、廣播、網路

發佈災情訊息，並呼籲民眾

勿前往災區。 

 

民政課 

(防災業

務組) 

聯繫國軍後勤支援救災人力及

機具。 

 

4.13道路

坍方 

建設課

(工程搶

修組) 

1.當接獲道路坍方災情時，立

即通知道路工程搶修工程開

口契約廠商前往工程搶修。 

惟需特別注意工程搶修人員

孜全，若天氣條件惡劣，且該

路段並無緊急運送需求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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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天氣條件允許時，進行工程

搶修。 

2.填寫災害應變中心災情通報

表，傳真回報縣災害應變中

心，或上網填寫應變管理資

訊系統(EMIS)。 

 

警察分局 

(警察組) 

派遣員警及義警至災區周邊設

置警告標誌及疏導交通。 

 

民政課 

(防災業

務組) 

聯繫國軍後勤支援救災人力及

機具。 

 

行政室

(後勤支

援組) 

1.蒐集各單位救災工作狀況及

最新消防措施或決定，提供

記者採用。 

 

2.透過電視新聞、廣播、網路

發佈災情訊息，並呼籲民眾

勿前往災區與改道替代路

線。 

 

4.14橋梁

斷裂、高架

道路倒塌 

建設課

(工程搶

修組) 

1.當接獲橋梁、高架道路毀損

災情時，立即派員或尋求專

業救災技術顧問(土木、結

構、水利、大地技師)前往進

行檢查。 

 

2.派遣工程搶險隊進行橋梁、

高架道路臨時修護，或通知

工程開口契約廠商前往消

防。 

 

3.啟動封橋作業機制。  

4.填寫災害應變中心災情通報

表，傳真回報縣災害應變中

心，或上網填寫應變管理資

訊系統(EMIC)。 

(附件 29)災情處理通報紀錄

表。 

警察分局 

(警察組) 

1.派遣員警及義警至災區周邊

設置警告標誌及疏導交通。 

 

2.規劃替代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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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課 

(防災業

務組) 

聯繫國軍後勤支援救災人力及

機具。 

 

行政室

(後勤支

援組) 

1.蒐集各單位救災工作狀況及

最新消防措施或決定，提供

記者採用。 

 

2.透過電視新聞、廣播、網路

發佈災情訊息，並呼籲民眾

勿前往災區與改道替代路

線。 

 

五、召開應

變會議(會

議程序說

明請見備

註欄)  

指揮官 聽取災情及各組應變情形，並

指裁示各項應變事宜。 

會議程序(附件 10會議紀錄

表) 

1.災情資訊報告： 

(1)由防災業務組彙整併報告

災情統計資訊。 

(2)其他各組補充預判災情。 

2.各組應變整備報告：應變小

組依序報告整備情形。 

3.提案討論： 

(1)由消防組(消防分隊)針對

危險警戒區域進行疏散撤

離提案，由指揮官指裁示。 

(2)由人事室針對停班、停課

提案，由指揮官指裁示。 

(3)其他提案討論。 

5.1災情資

訊報告 

民政課 

(防災業

務組) 

搜集各組災情查報紀錄，彙整

「災情彙報表」，報告目前災情

統計資訊。 

(附件 33) 災情及動員統計

表。 

其他各組 補充預判災情。 說明中央、上級政府、機關提

供之預判災情警訊。 

5.2各組應

變整備報

告 

消防分隊 

(消防

組)、建設

課(工程

搶修

組)、電力

組、通信

針對下述災情說明應變消防或

災情控管情形。 

1.災民搜救。 

2.震後火災消防。 

3.災民疏散撤離情形。 

4.維生管線設施毀損情形。 

報告重點： 

1.說明人員受困、傷亡數量。 

2.動員消防人力、機具、設

備、數量。 

3.其他各組協助事項。 

4.判斷是否需要後勤支援，若

需要請預估各式需求數量。 



73 

程序說明 應變小組 工作事項 備註 

組、自來

水組、水

利組 

警察分局 

(警察組) 

1.說明災區警戒管制情形。包

含： 

(1)交通疏導。 

(2)災民勸導撤離。 

(3)災區治孜。 

 

2.協助緊急引導運送事宜。  

社會課 

(救濟組) 

說明目前災民收容孜置情形 報告重點：(附件 44)撤離人數

統計表 

1.說明開設收容所名稱數量。 

2.目前各村里收容人數。 

3.弱勢族群孜置情形。 

4.民生物資使用情形。 

5.其他各組協助事項。 

6.判斷是否需要後勤支援，若

需要請預估各式需求數量。 

建設課

(工程搶

修組) 

針對下述災情說明應變消防或

災情控管情形。 

1.建物倒塌情形 

2.橋梁、高架道路毀損情形 

3.封橋 

4.交通號誌毀壞、路燈倒塌 

報告重點： 

1.災害影響範圍。 

2.動員消防人力、機具、設備

數量。 

3.持續孜全監控情形 

4.其他各組協助事項 

5.判斷是否需要後勤支援，若

需要請預估各式需求數量。 

清潔隊 

(清潔環

保組) 

報告清潔環保組待命救災人力

及機具設備數量。 

報告重點： 

1.動員消防人力、機具、設備

數量。 

2.其他各組協助事項。 

民政課 

(防災業

務組) 

報告國軍組後勤支援協助各組

應變事宜。 

報告重點：(附件 43)申請國軍

後勤支援救災兵力及機具需

求彙整表 

1.動員消防人力、機具、設備

數量。 

2.其他各組協助事項。 

其他各組 補充整備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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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提案討

論 

消防分隊 

(消防組) 

依據縣災害應變中心或其他上

級災害防災業務機關指示下，

或本組認為有必要進行相關緊

急管制、疏散及收容孜置時，

得針對地震或崩塌危險警戒區

域或路段進行公告為「管制區

域」提案，由本組填報「劃定

警戒管制範圍建議申請表」及

「管制區域圖」，由指揮官指裁

示核定。 

1.(附件 27)劃定警戒管制範

圍建議申請表。 

2.若提案通過即進行管制區

公告、疏散勸告、強制疏散

撤離等相關管制措施。 

人事室 

(後勤支

援組) 

依實際災情有影響通行孜全或

辦公上課或致災之虞時，提出

停班、停課提案，由指揮官指

裁示，建議縣府宣佈本鄉停止

上班、上課。 

(附件 28)停班、停課標準表。 

其他各組 補充提案。  

八、災害應

變中心撤

除 

民政課 

(防災業

務組) 

1.災害應變中心撤除時機：依

據縣災害應變中心通報或依

災害緊急處變處置已完成,

後續復原重建可由各相關機

關或單位自行辦理，無緊急

應變任務需求時，經防災業

務組提報，經指揮官裁示撤

除本中心一級開設狀態。 

 

2.通報縣災害應變中心或上網

填寫應變管理資訊系統

(EMIC)。 

(附件 6)災害應變中心撤除陳

報單 

3.回報「災情彙報表」至縣災

害應變中心，或上網填寫應

變管理資訊系統(EMIC)。 

(附件 32)災情彙報。 

其他各組 進行災害復原階段工作。  

 



75 

第五編 海嘯災害應變標準作業程序 

壹、 海嘯災害應變中心成立與撤除時機 

一、 成立時機： 

(一) 二級開設：中央氣象局發佈海嘯警報時，經縣應變中心通知成立時。 

(二) 一級開設：中央氣象局發佈海嘯警報本縣為海嘯警戒區或預估海嘯可能

造成岸堤崩塌、漁港船隻及沿海建築物可能遭沖毀情形時。 

二、 進駐機關及人員： 

(一) 二級開設：由五結消防分隊進行人員編組，並由民政課通知農經課、建

設課、社會課、宜蘭縣後備指揮部權責人員等人員進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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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派員進駐。 

(二) 一級開設：由五結消防分隊進行人員編組，並由民政課通知農經課、建

設課、社會課、財政課、主計室、行政室、清潔隊、五結鄉衛生所、五

結鄉戶政事務所、五結消防分隊、警察局羅東分局、自來水公司廣興給

水廠、台灣電力公司利澤服務所、中華電信宜蘭營運處、農田水利會五

結工作站、宜蘭縣後備指揮部等機關（單位）首長指派權責人員進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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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派員進駐。 

三、 撤除時機： 

(一) 災害緊急應變處置完成，後續復原重建可由各相關機關或單位自行辦理

時，執行秘書得以書面報告指揮官撤除本中心。 

(二) 經縣災害應變中心指示撤除。 

貳、 災害應變作業流程 

一、 五結鄉海嘯災害應變標準作業流程(參照圖 5)。 

二、 應變程序：應變程序依災害時序擬訂，包含(參照表 5)： 

(一) 開設海嘯災害應變中心：召開應變會議 

(二) 災情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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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災情查通報 

2. 應變對策處置 

(1) 災民搜救 

(2) 劃定災害警戒管制範圍 

(3) 災民疏散撤離 

(4) 災民收容孜置 

(5) 緊急運送 

(三) 撤除災害應變中心 

 

圖5 五結鄉海嘯災害應變標準作業流程圖 

  

災害時序 應變時序

發佈太平洋海嘯警報 開設災害應變中心

災情分析研判

召開整備會議

．各組應變整備報告

災情 災情查通報

應變對策處置

．災民搜救
．緊急運送
．劃定災害警戒管制範圍

．災民收容安置
．災民疏散撤離

召開應變會議

．災情資訊報告 ．疏散撤離指示
．各組應變報告 ．災情資訊發佈
．請求支援事項 ．其他重要事項

復原重建期 撤除災害應變中心

無災情接獲災情通報無災情

發生災情
或

災情擴大

災情得
到控管 發生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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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五結鄉海嘯災害應變程序表 

程序說明 應變小組 工作事項 備註 

一、開設災

害應變中

心 

民政課 

(防災業

務組) 

1.轄區符合海嘯災害應變中心

一級開設時機或接受上級

(縣災害應變中心)指示開設

時，立即簽報鄉長裁示開設

災害應變中心。 

1.海嘯災害應變中心成立時

機：太帄洋海嘯警報中心或

中央氣象局發布本縣地區

為海嘯警報區域。 

2.(附件 1)本鄉災害應變中心

編組及任務分工表。 

3.(附件 2)開設災害應變中心

紀錄簿。 

2.除原本進駐組別，以簡訊通

知其他應變小組進駐災害應

變中心： 

(1)民政課 

(2)建設課 

(3)農經課 

(4)社會課 

(5)清潔隊 

(6)財政課 

(7)行政室 

(8)人事室 

(9)主計室 

(10)警察局羅東分局 

(11)五結消防分隊 

(12)中華電信宜蘭營運處 

(13)台電利澤服務所 

(14)自來水廣興給水廠 

(15)五結鄉衛生所 

(16)五結鄉戶政事務所 

(17)農田水利會五結工作站 

(18)宜蘭縣後備指揮部 

1.(附件 1)災害應變編組及任

務分工表。 

2.(附件 7)災害應變小組進駐

簽到單。 

3.規劃災害應變中心輪值人員

名單。 

(附件 8)災害應變中心進駐人

員輪值表。 

4.啟用災害應變中心(會議室)

軟硬體設備，填寫災害應變

中心硬體自我檢查表。 

1.軟硬體設備包含： 

(1)基本設施：電力(備援電

力)、照明、空調。 

(2)會議麥克風系統。 

(3)會議簡報系統：投影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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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說明 應變小組 工作事項 備註 

(單槍、投影布幕)。 

(4)作業設備：電腦、網路、

印表機、影印機。 

(5)視訊會議系統：網路攝影

機及其軟體。 

(6)通訊系統：民線(警用/

無線電/衛星)電話、傳真

機、事務機、電視。 

(7)編組桌牌。 

2.(附件 9)災害應變中心硬體

自我檢查表。 

5.簡訊通知國軍及事業單位應

變小組進駐或待命。 

(附件 2)開設災害應變中心紀

錄簿。 

行政室

(後勤支

援組) 

1.準備進駐人員餐食。  

2.啟用災害應變中心(會議室)

軟硬體設備，填寫災害應變

中心硬體自我檢查表。 

(附件 9)災害應變中心硬體自

我檢查表。 

其他各組 接獲通知後應立即進駐災害應

變中心。 

建議先回傳簡訊。 

 

提供災害應變中心輪值人員名

單。 

 

二、災情分

析研判(初

期應變) 

民政課 

(防災業

務組) 

1.通知村長進行海嘯避難廣

播。 

1.(附件 10)村鄰長聯絡名冊。 

2.(附件 14)社區廣播海嘯避

難宣導範本。 

2.接收縣災害應變中心及上級

災害權責機關發布之警報單

並依據指示回報。 

 

3.規劃、通知應變中心召開整

備會議時間。 

建議於災害應變中心一級開

設 2小時內召開整備會議。 

4.蒐集消防組劃定之危險警戒

區域資訊，於鄉公所網站公

告及廣播媒體，發佈海嘯相

關警戒資訊。資訊包含： 

(1)避難宣導 

(2)危險警戒區域 

(3)災情通報方式 

(4)重要活動取消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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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說明 應變小組 工作事項 備註 

(5)其他重要訊息 

(6)避難路線宣導。 

5.聯繫國軍後勤支援救災人力

及機具。 

 

宜蘭縣消

防局五結

消防分隊

(消防組) 

1.綜整並監看地震測報訊息： 

 (1)震央位置 

 (2)海嘯規模 

 (3)轄區影響程度 

 (4)轄區各村可能傷亡情形 

中央氣象局海嘯測報(中央氣

象局網站網址：

http://www.cwb.gov.tw/) 

2.依據中央氣象局海嘯測報訊

息劃設海嘯警戒區域。 

 

3.表列待命消防人力及機具設

備。 

(附件 20)消防組人力及機具

設備表。 

4.針對海嘯警戒區域進行廣播

避難宣導。 

 

宜蘭縣羅

東分局五

結分駐所 

(警察組) 

1.管制災區交通，並設置檢查

哨禁止一般民眾進入危險警

戒區域。 

 

2.針對消防組劃設之海嘯災害

警戒區域，進行廣播避難宣

導。 

 

社會課 

(救濟組) 

1.表列收容物資儲備數量或通

知救災物資開口契約廠商待

命。 

1.(附件 22)收容物資儲備表。 

2.(附件 23)救災物資開口契

約。 

2.通知各避難收容所聯絡人，

待命開設。 

(附件 24)避難收容所聯絡清

冊。 

3.針對消防組劃設之海嘯警戒

區域評估適合之避難收容場

所及數量，並通知避難收容

所聯絡人，待命開設。 

 

4.表列危險警戒區域內避災弱

勢族群聯絡名冊，通知村長

並協助先行避難孜置。 

(1)避災弱勢族群包含：身障、

重症病患、獨居老人、孕

婦。 

(2)規劃孜置地點為緊急醫療

1.(附件 25)避災弱勢族群聯

絡名冊。 

2.若本組無適合之車輛可委

請工程搶修組協助運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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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說明 應變小組 工作事項 備註 

院所或老人孜養院優先。 

行政室

(後勤支

援組) 

蒐集消防組劃定之危險警戒區

域資訊，並於鄉公所網站公告

區及廣播媒體，發佈地震相關

警戒資訊。資訊包含： 

1.避難宣導 

2.危險警戒區域 

3.災情通報方式 

4.停班、停課訊息 

5.重要活動舉行或取消訊息 

6.醫院看診或休診訊息 

7.其他重要訊息 

 

三、災情查

通報(當接

獲災害報

案或媒體

播報災害

訊息時，應

派員前往

查報或通

報) 

所有編組 接受民眾災害報案，填寫災情

處理通報紀錄表，並轉至防災

業務組、交通組及防救組啟動

複式查通報流程。 

(附件 29)災情處理通報紀錄

表。 

民政課 

(防災業

務組) 

1.通知災區村長前往查證，先

行電話(無線電)口頭初報災

情狀況，隨即填寫災情查報

紀錄表並回報。 

1.(附件 30)災情查報紀錄表。 

2.查報重點： 

(1)人員受傷、死亡及失蹤情

形。 

(2)災害地點、範圍描述。 

2.與警政、消防所蒐集之災情

資料相互查證。 

 

3.蒐集各組災情查報紀錄，填

寫災害應變中心災情通報

表，上傳縣災害應變中心。 

(附件 31)災情通報表。 

4.蒐集各組災情查報紀錄，定

時填寫「災情彙報表」，並回

報至縣災害應變中心。 

(附件 32)災情彙報。 

5.依據災情查報結果，協調災

害應變中心各組立即進行應

變作業，若有災情擴大之虞

或非屬本所權責與能力範

圍，應立即通報縣災害應變

中心或上級權責機關處理。 

 

警察分局 

(警察組) 

1.派遣警察或義警前往查證，

先行電話(無線電)口頭回報

(附件 30)災情查報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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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說明 應變小組 工作事項 備註 

災情狀況，隨即填寫災情查

報紀錄表並上傳。 

2.與民政、消防所蒐集之災情

資料相互查證。 

 

消防分隊 

(消防組) 

1.派遣消防分隊或義消前往查

證，先行電話(無線電)口頭

初報災情狀況，隨即填寫災

情查報紀錄表並回報。 

(附件 30)災情查報紀錄表。 

2.與民政、警政所蒐集之災情

資料相互查證。 

 

其他各組 提供協助與後勤支援災情查報

任務。 

若查報地區無適當人員或災

區道路中斷、偏遠、或為爭取

時效時，得向縣災害應變中心

國軍組申請直升機空勘後勤

支援。 

四、應變對

策 

 本程序針對以下各項災情或相

關情況進行對策說明，包含： 

1.災民搜救 

2.劃定災害警戒管制範圍 

3.災民疏散撤離 

4.災民收容孜置 

5.緊急運送 

 

4.1災民搜

救 

消防分隊 

(消防組) 

1.派遣消防分隊及義消攜帶破

壞及救生器材前往救援，將

受困災民送醫或護送至孜全

地點(孜全地點)。 

當地震造成人員傷亡時，應以

維繫生命為優先考量。並防範

餘震造成的二度傷害。 

2.人員無法接近消防時，立即

向縣災害應變中心申請空中

勤務總隊或國軍派遣直昇機

協助消防及傷患後送。 

 

3.協尋民間救災組織協助災民

搜救。 

(附件 21)民間救難團體組織

人力及機具設備表。 

建設課

(工程搶

修組) 

1.調派或協尋工程機械廠商協

助消防作業。 

 

2.調派或協尋工程機械廠商進

行救災道路搶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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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說明 應變小組 工作事項 備註 

3.通報縣災害應變中心後勤支

援消防。 

 

五結鄉 

衛生所

(醫療組) 

視災害規模啟動大量傷病患消

防機制。 

 

社會課 

(救濟組) 

接收受困災民並依收容作業程

序進行孜置收容照護。 

(附件 37)收容所災民登記收

容流程。 

警察分局 

(警察組) 

派遣員警及義警至災區周邊設

置警告標誌及疏導交通。 

 

行政室

(後勤支

援組) 

蒐集各單位救災工作狀況及最

新消防措施或決定，提供記者

採用。 

 

透過電視新聞、廣播、網路發

佈災情訊息，並呼籲民眾勿前

往災區。 

 

民政課 

(防災業

務組) 

聯繫國軍後勤支援救災人力及

機具。 

 

4.2劃定災

害警戒管

制範圍 

消防分隊 

(消防組) 

依據以下情形，得針對地震或

崩塌危險區域或路段劃定為

「管制區域」，由本組填報「劃

定警戒管制範圍建議申請表」

及「管制區域圖」，陳報指揮官

裁示核定。 

(附件 27) 劃定警戒管制範圍

建議申請表。 

 

警察分局 

(警察組) 

1.依據縣政府頒布之管制區域

公告並派員前往管制地區張

貼公告，同時指派警察人員

執行管制措施，限制或禁止

民眾進入管制區或命其離

去。必要時得舉發民眾違反

災害防救法並開立勸導通知

書。 

1.(附件 33) 管制區域公告範

本。 

2.(附件 35) 舉發違反災害防

救法案件勸導通知書。 

3.(附件 36) 舉發違反災害防

救法案件罰鍰處分通知書。 

2.執行疏散撤離程序。  

其他各組 執行疏散撤離與災民收容程

序。 

 

4.3災民疏

散撤離 

民政課 

(防災業

1.通知村長及動員社區組織宣

傳管制區域內將進行強制疏

疏散方式： 

1.小規模災害以徒步及車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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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組) 散勸離，請民眾立即疏散至

避難收容所。疏散勸告內容

包含： 

(1)避難理由。 

(2)避難收容所位置及疏散路

線。 

(3)避難應攜帶物品及其他注

意事項。 

方式。 

2.大規模災害以直昇機、救生

艇及各式動力船舶、其他各

式交通運輸工具。 

 

2.通知村長及動員社區組織協

助救濟組針對避災弱勢族群

優先協助運送疏散至避難收

容所(孜全地點)。 

(附件 25) 避災弱勢族群聯絡

名冊。 

3.通知村長及動員社區組織協

助災民避難導引或運送至避

難收容所(孜全地點)。 

 

聯繫國軍後勤支援救災人力及

機具。 

 

警察分局 

(警察組) 

1.派遣警察人員協助村長宣傳

管制區域內將進行強制疏散

撤離，請民眾立即疏散至避

難收容所。必要時得舉發民

眾違反災害防救法並開立勸

導通知書。 

1.(附件 35) 舉發違反災害防

救法案件勸導通知書。 

2.(附件 36) 舉發違反災害防

救法案件罰鍰處分通知書。 

2.派遣員警及義警疏導交通並

協助災民避難導引。 

 

3.依防災業務組協助保護引導

災民至避難收容所(孜全地

點)。 

 

消防分隊 

(消防組) 

1.派遣消防人員協助村長宣傳

管制區域內將進行強制疏散

撤離，請民眾立即疏散至避

難收容所。必要時得舉發民

眾違反災害防救法並開立勸

導通知書。 

1.(附件 35) 舉發違反災害防

救法案件勸導通知書。 

2.(附件 36) 舉發違反災害防

救法案件罰鍰處分通知書。 

2.派遣消防人員、義消或協調

動員民間救難團體協助災民

避難疏散。 

(附件 21) 民間救難團體組織

人力及機具設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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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依防災業務組需求調派車輛

協助運送災民至避難收容所

(孜全地點)。 

 

社會課 

(救濟組) 

1.針對避災弱勢族群名冊，先

行提供疏散避難主責單位預先

撤離避難，如有孜置需求則由

本課協調或請求縣府協助，優

先協助運送疏散至避難收容所

(孜全地點)。 

1.(附件 25) 避災弱勢族群聯

絡名冊。 

2.可委請工程搶修組組或請

求縣府協助調派車輛協助

運送。 

2.執行災民收容孜置程序。  

4.4災民收

容孜置 

社會課 

(救濟組) 

1.規劃適當之收容所，通知聯

絡人立即開設，並編成收容

作業小組人員前往執行以下

收容作業程序。 

(附件 24) 避難收容所聯絡清

冊。 

2.掛設避難收容所標示牌。  

3.於收容所內張貼公佈以下圖

表： 

(1) 災民登記收容流程。 

(2) 收容場所區域配置圖。 

(3) 生活公約。 

1.(附件 37) 收容所災民登記

收容流程。 

2.(附件 38) 避難收容所生活

公約。 

 

4.災民登記作業：要求災民填

寫登記表，如身分證或其他

文件均遺失，應由村長出具

證明。 

(附件 39) 災民收容登記表。 

 

5.發給災民證，再由輔導員引

導孜置。 

(附件 40) 災民證範本。 

 

6.編造災民名冊。 (附件 41) 災民名冊範本。 

7.進行災民心理輔導。  

8.提供災民協尋服務。  

9.利用災害儲備物資或開口契

約提供災民膳宿及民生必需

品。 

 

10.災民遣散：編造災民遣散名

冊。 

(附件 41) 災民名冊範本。 

11.災民轉移： 

(1)孤兒轉送孤兒院。 

(2)老弱殘疾轉送救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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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無法處理時護送總站處理。 

12.協尋民間志工救濟團體協

助。 

(附件 21) 民間救難團體組織

人力及機具設備表。 

4.5緊急運

送 

(緊急運送

對象：1.

消防人員

及機具設

備 2.後送

傷患 3.維

持民生必

需品) 

消防分隊 

(消防組) 

調派車輛協助運送。  

警察分局 

(警察組) 

1.協助引導運送。  

2.實施交通管制，針對災區及

緊急輸送道路進行交通管

制。 

 

3.為確保緊急運送，警察機關

得採取拖吊阻礙出入之車

輛，或運用警車引導等方式。 

 

建設課

(工程搶

修組) 

為確保緊急運送，應通知開口

合約廠商進行道路緊急修復。 

 

清潔隊 

(清潔環

保組) 

調派車輛協助運送。  

民政課 

(防災業

務組) 

聯繫國軍調派後勤支援車輛協

助運送。 

 

五、召開應

變會議(會

議程序說

明請見備

註欄)  

指揮官 聽取災情及各組應變情形，並

指裁示各項應變事宜。 

會議程序(附件 10會議紀錄

表)： 

1.災情資訊報告： 

(1)由防災業務組彙整併報告

災情統計資訊。 

(2)其他各組補充預判災情。 

2.各組應變整備報告：應變小

組依序報告整備情形。 

3.提案討論： 

(1)由消防組(消防分隊)針對

危險警戒區域進行疏散撤

離提案，由指揮官指裁示。 

(2)由人事室針對停班、停課

提案，由指揮官指裁示。 

(3)其他提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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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災情資

訊報告 

民政課 

(防災業

務組) 

搜集各組災情查報紀錄，彙整

「災情彙報表」，報告目前災情

統計資訊。 

(附件 33) 災情及動員統計

表。 

其他各組 補充預判災情。 說明中央、上級政府、機關提

供之預判災情警訊。 

5.2各組應

變整備報

告 

消防分隊 

(消防

組)、建設

課(工程

搶修

組)、電力

組、通信

組、自來

水組、水

利組 

針對下述災情說明應變消防或

災情控管情形。 

1.災民搜救。 

2.災民疏散撤離情形。 

3.受損範圍 

報告重點： 

1.說明人員受困、傷亡數量。 

2.動員消防人力、機具、設

備、數量。 

3.其他各組協助事項。 

4.判斷是否需要後勤支援，若

需要請預估各式需求數量。 

警察分局 

(警察組) 

1.說明災區警戒管制情形。包

含： 

(1)交通疏導。 

(2)災民勸導撤離。 

(3)災區治孜。 

 

2.協助緊急運送事宜。  

社會課 

(救濟組) 

說明目前災民收容孜置情形 報告重點：(附件 44)撤離人數

統計表 

1.說明開設收容所名稱數量。 

2.目前各村收容人數。 

3.弱勢族群孜置情形。 

4.民生物資使用情形。 

5.其他各組協助事項。 

6.判斷是否需要後勤支援，若

需要請預估各式需求數量。 

建設課

(工程搶

修組) 

針對下述災情說明應變消防或

災情控管情形。 

報告重點： 

1.災害影響範圍。 

2.動員消防人力、機具、設備

數量。 

3.持續孜全監控情形 

4.其他各組協助事項 

5.判斷是否需要後勤支援，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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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請預估各式需求數量。 

清潔隊 

(清潔環

保組) 

報告清潔環保組待命救災人力

及機具設備數量。 

報告重點： 

1.動員消防人力、機具、設備

數量。 

2.其他各組協助事項。 

民政課 

(防災業

務組) 

報告國軍組後勤支援協助各組

應變事宜。 

報告重點：(附件 43)申請國軍

後勤支援救災兵力及機具需

求彙整表 

1.動員消防人力、機具、設備

數量。 

2.其他各組協助事項。 

其他各組 補充整備事宜。  

5.3提案討

論 

消防分隊 

(消防組) 

依據縣災害應變中心或其他上

級災害防災業務機關指示下，

或本組認為有必要進行相關緊

急管制、疏散及收容孜置時，

得針對海嘯危險警戒區域或路

段進行公告為「管制區域」提

案，由本組填報「劃定警戒管

制範圍建議申請表」及「管制

區域圖」，由指揮官指裁示核

定。 

1.(附件 27)劃定警戒管制範

圍建議申請表。 

2.若提案通過即進行管制區

公告、疏散勸告、強制疏散

撤離等相關管制措施。 

人事室 

(後勤支

援組) 

依據天然災害停止辦公及上課

作業辦法，提出停班、停課提

案，由指揮官指裁示，建議縣

府宣佈本鄉停止上班、上課。 

(附件 28) 停班、停課標準表。 

其他各組 補充提案。  

八、災害應

變中心撤

除 

民政課 

(防災業

務組) 

1.災害應變中心撤除時機：依

據縣災害應變中心通報或依

災害緊急處變處置已完成,

後續復原重建可由各相關機

關或單位自行辦理，無緊急

應變任務需求時，經防災業

務組提報，經指揮官裁示撤

除本中心一級開設狀態。 

 

2.通報縣災害應變中心，或上

網填寫應變管理資訊系統

(附件 62)災害應變中心撤除

紀錄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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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IC)。 

3.回報「災情彙報表」至縣災

害應變中心或上網填寫應變

管理資訊系統(EMIC)。 

(附件 32)災情彙報。 

其他各組 進行災害復原階段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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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編 其他類型災害應變標準作業程序 

壹、 前言 

目前本文將其他災害類型暫列為第六編作為共通性處理原則，惟災害應變標

準作業程序應依本轄區災害特性訂定專編，本程序應循災害防救會報持續增修。 

貳、 災害應變中心成立與撤除時機 

一、 成立時機：有下列情形之一，經縣災害應變中心通知開設或本所自主開

設： 

(一) 估計有 15 人以上傷亡、失蹤，且災情嚴重極待救助並預測災情有擴大

之可能。 

(二) 經轄區首長指示開設。 

二、 撤除時機： 

(一) 災害緊急應變處置完成，後續復原重建可由各相關機關或單位自行辦理

時，執行秘書得以書面報告指揮官撤除本中心。 

(二) 經縣災害應變中心指示撤除。 

參、 災害應變作業流程 

一、 五結鄉其他類型災害應變標準作業流程(參照圖 6)。 

二、 應變程序：應變程序依災害時序擬訂，包含(參照表 6)： 

(一) 開設災害應變中心 

(二) 災情查通報 

(三) 召開應變會議 

(四) 應變對策處置 

1. 災民搜救 

2. 劃定災害警戒管制範圍 

3. 災民疏散撤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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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災民收容孜置 

5. 緊急運送 

(五) 撤除災害應變中心 

 

圖6 五結鄉其他類型災害應變標準作業流程圖 

  

表6 五結鄉其他類型災害應變程序表 

程序說明 應變小組 工作事項 備註 

一、開設災

害應變中

心 

民政課 

(防災業

務組) 

1.轄區符合其他類型災害應變

中心開設時機或接受上級

(縣災害應變中心)指示開設

時，立即簽報鄉長指裁示開

設災害應變中心。 

1.其他類型災害應變中心成

立時機：經縣災害應變中心

通知開設或本所自主開

設：估計有 15人以上傷亡、

失蹤，且災情嚴重極待救助

並預測災情有擴大之可能。 

災害時序 應變時序

災情發生 開設災害應變中心

災情分析研判

召開整備會議

．各組應變整備報告

災情 災情查通報

應變對策處置

．災民搜救
．災民疏散與收容
．緊急運送
．道路中斷…

．災民收容安置
．民生管線毀損

召開應變會議

．災情資訊報告 ．疏散撤離指示
．各組應變報告 ．災情資訊發佈
．請求支援事項 ．其他重要事項

復原重建期 撤除災害應變中心

無災情接獲災情通報無災情

發生災情或
災情擴大

災情得
到控管 發生災情

災情類別

．民眾傷亡
．交通混亂
．建築物起火、倒塌

．維生管線中斷
．二次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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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附件 1)鄉(鎮、市)災害應

變中心編組及任務分工表。 

3.(附件 2)開設災害應變中心

紀錄簿。 

2.除原本進駐組別，以簡訊通

知其他應變小組進駐災害應

變中心： 

(1)民政課 

(2)建設課 

(3)農經課 

(4)社會課 

(5)清潔隊 

(6)財政課 

(7)行政室 

(8)人事室 

(9)主計室 

(10)警察局羅東分局 

(11)五結消防分隊 

(12)中華電信宜蘭營運處 

(13)台電利澤服務所 

(14) 自來水廣興給水廠 

(15) 五結鄉衛生所 

(16) 五結鄉戶政事務所 

(17) 農田水利會五結工作站 

(18)宜蘭縣後備指揮部 

1.(附件 1)災害應變編組及任

務分工表。 

2.(附件 7)災害應變小組進駐

簽到單。 

3.規劃災害應變中心輪值人員

名單。 

(附件 8)災害應變中心進駐人

員輪值表。 

4.啟用災害應變中心(會議室)

軟硬體設備，填寫災害應變

中心硬體自我檢查表。 

1.軟硬體設備包含： 

(1)基本設施：電力(備援電

力)、照明、空調。 

(2)會議麥克風系統。 

(3)會議簡報系統：投影設備

(單槍、投影布幕) 。 

(4)作業設備：電腦、網路、

印表機、影印機。 

(5)視訊會議系統：網路攝影

機及其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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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通訊系統：民線(警用/

無線電/衛星)電話、傳真

機、事務機、電視。 

(7)編組桌牌。 

2.(附件 9)災害應變中心硬體

自我檢查表。 

5.簡訊通知國軍及事業單位應

變小組進駐或待命。 

(附件 2)開設災害應變中心紀

錄簿。 

行政室

(後勤支

援組) 

1.準備進駐人員餐食。  

2.啟用災害應變中心(會議室)

軟硬體設備，填寫災害應變

中心硬體自我檢查表。 

(附件 9)災害應變中心硬體自

我檢查表。 

其他各組 接獲通知後應立即進駐災害應

變中心。 

建議先回傳簡訊。 

 

提供災害應變中心輪值人員名

單。 

 

三、災情查

通報 

(當接獲災

害報案或

媒體播報

災害訊息

時，應派員

前往查報

或通報) 

所有編組 接受民眾災害報案，填寫災情

處理通報紀錄表或填寫應變管

理資訊系統(EMIS)，並轉至各

相關防災業務單位之查通報流

程。 

(附件 29)災情處理通報紀錄

表。 

民政課 

(防災業

務組) 

1.通知災區村長前往查證，先

行電話口頭回報災情狀況，

隨即填寫災情查報紀錄表並

上傳。 

1.(附件 30)災情查報紀錄表。 

2.查報重點： 

(1)人員受傷、死亡及失蹤情

形。 

(2)災害地點、範圍描述。 

2.與警政、消防所蒐集之災情

資料相互查證。 

 

3.蒐集各組災情查報紀錄，填

寫災害應變中心災情通報

表。 

(附件 31)災情通報表。 

4.蒐集各組災情查報紀錄，定

時填寫「災情彙報表」，並

上網填寫應變管理資訊系統

(EMIS)資料回報至縣災害應

變中心。 

(附件 32)災情彙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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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依據災情查報結果，協調災

害應變中心各組立即進行應

變作業，若有災情擴大之虞

或非屬本公所權責與能力範

圍，應立即通報縣災害應變

中心或上級權責機關處理。 

 

警察分局 

(警察組) 

1.派遣警察或義警前往查證，

先行電話口頭回報災情狀

況，隨即填寫災情查報紀錄

表並上傳。 

(附件 30)災情查報紀錄表。 

2.與民政、消防所蒐集之災情

資料相互查證。 

 

消防分隊 

(消防組) 

1.派遣消防分隊或義消前往查

證，先行電話口頭初報災情

狀況，隨即填寫災情查報紀

錄表並回報。 

(附件 30)災情查報紀錄表。 

2.與民政、警政所蒐集之災情

資料相互查證。 

 

其他各組 提供協助與後勤支援災情查報

任務。 

若查報地區無適當人員或災

區道路中斷、偏遠、或為爭取

時效時，得向縣災害應變中心

國軍組申請直升機空勘後勤

支援。 

三、應變對

策 

 本程序針對以下各項災情或相

關情況進行對策說明，包含： 

1.災民搜救 

2.劃定災害警戒管制範圍 

3.災民疏散撤離 

4.災民收容孜置 

5.緊急運送 

 

3.1災民搜

救 

消防分隊 

(消防組) 

1.派遣消防分隊及義消攜帶破

壞及救生器材前往救援，將

受困災民送醫或護送至孜全

地點(孜全地點)。 

當地震造成人員傷亡時，應以

維繫生命為優先考量。並防範

餘震造成的二度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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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員無法接近消防時，立即

向縣災害應變中心申請空中

勤務總隊或國軍派遣直昇機

協助消防及傷患後送。 

 

3.協尋民間救災組織協助災民

搜救。 

(附件 21)民間救難團體組織

人力及機具設備表。 

建設課

(工程搶

修組) 

1.調派或協尋工程機械廠商協

助消防作業。 

 

2.調派或協尋工程機械廠商進

行救災道路搶通 

 

3.通報縣災害應變中心後勤支

援消防。 

 

五結鄉 

衛生所

(醫療組) 

視災害規模啟動大量傷病患消

防機制。 

 

社會課 

(救濟組) 

接收受困災民並依收容作業程

序進行孜置收容照護。 

(附件 37)收容所災民登記收

容流程。 

警察分局 

(警察組) 

派遣員警及義警至災區周邊設

置警告標誌及疏導交通。 

 

行政室

(後勤支

援組) 

蒐集各單位救災工作狀況及最

新消防措施或決定，提供記者

採用。 

 

透過電視新聞、廣播、網路發

佈災情訊息，並呼籲民眾勿前

往災區。 

 

民政課 

(防災業

務組) 

聯繫國軍後勤支援救災人力及

機具。 

 

3.2劃定災

害警戒管

制範圍 

消防分隊 

(消防組) 

由本組填報「劃定警戒管制範

圍建議申請表」及「管制區域

圖」，陳報指揮官裁示核定。 

(附件 27)劃定警戒管制範圍

建議申請表。 

 

警察分局 

(警察組) 

1.依據縣政府頒發之管制區域

公告並派員前往管制地區張

貼公告，同時指派警察人員

執行管制措施，限制或禁止

民眾進入管制區或命其離

去。必要時得舉發民眾違反

1.(附件 33)管制區域公告範

本。 

2.(附件 35)舉發違反災害防

救法案件勸導通知書。 

3.(附件 36)舉發違反災害防

救法案件罰鍰處分通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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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防救法並開立勸導通知

書。 

2.執行疏散撤離程序。  

其他各組 執行疏散撤離與災民收容程

序。 

 

3.3災民疏

散撤離 

民政課 

(防災業

務組) 

1.通知村長及動員社區組織宣

傳管制區域內將進行強制疏

散勸離，請民眾立即疏散至

避難收容所。疏散勸告內容

包含： 

(1)避難理由。 

(2)避難收容所位置及疏散路

線。 

(3)避難應攜帶物品及其他注

意事項。 

以徒步及車輛方式進行人員

疏散。 

2.通知村長及動員社區組織協

助救濟組針對避災弱勢族群

優先協助運送疏散至避難收

容所(孜全地點)。 

(附件 25) 避災弱勢族群聯絡

名冊。 

3.通知村長及動員社區組織協

助災民避難導引或運送至避

難收容所(孜全地點)。 

 

聯繫國軍後勤支援救災人力及

機具。 

 

警察分局 

(警察組) 

1.派遣警察人員協助村長宣傳

管制區域內將進行強制疏散

撤離，請民眾立即疏散至避

難收容所。必要時得舉發民

眾違反災害防救法並開立勸

導通知書。 

1.(附件 35) 舉發違反災害防

救法案件勸導通知書。 

2.(附件 36) 舉發違反災害防

救法案件罰鍰處分通知書。 

2.派遣員警及義警疏導交通並

協助災民避難導引。 

 

3.依防災業務組協助保護引導

災民至避難收容所(孜全地

點)。 

 

消防分隊 

(消防組) 

1.派遣消防人員協助村長宣傳

管制區域內將進行強制疏散

1.(附件 35) 舉發違反災害防

救法案件勸導通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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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離，請民眾立即疏散至避

難收容所。必要時得舉發民

眾違反災害防救法並開立勸

導通知書。 

2.(附件 36) 舉發違反災害防

救法案件罰鍰處分通知書。 

2.派遣消防人員、義消或協調

動員民間救難團體協助災民

避難疏散。 

(附件 21) 民間救難團體組織

人力及機具設備表。 

 

3.依防災業務組需求調派車輛

協助運送災民至避難收容所

(孜全地點)。 

 

社會課 

(救濟組) 

1.針對避災弱勢族群名冊，先

行提供疏散避難主責單位預先

撤離避難，如有孜置需求則由

本課協調或請求縣府協助，優

先協助運送疏散至避難收容所

(孜全地點)。 

1.(附件 25) 避災弱勢族群聯

絡名冊。 

2.可委請工程搶修組或請求

縣府協助組調派車輛協助

運送。 

2.執行災民收容孜置程序。  

3.4災民收

容孜置 

社會課 

(救濟組) 

1.規劃適當之收容所，通知聯

絡人立即開設，並編成收容

作業小組人員前往執行以下

收容作業程序。 

(附件 24) 避難收容所聯絡清

冊。 

2.掛設避難收容所標示牌。  

3.於收容所內張貼公佈以下圖

表： 

(1) 災民登記收容流程。 

(2) 收容場所區域配置圖。 

(3) 生活公約。 

1.(附件 37) 收容所災民登記

收容流程。 

2.(附件 38) 避難收容所生活

公約。 

 

4.災民登記作業：要求災民填

寫登記表，如身分證或其他

文件均遺失，應由村長出具

證明。 

(附件 39) 災民收容登記表。 

 

5.發給災民證，再由輔導員引

導孜置。 

(附件 40) 災民證範本。 

 

6.編造災民名冊。 (附件 41) 災民名冊範本。 

7.進行災民心理輔導。  

8.提供災民協尋服務。  

9.利用災害儲備物資或開口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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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提供災民膳宿及民生必需

品。 

10.災民遣散：編造災民遣散名

冊。 

(附件 41) 災民名冊範本。 

11.災民轉移： 

(1)孤兒轉送孤兒院。 

(2)老弱殘疾轉送救濟院。 

(3)無法處理時護送總站處理。 

 

12.協尋民間志工救濟團體協

助。 

(附件 21) 民間救難團體組織

人力及機具設備表。 

3.5緊急運

送 

(緊急運送

對象：1.

消防人員

及機具設

備 2.後送

傷患 3.維

持民生必

需品) 

消防分隊 

(消防組) 

調派車輛協助運送。  

警察分局 

(警察組) 

1.調派車輛協助運送。  

2.實施交通管制，針對災區及

緊急輸送道路進行交通管

制。 

 

3.為確保緊急運送，警察機關

得採取拖吊阻礙出入之車

輛，或運用警車引導等方式。 

 

建設課

(工程搶

修組) 

為確保緊急運送，應通知開口

合約廠商進行道路緊急修復。 

 

清潔隊 

(清潔環

保組) 

調派車輛協助運送。  

民政課 

(防災業

務組) 

聯繫國軍調派後勤支援車輛協

助運送。 

 

四、召開應

變會議(會

議程序說

明請見備

註欄)  

指揮官 聽取災情及各組應變情形，並

指裁示各項應變事宜。 

會議程序(附件 10會議紀錄

表)： 

1.災情資訊報告： 

(1)由防災業務組彙整併報告

災情統計資訊。 

(2)其他各組災情。 

2.各組應變整備報告：應變小

組依序報告整備情形。 

3.提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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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消防組(消防分隊)針對

危險警戒區域進行疏散撤

離提案，由指揮官指裁示。 

(2)由人事室針對停班、停課

提案，由指揮官指裁示。 

(3)其他提案討論。 

4.1災情資

訊報告 

民政課 

(防災業

務組) 

搜集各組災情查報紀錄，彙整

「災情彙報表」，報告目前災情

統計資訊。 

(附件 33) 災情及動員統計

表。 

 

五結鄉 

衛生所

(醫療組) 

報告相關傷亡就醫消防情形  

其他各組 補充預判災情。 說明中央、上級政府、機關提

供之預判災情警訊。 

4.2各組應

變整備報

告 

消防分隊 

(消防

組)、建設

課(工程

搶修

組)、電力

組、通信

組、自來

水組、農

田水利組 

針對下述災情說明應變消防或

災情控管情形。 

1.災民搜救。 

2.災民疏散撤離情形。 

3.維生管線設施毀損情形。 

報告重點： 

1.說明人員受困、傷亡數量。 

2.動員消防人力、機具、設

備、數量。 

3.其他各組協助事項。 

4.判斷是否需要後勤支援，若

需要請預估各式需求數量。 

警察分局 

(警察組) 

1.說明災區警戒管制情形。包

含： 

(1)交通疏導。 

(2)災民勸導撤離。 

(3)災區治孜。 

 

2.協助緊急運送事宜。  

社會課 

(救濟組) 

說明目前災民收容孜置情形 報告重點：(附件 44)撤離人數

統計表 

1.說明開設收容所名稱數量。 

2.目前收容情形。 

3.弱勢族群孜置情形。 

4.民生物資使用情形。 

5.其他各組協助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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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判斷是否需要後勤支援，若

需要請預估各式需求數量。 

建設課

(工程搶

修組) 

針對下述災情說明應變消防或

災情控管情形。 

1.建物倒塌情形 

2.橋梁、高架道路毀損情形 

3.封橋 

4.交通號誌毀壞、路燈倒塌 

報告重點： 

1.災害影響範圍。 

2.動員消防人力、機具、設備

數量。 

3.持續孜全監控情形 

4.其他各組協助事項 

5.判斷是否需要後勤支援，若

需要請預估各式需求數量。 

清潔隊 

(清潔環

保組) 

報告清潔環保組待命救災人力

及機具設備數量。 

報告重點： 

1.動員消防人力、機具、設備

數量。 

2.其他各組協助事項。 

民政課 

(防災業

務組) 

報告國軍組後勤支援協助各組

應變事宜。 

報告重點：(附件 43)申請國軍

後勤支援救災兵力及機具需

求彙整表 

1.動員消防人力、機具、設備

數量。 

2.其他各組協助事項。 

五結鄉 

衛生所

(醫療組) 

報告目前人員緊急送醫情形。  

其他各組 補充相關應變事宜。  

4.3提案討

論 

消防分隊 

(消防組) 

依據縣災害應變中心或其他上

級災害防災業務機關指示下，

或本組認為有必要進行相關緊

急管制、疏散及收容孜置時，

得針對危險地區進行公告為

「管制區域」提案，由本組填

報「劃定警戒管制範圍建議申

請表」及「管制區域圖」，由指

揮官指裁示核定。 

1.(附件 27)劃定警戒管制範

圍建議申請表。 

2.若提案通過即進行管制區

公告、疏散勸告、強制疏散

撤離等相關管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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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說明 應變小組 工作事項 備註 

人事室 

 

依據天然災害停止辦公及上課

作業辦法，提出停班、停課提

案，由指揮官指裁示，建議縣

府宣佈本鄉停止上班、上課。 

(附件 28) 停班、停課標準表。 

其他各組 補充提案。  

五、災害應

變中心撤

除 

民政課 

(防災業

務組) 

1.災害應變中心撤除時機：依

據縣災害應變中心通報或依

災害緊急處變處置已完成,

後續復原重建可由各相關機

關或單位自行辦理，無緊急

應變任務需求時，經防災業

務組提報，經指揮官裁示撤

除本中心一級開設狀態。 

 

2.通報縣災害應變中心或上網

填寫應變管理資訊系統

(EMIS)。 

(附件 6)災害應變中心撤除紀

錄簿。 

3.回報「災情彙報表」至縣災

害應變中心或上網填寫應變

管理資訊系統(EMIS)。 

(附件 32)災情彙報。 

其他各組 進行災害復原階段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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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五結鄉災害應變中心編組及任務分工表 

公所編組單位 

編組名稱 編組單位 任務 

指揮官 鄉長 指揮本鄉各項災害防救應變事宜。 

副指揮官 鄉公所主任秘書 襄助指揮官處理本鄉災害防救各項事宜。 

防災業 

務組 
民政課 

1.應變中心開設(撤除)及各編組單位之聯絡、協調及後勤

支援事項。 

2.災害防救中心之佈置通訊之維持等事宜。 

3.各項災情之蒐集、查報、通報事項及災情彙整。 

4.督導各村辦公處辦理防災宣導及災情查報事宜。 

5.執行重大災害消防聯繫工作。 

 〃協調國軍後勤支援兵力、裝備執行及災害消防事項。 

 〃協調動員後備軍人人力後勤支援救災事項。 

 〃協調民防團隊後勤支援救災。 

6. 辦理原住民相關災情查報及其防災業務權責事項。 

7. 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民政防災業務權責事宜。 

工程搶 

修組 

建設課 

1.辦理營建工程災害、公有建築物、道路、橋樑、水利防

洪及其他公共設施的緊急工程搶修與災情通報等事項。 

2.堤防護岸之巡查、防汛工程搶修(包含器材儲備)與災後

復原等事項。 

3.負責低窪地區積水抽水及抽水機調度與申請事項。 

4. 災害之工程搶險隊派遣及調度事宜。 

5. 協調各項搶險器材之供應調度事項。 

6. 其他有關交通防災業務權責事項。 

7. 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工務（建設）權責事項。  

農經課 1.辦理有關農林漁牧災害之災情查報、緊急防護、工程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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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所編組單位 

編組名稱 編組單位 任務 

修及善後復原等事宜。 

2.辦理農林漁牧業及有關設施等災害損失之統計、調查。 

3.辦理公有零售市場建物災害損失調查及復建工作。 

4.辦理綠美化設施災害損失調查及及復建工作。 

5.其他有關工程搶修等相關防災業務權責事項。 

收容救濟組 社會課 

1.辦理災民集結、災民收容、人員傷亡、失蹤、住屋倒毀

及救助救濟事項。 

2.設立避難收容處所、各界捐贈救災物質之接受與轉發事

項。 

3.辦理災區災民生活必需品之儲備、運用、協調調度供給

事項。 

4.協調辦理罹難者(無名屍)喪葬有關事項。 

5.設立救災物資統籌中心，統籌救災物資之收容儲存、運

用、供給及協助災民收容救濟慰問事項。 

6.志工團體依其組成性質及成員專長編組，協助災民收容

救濟慰問事項。 

7.協助災區災民就業輔導事項。 

8.其他有關社會救濟防災業務權責事項。 

後勤支 

援組 

行政室 

1. 辦理災害應變中心照明設施之維持、後勤及臨時採

購事項。 

2. 災害防救應變工作人員膳宿。 

3. 製作救災、救護、救濟人員通行證。 

4.辦理人員疏散撤離之運送。 

5.臨時交辦事項。 

觀光產業發展所 

1.協助發布訊息與觀光相關產業有關災害預警、準備、應

變等事項。 

2.辦理其他有關觀光事項。 

人事室 1.辦理消防人員獎勵、督考及協助值勤處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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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所編組單位 

編組名稱 編組單位 任務 

2.接受上級指示，辦理停止上班、上課事項。  

3.其他有關後勤支援防災業務權責事項。 

秘書 

1.負責新聞及災情蒐集發佈與災害防救宣導等事宜。 

2.協助災區預警狀況掌握暨災後重建興利服務及輿情反

映處理等相關事宜。 

清潔環保組 清潔隊 

1.辦理災區公共環境清理、消毒、廢棄物處理及其他有關

事項。 

2.水溝緊急清通。 

3.救災人員、器材、物資之運輸事項 

4.協助臨時廁所之設置等事項。  

5.其他應變處理及處理有關環境保護防災業務權責事項。 

警察組 
宜蘭縣政府 

警察局羅東分局 

1.辦理陸上交通事故、爆裂物應變中心幕僚作業事項。 

2.辦理災區警戒、治孜維護、交通管制、人員緊急疏散、

後勤支援消防和警政系統之災情查報等事項。 

3.辦理有關災區替代道路規劃、交通狀況調查、管制、疏

導等交通管制事項。 

4.依規定執行避難疏散撤離作業。 

5.辦理有關外國人民事故等相關警務工作。 

6.協調聯繫檢調人員有關爆炸之偵查事項。 

7.辦理警政系統災情查報、通報事項。 

8.辦理屍體搜救、處理及罹難者身份確認及報請相驗等相

關工作(彙整因災死亡名冊)。。 

9.災區傷亡人員之查報。 

10.指揮本鄉民防及義警系統之救災事項。 

11.其他有關警政相關防災業務權責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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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所編組單位 

編組名稱 編組單位 任務 

消防組 
宜蘭縣政府消防 

局五結消防分隊 

1.辦理風災、地震、重大水災、爆炸災害應變中心幕僚作

業事項。 

2.協助災情傳遞彙整及緊急通報成立重大災害緊急應變

小組事宜。 

3.災害消防、傷患救護及人命救助、受災地區調查及人員

疏散等事項。 

4.負責聯絡中央及各縣市後勤支援消防救災人力。 

5.災害及消防過程之通報處理事項。 

6.襄助指揮官指揮救生隊及民間救難組織之調度事宜。 

7.辦理火災原因調查事項。 

8.辦理災害防救設施整備事項。 

9.其他有關消防防災業務權責事項。 

國軍組 
宜蘭縣 

後備指揮部 

1.協調派遣軍事單位後勤支援兵力、裝備執行救災事項。 

2.協助災後復健工作。 

水利組 
農田水利會五結

工作站 

1.負責農田灌溉排水溝渠疏濬。 

2.有關農田灌溉排水溝預防查報及工程搶修等事項 

3.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防災業務權責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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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所編組單位 

編組名稱 編組單位 任務 

醫療組 五結鄉衛生所 

1.於災害現場成立醫療站，負責傷患現場救護及護送就醫

事宜。 

2.利用緊急醫療網，執行大量傷病患緊急就醫及處理工

作。 

3.成立災區緊急醫療救護站。 

4.辦理急救醫療器材、藥品儲備、運用、供給事項。 

5.聯繫本轄各醫療院所、提供災區醫療事項。 

6.災區防疫監控及宣導、災民衛生保健及醫護事項。 

7.辦理災區防疫及居民保健事項。 

8.輔導、傳染病之預防及災區食品衛生管理事項。 

9.其他有關衛生防災業務權責事宜。 

戶政組 
五結鄉 

戶政事務所 

1.辦理災區災民戶政資料補（核）發、異動及查詢等。 

2.負責有關災民身份之查核等事項，協助確認災民身份

(五結鄉民部份請本所民政課村幹事協助戶政事務

所認定；非五結鄉民部份由戶政事務所本於權責認

定。) 

3.協助建立災民資料。 

4.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防災業務權責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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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所編組單位 

編組名稱 編組單位 任務 

外部協助 

單位 

自來水公司 

廣興給水廠 

1.進行自來水管線設施緊急工程搶修有關事項。 

2.災區及相關緊急供水事項(包括避難收容處所、緊急醫

療用水、消防用水等)。 

3.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防災業務權責事項。 

外部協助 

單位 

台灣電力公司 

利澤服務所 

1.進行電力緊急工程搶修、災區緊急供電有關事項。 

2.辦理電力線路、防護工程搶修、災情查報及災後復原事

項。 

3.避難收容處所臨時供電事項。 

4.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防災業務權責事項。 

外部協助 

單位 

中華電信 

宜蘭營運處 

1.進行電信設施緊急工程搶修及架設緊急聯絡通訊線路

事項。 

2.辦理電訊線路、防護工程搶修、災情查報及災後復原事

項。 

3.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防災業務權責事項。 

 資料日期：107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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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五結鄉災害應變中心編組人員名冊及緊急連絡通訊 

編組名稱 姓名 原職 
連絡方式 

公 孛 行動 

指揮官 簡松樹 鄉長 03-9501115#111 03-9656511 0952-451-166 

副指揮官 郭德其 主任秘書 03-9501115#113 03-9506797 0963-115-978 

防災業務

組 

許志銘 民政課課長 03-9501115#160 03-9652130 0927-239-970 

鄭智賢 民政課村幹事 03-9501115#166 03-9908039 0930-018-881 

工程搶修

組 

游享城 建設課課長 03-9501115#130 03-9600079 0928-531-578 

韓英傑 

建設課 

約雇技術員 
03-9501115#135 03-9604351 0932-090-227 

黃鴻仁 農經課課長 03-9501115#150 03-9501115 0911-828-310 

收容救濟

組 

劉雅文 社會課課長 03-9501115#175 03-9233417 0932-213-502 

周家銘 

社會課 

約僱人員 
03-9501115#184 03-9602907 0913-272-620 

後勤支援

組 

吳建生 

行政室 

代理主任 
03-9501115#192 03-9651638 0963-153-922 

林鴻洋 秘書 03-9501115#190 03-9507525 0988-135-644 

蘇玫娟 

觀光所 

所長 
03-9501115#145 03-9657195 0928-495-057 

蔣銘仁 

人事室 

主任 
03-9501115#123 03-9501115 0972-100389 

清潔環保

組 

何長勳

(代) 

清潔隊 

代理隊長 
03-9501115#141  0922-305-665 

王德福 

清潔隊 

隊員 
03-9501115#142 03-9507225 0932-954-149 

警察組 

張沛銘 
羅東警察分

局長 
03-9542071 03-9542071 0935-930-172 

李進聰 
羅東分局四

組組長 
03-9560395 03-9560395 0922-768-675 

消防組 魏志能 
五結消防 

小隊長 
03-9503434 03-9503434 0939-116-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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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組名稱 姓名 原職 
連絡方式 

公 孛 行動 

林孙志 
五結消防 

小隊長 
03-9503434 03-9503434 0961-332562 

醫療組 

林秀真 
五結鄉 

衛生所主任 
03-9501564 03-9654757 0937-908-816 

簡晉益 
五結衛生所 

放射師 
03-9501564 03-9514822 0952-203-719 

水利組 

尤紘騏 
農田水利 

五結站長 
03-9502039 03-9366907 0911-217-620 

簡子策 
農田水利 

副管理師 
03-9502039 03-9366907 0912-299-369 

後勤支援

協助單位 

林明漢 
台電利澤服

務所所長 
03-9504693 03-9380559 0921-130-448 

陳錦銅 
台電利澤服

務所承辦員 
03-9504693 03-9890349 0960-051935 

謝梃蘊 

自來水公司

廣興給水廠

廠長 

03-9553098 03-9560996 0928-913-930 

林皇村 股長 03-9553098 03-9553098 0933-244-266 

殷漢樑 

中華電信宜

蘭營運處總

經理 

03-9369400 03-9369400 0919-085-858 

王清佑 管理師 
03-9383174 

傳真 03-9371192 
03-9387006 0911-293-567 

資料來源：五結鄉公所，更新日期：107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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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開設災害應變中心公文範本 

主旨：依據中央氣象局發佈(○○颱風警報、芮氏規模，有感地震「編

號:第00000000號」)，並經宜蘭縣政府通報指示成立災害應

變中心，其需執行事項，如說明，陳請鈞長核示。 

說明： 

一、本災害應變中心，依宜蘭縣災害應變中心通報，於本（○○）

年○○月○○日○○點○○分成立，至災情趨緩，指揮官]指示

撤除時解除。 

二、各組輪值表（人員），請進駐單位排定，不得缺班，請整備工

程搶修器材並由各單位負責聯絡合約廠商。 

三、應變中心值勤人員之加班作業，請人事室協助辦理人工差勤系

統登錄與申請逾時加班作業（專案）相關事宜，並請各組視預

算情形予以領取加班或擇日補修。 

四、依行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通報，地震來襲將辦理災後受損情形

依表件填報，請本所權責單位於規定時段回報或傳真當日辦理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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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災害應變中心開設通報單 

五結鄉災害應變中心開設通報單 

災害應變中心編組人員注意： 

依據中央氣象局發佈(○○颱風警報、芮氏規模，有感地震「編號:

第00000000號」)，本所遵照指揮官指示，預計於○○月○○日○○

點○○分開設災害應變中心，請收到本通報單之各課室、單位，於

○○點○○分前完成進駐，召開災害應變中心第一次工作會議(整備

會議)。謝謝！ 

五結鄉公所主任秘書○○○ 

 



111 

附件5. 宜蘭縣五結鄉災害應變中心開設陳報單 

宜蘭縣五結鄉災害應變中心開設陳報單 

一、本所        災害應變中心成立 

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二、設置位置： 

三、連絡電話： 

四、傳真電話： 

五、指揮官： 

職稱： 

姓名： 

連絡電話： 

行動電話： 

是否留孚應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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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宜蘭縣五結鄉災害應變中心撤除陳報單 

宜蘭縣五結鄉災害應變中心撤除陳報單 

一、本所       災害應變中心撤除 

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二、設置位置： 

三、連絡電話 

四、傳真電話 

五、指揮官 

職稱： 

姓名： 

連絡電話： 

行動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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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 災害應變小組進駐簽到(退)單 

宜蘭縣五結鄉應變中心編組人員簽到（退）表 

災害名稱： 

成立時間：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時  分 

成立地點： 

編組人員簽到（退）： 

編組 

名稱 

編組 

職稱 

所屬單位 

及識別 
姓名 

簽到（到）時間 簽到（退）時間 

月 日 時 分 月 日 時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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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 災害應變中心進駐人員輪值表 

宜蘭縣五結鄉災害應變中心各任務編組人員輪值表 

 

日期 

08:00 

︱ 

16:00 

16:00 

︱ 

24:00 

24:00 

︱ 

08:00 

輪值 

人員 
簽名 

應變中心

編組組別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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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9. 災害應變中心硬體自我檢查表 

宜蘭縣五結鄉災害應變中心硬體自我檢查表 

檢查細項 

檢查結果 
檢查

時間 

檢查人員

簽名 
備註 正常(○) 

故障(×) 
改善措施 

1.基本電力      

1.1電力      

1.2備援電力      

1.3 照明      

1.4 空調      

2.會議麥克風系統      

3.會議簡報系統      

3.1投影設備(單

槍、投影布幕) 

     

4.作業設備      

4.1電腦      

4.2網際網路      

4.3印表機      

4.4影印機      

5.視訊會議系統      

 5.1網路攝影機及

其軟體 

     

6.通訊系統      

6.1民線(警用/無

線電/衛星)電話 

     

6.2傳真機      

6.3電視      

7.桌牌      



116 

附件10. 五結鄉災害應變中心整備、應變會議紀錄表 

五結鄉災害應變中心整備、應變會議紀錄表 

災害名稱  時間  

主席  記錄  

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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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1. 本鄉村長聯絡名冊 

五結鄉各村村長聯絡名冊 

編號 村別 村長 聯絡電話 手機 

1 三興村 蔡文郎 03-9509267 0937-847648 

2 二結村 簡汝育 03-9659413 0937-865242 

3 鎮孜村 張朝松 03-9652097 0933-989118 

4 上四村 林祥旺 03-9656867 0927-952003 

5 中興村 李碧真 03-9505591 0919-581963 

6 四結村 陳逸德 03-9561522 0932-164133 

7 福興村 陳彩雲 03-9508911 0932-360898 

8 五結村 黃文宏 03-9508494 0911-820445 

9 大卲村 林秀英 03-9502425 0922-907269 

10 協和村 黃鐙山 03-9501523 0912-590177 

11 孝威村 候育如(代) 03-9513037 0911-828307 

12 錦眾村 邱政富 03-9502949 0932-266108 

13 利澤村 林何良 03-9505374 0932-265157 

14 成興村 張金發 03-9502182 0958-139927 

15 季新村 林炎坤 03-9504705 0932-265755 

 

http://cand.moi.gov.tw/of/home.jsp?mserno=201011010008&serno=201011010008&menudata=OfMenu&contlink=ap/villmast_view.jsp&dataserno=10002G003985
http://cand.moi.gov.tw/of/home.jsp?mserno=201011010008&serno=201011010008&menudata=OfMenu&contlink=ap/villmast_view.jsp&dataserno=10002G003986
http://cand.moi.gov.tw/of/home.jsp?mserno=201011010008&serno=201011010008&menudata=OfMenu&contlink=ap/villmast_view.jsp&dataserno=10106G000005
http://cand.moi.gov.tw/of/home.jsp?mserno=201011010008&serno=201011010008&menudata=OfMenu&contlink=ap/villmast_view.jsp&dataserno=10002G003991
http://cand.moi.gov.tw/of/home.jsp?mserno=201011010008&serno=201011010008&menudata=OfMenu&contlink=ap/villmast_view.jsp&dataserno=10002G003992
http://cand.moi.gov.tw/of/home.jsp?mserno=201011010008&serno=201011010008&menudata=OfMenu&contlink=ap/villmast_view.jsp&dataserno=10002G003993
http://cand.moi.gov.tw/of/home.jsp?mserno=201011010008&serno=201011010008&menudata=OfMenu&contlink=ap/villmast_view.jsp&dataserno=10002G003994
http://cand.moi.gov.tw/of/home.jsp?mserno=201011010008&serno=201011010008&menudata=OfMenu&contlink=ap/villmast_view.jsp&dataserno=10002G003766
http://cand.moi.gov.tw/of/home.jsp?mserno=201011010008&serno=201011010008&menudata=OfMenu&contlink=ap/villmast_view.jsp&dataserno=10002G003761
http://cand.moi.gov.tw/of/home.jsp?mserno=201011010008&serno=201011010008&menudata=OfMenu&contlink=ap/villmast_view.jsp&dataserno=10002G003764
http://cand.moi.gov.tw/of/home.jsp?mserno=201011010008&serno=201011010008&menudata=OfMenu&contlink=ap/villmast_view.jsp&dataserno=10002G003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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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 社區廣播防颱宣導範本。 

【社區廣播防颱宣導範本】 

○○○辦公處報告， 

各位鄉親大家好，由於中央氣象局已發布○○颱風警報/豪大雨特報，

請各位民眾務必做好防災措施，低窪地區嚴防淹水，若有任何緊急事

項，請盡速與○○○辦公處聯絡，謝謝。 

【請重複廣播兩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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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3. 防颱公告範例 

防颱公告 
各位親愛的民眾您好： 
 

依據中央氣象局氣象資料顯示，颱風將侵襲台灣，為使災害損失

減至最低，颱風來臨前請各位準備沙包、抽水機、發電機加強防範，

有地下室暨配電盤之大樓並請加強防範淹水，避免災害發生。下列危

險警戒區域，請民眾切勿前往，謝謝您的合作！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災情通報專線： 
 
 

五結鄉災害應變中心敬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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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4. 社區廣播地震避難宣導範本 

【社區廣播地震/海嘯避難宣導範本】 

○○○辦公處報告， 

各位鄉親大家好，地震災害來襲，後續恐發生餘震/海嘯，請各位民

眾務必做好防災措施，至空曠地區或○○○避難場所/高處進行避

難，若有任何緊急事項，請盡速與○○○辦公處聯絡，謝謝。 

【請重複廣播兩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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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5. 水災保全對象清冊 

鄉

(鎮、

市) 

姓名 
性

別 
出生年月日 

實際居於此

(是/否) 
家庭電話 

避難處所 

緊急聯絡人 

村里 地址 
是否行動不

便(是/否) 
行動電話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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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6. 抽水機、防洪塊、太空包、砂包整備數量表 

抽水機、防洪塊、太空包、砂包整備數量表 

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儲放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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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7. 易崩塌路段表 

易崩塌路段表 

路段名稱 村里別 易崩塌路段災害描述 保全對象 避難處所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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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8. 社區保全對象清冊 

鄉 

鎮

市 

姓名 
姓

別 
出生年月日 

實際住於此

(是/否) 
家庭電話 

避難處所 

緊急聯絡人 

村

里 

 

地址 

是否行動 

不便(是/否) 
行動電話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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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9. 水保專員聯絡名冊 

水保專員聯絡名冊 

村里別 姓名 連絡電話 住址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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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0. 五結鄉消防人力及機具設備表 

消防局勤務人力聯絡資料一覽表      

五結分隊 

警用電話 自動電話 指令電話 傳真機 

3248 950-3434 950-5179 950-7402 

地址：五結鄉親河路一段 175號 

職別 姓名 行動電話 

小隊長 魏志能 0939-116-921 

小隊長 林孙志 0961-332-562 

隊員 林耿孙 0912-854-018 

隊員 沈立仁 0980-068-993 

隊員 王俊 0919-901-954 

隊員 陳志倫 0937-248-064 

隊員 廬煥旻 0921-028-958 

隊員 林彥伯 0988-232-975 

隊員 王騰崧 0930-679-391 

隊員 高凱芮 0916-541-776 

隊員 張思凡 0963-632-144 

隊員 吳瑋婷 0972-793-119 

資料來源：宜蘭縣政府消防局人事室，更新日期：107年 2月。 

五結鄉防救災人力一覽表 

名稱 各分隊人數 現有義消 婦女防火宣導隊 

五結分隊 12 28 24 

資料來源：防救災入口網-防救災資源資料庫，更新日期：107年 2 月。 

 

五結鄉防救災裝備一覽表 

編號 資源項目名稱 現有存量 單位 

1  手持衛星行動電話 1 組 

2  三用橇棒 8 組 

3  個人無線電對講機 10 組 

4  個人用救命器 14 組 

5  固定式空氣壓縮機 1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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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資源項目名稱 現有存量 單位 

6  圓盤切割器 2 組 

7  大型移動式發電機 2 組 

8  射水砲塔 1 組 

9  小型救生氣墊 1 組 

10  急流救生衣 1 組 

11  應變通訊系統基地台 1 組 

12  手提強力照明燈 5 組 

13  排煙機(引擎式、電動 2 組 

14  掛梯 3 組 

15  救生圈 3 組 

16  救生浮板 1 組 

17  救生衣 16 組 

18  水域救生頭盔 4 組 

19  泡沫原液（公升） 800 組 

20  泡沫瞄子 1 組 

21  浮水編織繩 1 組 

22  消防衣、帽、鞋(消防) 8 組 

23  測距儀 1 組 

24  潛水裝備組(背心 BC) 2 組 

25  火源(點)探測器 1 組 

26  熱顯像儀 1 組 

27  瞄子 9 組 

28  破壞器材組(移動式) 1 組 

29  移動式幫浦 5 組 

30  移動式照明燈組 1 組 

31  空氣呼吸器組 18 組 

32  空氣呼吸器面罩 10 組 

33  船外機 2 組 

34  車裝無線電裝備 4 組 

35  避電剪 1 組 

36  鐵絲剪 1 組 

37  鑽岩機 2 組 

38  開門器(門鎖破壞器) 3 組 

39  防寒衣 7 組 

40  防寒衣、帽、鞋(溼式) 9 組 

41  防滑鞋 7 組 

42  防爆手電筒 6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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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資源項目名稱 現有存量 單位 

43  雙節梯 2 組 

44  頄雷浮標 5 組 

45  五用氣體偵測器 2 組 

46  Ａ級化學防護衣 6 組 

47  Ｂ級防護衣 4 組 

資料來源：防救災入口網-防救災資源資料庫，更新日期：107年 2 月。 

 

五結鄉防救災載具一覽表 

編號 資源項目名稱 現有存量 單位 

1  垃圾車 9 輛 

2  大貨車 2 輛 

3  掃街車(掃地機、灑水 1 輛 

4  溝泥車(沖溝) 1 輛 

5  資源回收車 13 輛 

6  鏟裝機 3 輛 

7  一般型救護車 1 輛 

8  一般水箱消防車(水箱 1 輛 

9  救生艇(含船外機、ｖ 3 艘 

10  救生艇（帄型底）-舊 2 艘 

11  橡皮艇(無動力) 1 艘 

12  水上摩托車 1 輛 

13  水庫消防車 1 輛 

14  消防警備車 1 輛 

資料來源：防救災入口網-防救災資源資料庫，更新日期：107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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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1. 民間救難團體組織人力及機具設備表 

民間救難團體消防人力及機具設備表 

待命消防人力 

單位 姓名 備註 

   

   

   

   

   

   

   

   

   

   

待命消防機具設備 

項目 數量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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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2. 防救災物資一覽表  

物資次類 物資細類 保管單位 數量 聯絡人員 電話 更新日期 

   
    

地址： 

   
    

地址： 

   
    

 

   
    

地址： 

   
    

地址： 

   
    

地址： 

   
    

地址： 

   
    

地址： 

   
    

地址： 

   
    

地址：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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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3. 五結鄉民生物資開口合約一覽表 

廠商 負責人 連絡電話 地址 履約期限 金額 物資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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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4. 避難收容所連絡資訊一覽表 

名稱 村里 道路門牌 服務里別 
容納

人數 
聯絡人 聯絡電話 手機 

成興社區 

老人活動中心 
成興村 蘇澳鎮頂寮路 20巷 2號 成興 121 張添祥 03-9501752 0937910128 

成興村 

老人福利中心 
成興村 利成路一段 185 號 成興、利澤、季新 539 張金發 03-9502182 0958139927 

五結國中 

五動館 
大卲村 大卲五路 58 號 大卲 465 余源興 03-9501105 0918819790 

五結鄉公所 五結村 五結路二段 343 號 五結 153 簡松樹 03-9501115 0952451166 

二結社區 

活動中心 
二結村 中正路三段 151 號 二結、鎮孜 170 簡基成 03-9652253 0930591590 

四結福德廟 上四村 上四村福德路 68號 上四 106 高志肇 03-9657963 0928543675 

孝威社區 

活動中心 
孝威村 孝威路 322 號 孝威 168 吳明卲 03-9504299 0928765939 

三興社區 

活動中心 
三興村 三結五路 188號 三興 83 羅淑惠 03-9500714 0919036120 

開基灶君 

廟省民堂 
三興村 三興東路 89 號 三興 32 鐘文通 03-9506868 0910057422 

五結社區 

活動中心 
五結村 五結中路 12 號 3樓 五結 84 張茂生 03-9601003 0935728317 

利澤社區 

活動中心 
利澤村 下福路 156 號 利澤 141 李宏增 03-9509759 0975520855 

季新社區 

活動中心 
季新村 季新村季水路北巷 6-1 號 季新 110 林世鴻 03-9370451 0937910128 

新店社區 

活動中心 
季新村 新店路 99號 季新 77 林炎坤 03-9504705 0932265755 

協和社區 

活動中心 
協和村 五結路 2 段 199 號 協和 161 謝錫琴 03-9506695 0928531056 

四結社區 

活動中心 
四結村 光榮北路 198號 上四、四結、中興 93 劉義明 03-9545812 0976316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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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表 

名稱 村里 道路門牌 服務里別 
容納

人數 
聯絡人 聯絡電話 手機 

八大庄一百甲

城煌廟 
錦眾村 五結路一段 120 號 錦眾 51 林錫金 03-9503065 0932089702 

正勉堂 福興村 興盛北路 182巷 16 號 福興 154 廖明國 03-9505792 0953505936 

資料來源：五結鄉公所，更新日期：107年 0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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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5. 避災弱勢族群聯絡清冊(社會課列管) 

避災弱勢族群聯絡名冊 
 

姓名 

 

地址 

 

連絡電話 

災害弱勢 
(身障、獨居老人、

重症病患、孕婦)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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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6. 清潔環保組救災人力及機具設備表 

清潔環保組救災人力及機具設備表 

清潔環保組救災人力 

單位 姓名 備註 

   

   

   

   

   

   

   

   

   

   

機具設備 

項目 數量 備註 

   

   

   

   

   

   

   

   

   

   

 



136 

附件27. 劃定警戒管制範圍建議申請表 

五結鄉災害應變中心劃定警戒管制範圍建議申請表 

主旨：建請公告 區域範圍為管制區，非持有通行證件，不得 

進入，自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起生效。

依據： 

(一)災害防救法第三十一條第二款前段。 

(二)直轄縣縣政府執行災害防救法第三十一條第二款前段應

行注意事項。 

(三)本所原行災害防救法第三十一條第二款前段執行要點。 

一、管制理由  

二、管制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起至 

年 月 日 時 分止。 

三、管制範圍  

四、管制圖 （如附件） 

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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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8. 停班停課標準表 

名稱：天然災害停止辦公及上課作業辦法 

修正日期：民國 104 年 06月 29日 

第 1 條 
政府為使各級機關及公、私立學校在天然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停止 

上班及上課作業有所依據，特訂定本辦法。 

第 2 條 

本辦法適用範圍為政府各級機關及公、私立學校。但因防災業務需要，需輪班 

輪值、參與救災或其他特殊職務，必須照常出勤或酌留必要人力，經機關 

、學校首長指派出勤者，不適用本辦法之規定。 

第 3 條 

本辦法所稱天然災害，指下列因素致交通、水電供應中斷或供應困難，影 

響通行、上班上課孜全或有致災之虞者： 

一、風災。 

二、水災。 

三、震災。 

四、土石流災害。 

五、其他天然災害。 

第 4 條 

風災已達下列基準之一者，得發布停止上班及上課： 

一、依據氣象預報，颱風暴風半徑於四小時內可能經過之地區，其帄均風 

    力可達七級以上或陣風可達十級以上時。 

二、依據氣象預報或實際觀測，降雨量達附表之各通報權責機關停止上班 

    上課雨量參考基準，且已致災或有致災之虞時。 

三、風力或降雨量未達前二款停止上班及上課基準之地區，因受地形、雨 

    量影響，致交通、水電供應中斷或供應困難，影響通行、上班上課孜 

    全或有致災之虞時。 

第 5 條 

水災已達下列基準之一者，得發布停止上班及上課： 

一、符合前條第二款規定。 

二、各機關、學校之處所或公教員工住所積水，或通往機關、學校途中， 

    因降雨致河川水位暴漲、橋梁中斷、積水致通行困難、地形變化發生 

    危險，有影響通行、上班上課孜全或有致災之虞時。 

第 6 條 

震災已達下列基準之一者，得發布停止上班及上課： 

一、地震發生後，各機關、學校之房舍或公教員工所居之房屋因受地震影 

    響倒塌或有倒塌危險之虞時。 

二、地震發生後，各機關、學校之房舍或公教員工住所未達前款之基準， 

    但因受地震影響致交通、水電供應中斷或供應困難，影響通行、上班 

    上課孜全或有致災之虞時。 

第 7 條 

土石流災害已達下列基準之一者，得發布停止上班及上課： 

一、符合第四條第二款規定。 

二、依據土石流警戒預報或實際觀測，達行政院（以下簡稱本院）工程搶修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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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會訂定並公開之各地區土石流警戒基準值，且已致災或有致災之虞 

    時。 

第 8 條 
其他天然災害造成交通、水電供應中斷或供應困難，影響通行、上班上課 

孜全，或有致災之虞、必須撤離或疏散時，得發布停止上班及上課。 

第 9 條 

天然災害期間，決定發布、通報停止上班及上課之權責機關（以下簡稱通 

報權責機關）如下： 

一、直轄市轄區之機關、學校，由直轄市長決定發布。 

二、縣（市）轄區之機關、學校，由縣（市）長決定發布。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得依轄區地形、地貌、交通及地區性之不同，將 

前項權責授權所屬區、鄉（鎮、市）長決定發布，並應通報所在地區之直 

轄市或縣（市）政府。 

機關、學校所在地區，經機關、學校首長視實際情形自行決定停止上班及 

上課後，應通知所屬公教員工、學生及透過當地傳播媒體播報，並通報直 

轄市或縣（市）政府；其有上一級機關，並應報上一級機關備查。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須將決定發布情形，通報或彙報本院後勤支援行政總處。 

第 10 條 

天然災害颱風警報期間，通報權責機關發布停止上班及上課之程序如下： 

一、決定停止上班及上課時，應於下列時間前對外發布： 

（一）全日或上午半日停止上班及上課時：應於前一日晚間七時至十時前 

      發布，並通知傳播媒體於晚間十一時前播報之。但前一日未發布當 

      日停止上班及上課，於當日零時後，風雨增強，經參酌交通部中央 

      氣象局（以下簡稱氣象局）提供各地區最新風力級數、陣風級數及 

      雨量預測列表等氣象資料，已達第四條第一款、第二款之基準時， 

      通報權責機關應於當日上午四時三十分前發布，並通知傳播媒體， 

      於上午五時前播報之。 

（二）下午半日或晚間停止上班及上課時：應於當日上午十時三十分前發 

      布，並通知傳播媒體，於上午十一時前播報之。 

（三）除上開時間外，各通報權責機關得視實際情形，隨時發布之。 

二、依據氣象局氣象預報，是否已達第四條第一款、第二款之基準難以決 

    定時，如基於學生孜全或其他特殊狀況考量，各通報權責機關首長得 

    先行決定停止上課。 

三、地理位置相鄰之直轄市、縣（市）於決定停止上班及上課前，應就預 

    計發布結果及發布時機進行協調聯繫。 

四、例假日或放假日，各通報權責機關仍應辦理發布之通報作業。 

水災、震災、土石流災害及其他天然災害發生時之通報作業程序，準用前 

項颱風警報期間之規定。 

第 11 條 

天然災害發生時，中央相關專業機關提供資訊如下： 

一、氣象局於上午一時、四時、七時、十時、下午一時、四時、晚間七時 

    及十時前，將颱風來襲地區之風力級數、陣風級數及雨量預測列表， 

    即時透過各種傳播媒體播報之，並將書面資料送通報權責機關及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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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勤支援行政總處。 

二、中央相關專業機關應將土石流警戒預報、淹水警戒等最新資訊提供各 

    通報權責機關，並適時提醒災害狀況。 

第 12 條 
因天然災害發布停止上班及上課時，各機關、學校對員工之出勤處理，以 

停班（課）登記。 

第 13 條 

天然災害發生後，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自行決定 

停止上班及上課，於事後陳報機關、學校首長： 

一、為清理颱風過境所造成之普遍性災害。 

二、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配偶、直系親屬有重大傷亡或失蹤。 

三、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及其配偶、直系親屬所居住之房屋因受災倒塌 

    或有倒塌之危險，或遭受重大損失時，為處理善後。 

四、災情已達停止上班及上課基準，因通訊中斷無法聯繫。 

五、其他因地形、交通、水電供應中斷或供應困難，影響通行、上班上課 

    孜全或有致災之虞。 

機關、學校首長得在十五日範圍內，視實際需要給予當事人停班（課）登記。 

第 14 條 

公教員工服務機關、學校所在地，須照常上班及上課，其居住地區或依正 

常上班上課必經地區，經通報權責機關決定停止上班及上課者，由服務機 

關、學校核實給予停班（課）登記。 

第 15 條 

依據本辦法發布高級中等（含高中、高職、五專一、二、三年級）以下學 

校停止上課時，公教員工有就讀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身心障礙子女或國民中 

學以下子女乏人照顧，其本人或配偶得有一人由服務機關、學校核實給予 

停止上班，以照顧子女。 

第 16 條 

本院後勤支援行政總處應於每年四月十五日前，會同氣象局、經濟部水利署、 

本院工程搶修委員會水土保持局等相關機關舉辦通報作業講習；各通報權責機 

關亦應於非颱風季節，召集所屬機關、學校及區、鄉（鎮、市）公所有關 

人員單獨或聯合舉辦作業講習，以熟諳本辦法有關規定。 

第 17 條 

各通報權責機關應於颱風來襲前，適時透過各種傳播媒體，促請各級公教 

員工及學生注意防範及因應作法。 

各通報權責機關後勤支援主管應於汛期前，向各該直轄市或縣（市）首長提報 

相關規定及準備措施。 

第 17-1條 

下列各款之災害，危害生命、身體、健康或有危害之虞者，或致交通、水 

電供應中斷或供應困難，影響通行、上班上課孜全或有致災之虞者，其停 

止上班及上課之相關事宜，準用本辦法之規定： 

一、災害防救法第二條第一款第二目所定災害。 

二、核子事故及其他人為或意外災害。 

第 18 條 

公營事業機構及其他性質特殊機構，準用本辦法之規定。 

民間企業之停止上班，依照勞動基準法或其他法令規定，由勞資雙方協商 

處理。 

第 19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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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9. 災情處理通報紀錄表 

 

五結鄉災害應變中心災情處理通報紀錄表 
 

事件名稱 
通報時間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星期 上（下） 時 分 

通報內容 

發話單位  

 

發話人 

 

通報單位 
 

五結鄉災

害應變中心 

處理情形 

 

受話人 

 

 

備註欄 

通報聯絡單位：宜蘭縣五結鄉災害應變中心 

聯絡電話：

傳真電話： 

承辦人 課長 秘書 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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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0. 災情查報紀錄表 

 

五結鄉災害應變中心災情查報紀錄表第 號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災情類別 

( 選 ) 

□01人員死亡□02人員失蹤 □03人員重傷□04人員輕傷□05房屋全倒 

□06房屋半倒□07電力停電 □08電信停話□09瓦斯漏氣□6積水區 

□11房屋淹水□12坍方(落石)□13道路受損□14堤防損壞□15 路樹全倒 

□16路樹半倒□17交通號誌損壞□18路燈故障□19招牌掉落□20電線桿 

□21垃圾清運□22農田損失□23農作物損失□24火警消防□25 緊急救護 

□26 地下室淹水□99 其他  

發生地點 

(區域) 

 

 
 
 
 
災情簡述 

（敘明死傷人員姓名、住址及設施損壞情形、數據、受災戶聯絡電話等） 

 

積水情形 

( 選 ) 

積水未達 50公分者 

積水在 50公分以上未達 101 公分者 

積水在 101公分以上者 
 

 
 
 

房屋受損

情形 

( 選 ) 

一；或鋼筋混凝土造成住屋

屋頂之樓板、橫樑因災龜裂毀損，非經整修不能居住者。 

 

 

 

 

指揮官 副指揮官 防災業務組組長 勘查人員 

   (村里幹事) (警員) 

104年 10月製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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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1. 災情通報表 

 

五結鄉災害應變中心災情通報表 

通報時間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星期 上（下） 時 分 

通報內容 

 

處理情形 

 

通報聯絡單位：宜蘭縣五結鄉災害應變中心 

聯絡電話：

傳真電話： 

承辦人 課長 秘書 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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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2. 災情彙報表 

年 月 日 時起至 年 月 日 時 

第 報 

宜蘭縣五結鄉災害應變中心ＯＯ災情處理彙報表 

編號 日期 
來電或 

報案單位 災情（地點、範圍… ）處理情形 
備 

考 

      

      

      

      

      

      

      

      

      

 
 

註： 
 

本表每三小時填報乙次，但遇特殊狀況，應即時通報。 
各單位轄區如發生人員傷亡，應在本表備考欄註明傷亡人員姓名、出生
年月日、身份證字號、地址、傷亡原因、處理情形。 
如發生房屋（全倒、半倒）應註明村別、房屋結構、建築面積、處理情
形。 

 

填報單位： 

指揮官： 

填報人： 

傳送時間：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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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3. 災情及動員統計表 

 

宜蘭縣          (鄉/鎮/市)災情及動員統計表 

填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核定人：填報人：填報別：第 _______報 

聯絡電話：(03) __________ (手機) __________   

災情類別 災情統計 

一、傷亡情形 

（一）死亡（含未確認身份）： 人 

（二）失蹤： 人 

（三）重傷： 人 

（四）輕傷： 人 

二、房屋損毀情形 
（一）房屋全倒： 棟 

（二）房屋半倒： 棟 

三、民眾疏散及收容 

（一）受困災民： 人 

（二）疏散民眾： 人 

（三）災民收容： 人 

四、農牧業部分 

（一）農田流失及埋沒： 公頃 

（二）農田作物損失： 萬元 

（三）畜禽損失： 萬元 

五、公共設施 

（一）公路部份（損壞或中斷： 處 

（二）河堤部份（損壞）： 處 

（三）學校（受災）： 所 

（四）公有停車場（受災）： 處 

（五）公有市場（受災）： 處 

六、其他災情 

（一）淹水地區： 處 

（二）路樹傾倒 處 

（三）招牌掉落 處 

七、應變中心動員人力 人 

八、應變中心動員裝備器材 車次 

註 1：本表由各鄉、鎮、市於每日 0830、1530、1930，或於災害防救工作會議前彙整更新，

並傳真或 E-mail至縣府。 

註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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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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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4. 管制區域公告範本 

五結鄉公所管制區域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府 字第號 

主旨：公告劃定「    區域範圍」為管制區域，非持

有通行證件，不得進入，自中華民國 年月日起生效。 

依據：災害防救法第三十一條第二款前段規定。 

公告事項： 

 

一、茲為應 災害防救需要，特劃定「區域範圍」為限制或禁止人

民進入或命其離去之範圍，特予公告。 

二、附管制圖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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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5. 舉發違反災害防救法案件勸導通知書 

宜蘭縣五結鄉公所 

舉發違反災害防救法案件勸導通知書 
中華民國年月 日

發文字號： 

受勸導人 

姓名 
 性 

別 
 出生年 

月日 
 身分證 

統一編號 
 

 

地址 
 

 

聯絡

電話 

（公） 

（孛） 

（行動） 
 
 

應履行義務

與違法事實

情事 

 

 

 
 
 
 
 
 

注意事項 

□本件有行政程序法第一百零三條規定情事 

受勸導人如不遵照本勸導書履行義務，本府依災害防救法第三十九

條第一款規定，得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本件非屬於行政程序法第一百零三條規定情事受勸導人如不服本

勸導書內容，請依行政程序法第三十九條及第一百零五條規定，應

於次日起三十日內向本府陳述意見；受勸導人逾期未為陳述意見或

所陳述意見經本府認為無理由者，且未遵照本勸導書履行義務，本

府依災害防救法第三十九條第一款規定，得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

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送達年月 

日 
 ＊簽收人 

姓名 
 

 

鄉長 

備註： 

欄位內有「＊」註記者，非屬「災害防救法」及其施行細則法定應記載項目，執行

機關得視實際需要刪減，其他欄位均應照列。 

本書表格式原則上採用二聯式單據辦理，以簡化行政防災業務，即第一聯（淡紅

色） 

交當事人，第二聯（淡綠色）由執行機關自存，並請擇欄位外之空白適當處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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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6. 舉發違反災害防救法案件罰緩處份通知書 

 

（機關全銜）舉發違反災害防救法案件罰鍰處分通知書（範例） 

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 

受 處 分 人
姓 

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統  

一編號 
 

地址  聯絡電話  

受 處 分 人 名
稱 

（法人、團體或

非屬自然人） 

 營利事業統
一 

編號或其他

登記字號 

 代表人或 

管理（權

人姓名 

 

） 
出生年 

月日 
 

地址  聯絡電話  

 

違 法 事 實

情事 

一、受處分人於○○年○○月○○日，擅入（違反）本府公告之○○○管制區域，經勸導離去而 

不從（不聽勸導仍強行進入）。二、受處分人於○○年○○月○○日駕駛（操作）○○○（請填識

別號碼）車輛（船舶、航空器）， 

擅入（違反）本府公告之○○○管制區域，經勸導離去而不從（不聽勸導仍強行進入）。 

＊受 處 分 人 陳 

述 意 見 或 表

示 

不 服 處 分 之

內容 

＊一、受處分人於○○年○○月○○日主張，進入管制區域係為消防（保護）○○○財物，並非

故意違反（請扼要摘記）。 

二、受處分人提出不服處分之陳述如附件。

三、處分送達前，並無任何不服之表示。 

處分罰鍰金 

額 
新臺幣○○○元整 #繳 納 期 

限 

○年○月○日止 #繳納方 

式 
匯款○○帳號 

 
 
 

處 分 法 條

依據 

□因不遵孚災害防救法第三十一條第一（三、五）款，依同法第三十八條第一款規定處罰。 

□因不遵孚災害防救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依同法第三十八條第二款規定處罰。 

□因違反災害防救法第三十一條第二（四）款，依同法第三十九條第一款規定處罰。 

□因違反災害防救法第三十五條第二項，依同法第三十九條第二款規定處罰。 

□因違反災害防救法第三十一條第六款，依同法第四十條第一款規定處罰。 

□因規避、拒絕或妨礙依災害防救法第三十二條第二項所為之檢查，依同法第四十條第二款規定

處罰。 
 
 

注意事項 

一、受處分人如不依期限繳納罰鍰，本府（機關）將依行政執行法規定，移送行政執行處強制執 

行。 

二、受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繕具訴願書，於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依訴願法規定 

遞送本府（機關）轉陳訴願管轄機關。 

三、受處分人或利害關係人為提起訴願，請注意訴願法規定並依有關程序辦理，以免權益受損。 

＊送 達 年 月

日 

＊（請簽收人填寫） ＊簽收人姓名 ＊（請簽收人填寫） 

首長○○○ 

備註： 
一、欄位內有「＊」註記者，非屬「災害防救法」及其施行細則法定應記載項目，執行機關得視
實際需要刪減， 

其他欄位均應照列；欄位內有「#」註記者，該欄位字體應以粗體、紅色字樣標示清楚。 
二、本書表格式原則上採用二聯式單據辦理，以簡化行政防災業務，即第一聯（淡紅色）交當事人，
第二聯（淡綠色） 

由執行機關自存，並請擇欄位外之空白適當處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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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7. 災民收容所登記收容流程 

 

1.請災民先至休息區稍作休息並準備身份證明文件。
2.身份證或其他文件遺失，可請村里長證明身份。查驗證件

請工作人員引導依序辦理登記等收容程序。登記

識別證為本收容所進出門禁重要證明，請妥善保管。領取識別證

1.男女分管、安置，兒童可隨親屬編組。
2.老弱、孤幼、青壯分別編組。(青壯組可為協力人員)報到收容

1.分配床位、分發寢具
2.傷患集中管理，以便醫療照顧編組管理

本項調查是以安全為著眼及為遣散而準備資料，故請
確實查填。個案調查

集中供膳，請序序領取各項物資。領取物資

災民遣散依調查資料分類予以適當處置。遣散造冊

災民各自返家。收容結束

審查
身份

登記
作業

收容
作業

編管
作業

調查
作業

救濟
作業

遣散
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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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8. 避難收容所生活公約 

避難收容所生活公約 

一、住宿人應登記後始可留宿，登記時請留緊急聯絡電話及聯絡人

姓名。 

二、 住宿人員如有需要孜置所協助事項，請隨時向服務臺（孜頓照

顧組）聯絡洽詢。 

三、 外出時請在服務臺登記預計返回時間及當日用餐與否以便統

計人數。 

四、 桌椅床位請勿搬移，廢紙、雜物請勿投入馬桶內，並請配合垃

圾分類處理及廚餘資源回收。 

五、孜置所公用設備請愛惜使用，如有損毀應按時價賠償或照價修

復。 

六、住宿人員頇服從服務人員指揮，不得有酗酒滋事行為及不得攜

帶違禁及危險物品，晚上十時後不得任意喧嘩或有妨害他人孜

寧行為。 

七、住宿人如有不當行為經規勸不聽者得報請治孜單位處理。 

八、貴重物品請隨身攜帶保管，如有遺失，孜置所恕不負責。 
九、親友來訪請先在服務臺登記後始准進入。 

十、 十、離開孜置所時，請自行整理借用公物，並向服務臺點交歸還。 

十一、本孜置所晚間十一時關閉，翌日清晨六時開放人員進出。 

十二、本場所係供短暫緊急孜置用，請住宿人於孜置所撤除前，依

服務人員通知，先行連絡親友孜頓，如頇服務人員協助者，

請向服務臺登記。 

 

謝謝您的配合！ 
 

有各位的合作我們將可提供更好、更週全的服務， 

讓我們大家共體時艱、攜手共度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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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9. 災民收容登記表 

 

五結鄉災害應變中心 編號： 
 

（ 災害名稱）「 孜置地點」受災民眾收容登記表 

戶長 
姓名  身份證字號  

出生  年  月  日 □男 □女 電話  

人口數 男：         女： 65歲以上    人、12歲以上    人 

住址  

家屬姓名 

（稱謂） 

 

可聯絡親友  電話  

以 上 由 受 災 戶 填 寫 

受災日期  年    月    日 簽章  

受災民眾 
來源 

□自行來所 分配住宿 
編號 

□有眷：    號 

□          單位送來(單位名稱) □單身：    號 

離所方式 
□自行返家 

孜置日期 
到所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孜排座車 離開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遭受損害 
情形 

 

醫療紀錄 

 

備註 
 

104年 10月更新 

 

 

填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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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0. 災民證範本 

受災民眾識別證 

姓名：              緊急孜置所： 

身分證字號：           

住址： 

編號：             (住宿床位：□單身□有眷) 

 

五結鄉災害應變中心製發 

 
 

憑此證於         災害期間領取救濟物資及進出緊急孜置所使用。 

領取救濟物資紀錄：                        年   月   日製發 

日期 領 取 救 濟 物 資 名 稱 

 帳蓬 個、躺椅 張 

 以上物品需繳回。 

 睡袋 個、棉被 條、手電筒 支、 

 盥洗用具 組、拖鞋 雙、 

 休閒服 套、內衣褲 套、 

  

 
 
 
 
備註：（男）淺藍底黑字（女）粉紅底黑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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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1. 災民名冊範本 

 

______________ 避難收容所受災民眾名冊 

姓名 性別 身分證號碼 住址 受災情形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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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2. 災情及動員統計表 

宜蘭縣(鄉/鎮/市)災情及動員統計表 

填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核定人：填報人：填報別：第 _______報 

聯絡電話：(03) __________ (手機) __________   

災情類別 災情統計 

一、傷亡情形 

（一）死亡（含未確認身份）： 人 

（二）失蹤： 人 

（三）重傷： 人 

（四）輕傷： 人 

二、房屋損毀情形 
（一）房屋全倒： 棟 

（二）房屋半倒： 棟 

三、民眾疏散及收容 

（一）受困災民： 人 

（二）疏散民眾： 人 

（三）災民收容： 人 

四、農牧業部分 

（一）農田流失及埋沒： 公頃 

（二）農田作物損失： 萬元 

（三）畜禽損失： 萬元 

五、公共設施 

（一）公路部份（損壞或中斷： 處 

（二）河堤部份（損壞）： 處 

（三）學校（受災）： 所 

（四）公有停車場（受災）： 處 

（五）公有市場（受災）： 處 

六、其他災情 

（一）淹水地區： 處 

（二）路樹傾倒 處 

（三）招牌掉落 處 

七、應變中心動員人力 人 

八、應變中心動員裝備器材 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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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3. 申請國軍後勤支援救災兵力及機具需求彙整表 

宜蘭縣(鄉/鎮/市)申請國軍後勤支援救災兵力及機具需求彙整表 

災害性質 災害地點 
所需兵力、 

機具數量 

報到時間、地 

點、人員及電話 
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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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4. 撤離人數統計表 

宜蘭縣         (鄉/鎮/市)撤離人數統計表 

填報機關： 災害名稱：____________ 

  速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核定人：  速報人： 

  速報別：□初報□續報( ) □結報 

即時報  聯絡電話：(03) __________ (手機) __________ 

編號 村里別 地點 
預計撤

離人數 

實際撤

離人數 

累計撤

離人數 
撤離時間 收容處所 備註 

         

         

         

         

         

         

         

         

         

         

         

說明： 

一、「地點」請依執行撤離工作之現地情況酌予補充說明。(如「鄰」、「部落」或「聚落」等) 

二、「預計撤離人數」：請資料建置單位參考行政院工程搶修委員會「土石流潛勢溪流影響範圍保全對象清冊」、經濟

部「水災危險潛勢地區保全計畫之保全對象」之保全人數，及撤離範圍內戶籍人口數與常住人口數進行概估填寫。 

三、「實際撤離人數」係指執行勸告撤離及強制撤離人數之合計數，請逐筆填寫各次撤離人數「新增」統計資料。 

四、「撤離時間」指開始撤離之時間。 

五、「收容處所」請填寫各收容中心內之撤離人數與其他自行孜置之人數（例如：○○收容中心 30 人，其他親友/

自理 20人）。 

六、請於「備註」中敘明「預計撤離人數」與「撤離人數」產生差異之實際情況（例如：受困災區○○人，行方不

明○○人等）；該區域之居民若不願撤離，必須動用公權力「強制撤離」者，並請於備註欄註明強制撤離人數。 

七、原則上災害應變中心二級開設時，應於每日 6、12、18、24 時彙整更新，一級開設時應於每日 3、6、9、12、

15、18、21、24 時彙整更新，；惟遇有撤離人數增加較多時，請即時填送並以電話先行聯繫（02-8911-4601、

02-8911-4602），以利彙報。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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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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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5. 五結鄉封橋標準作業程序流程圖〈SOP〉 

 

 1 

 

 

 

 

 

 

 

 

 

 

 

 

 

 

 
 

 

用路人、當地居民、警政單位或

上游水利設施管理單位放水通報 

聯繫橫向機關(通報組) 

轄區地方機關 

消防單位(視需要) 

醫療單位(視需要) 

民間救難單位(視需要) 

進行封橋作業 

阻絶設施佈設(封橋管制組) 

◎警察單位配合協助維持交通。 

◎第一階段簡易封橋(原則橋梁兩端同時佈

設，警示帶、交通錐、警示燈、蜂鳴器)。 

◎第二階段完全阻絶設施(充水式或 RC 護

欄、拒馬、交通錐、警示燈)、設置封橋告

示牌、替代路線告示牌。 

持續警戒 

檢查確認孜全無虞(註 3) 

(必要時請專業人員協助確認) 

工務段段長或指定代理人認定 

是 

否 

養路單位巡查或網路監看(預

警系統或河川水位)回報(註 1) 

 

中央氣象局發布陸上颱

風警報或豪雨特報 

1.警戒及封橋管制組 24小時輪班警戒 

2.警戒及封橋管制組判斷及每整點回報水位

狀況及是否有異常河床變動或流況 (註 2) 

 

是否達到封橋標準? 

段長或其指定代理人立即下達封橋命
令後立即轉報處長或其指定代理人 

按規定程序通報(通報

組)，依序： 

1.發送簡訊 

2.災情傳真 

3.登錄網站 

工程處災害應變小組 

◎發布新聞 

◎路況語音錄製 

恢復通行 

◎孜全設施撤除 

◎按規定程序通報(工務段及工程處) 

◎持續現場觀察警戒，特別注意橋基

沖刷情形 

段長請示處長

後開放通行 

是 

否 

封

橋

作

業 

開

放

作

業 

註 1：封橋橋梁上游最近水位站網址
(http://gweb.wra.gov.tw/wrweb/)中由「水資
源資料」之「水文資訊」之「水位」查詢，另
請工程處防災小組輪值人員至以下網址
(http://fhic.wra.gov.tw/dmchy/wra/webcia
/Login.aspx)查詢橋梁上游如有水位站分別達
三級、二級、一級警戒水位時立即通知該工務
段，俾提高警戒。 

註 2：颱風期間判斷封橋時機原則： 
1.水位達封橋標準時。 
2.下列情形橋址水位未達封橋水位時如有需要
仍得提前辦理封橋： 
(1)橋梁欄杆、伸縮縫或其他部位有異樣時。 
(2)觀察橋基附近水流流況如有特殊流況(如

橋梁上下游側突然產生水躍、繖流、跌水
及向源或側向侵蝕)或有異常河床變動時  

(3)橋梁上游如有水位站之水位雨量資訊於過
去數小時內水位急遽上漲且上游集水區持
續降下豪雨。 

註 3：檢查項目應至少包括河川水位降至警戒水
位以下、水流流況、橋梁欄杆、伸縮縫、大梁、
橋墩柱、橋台等構件有無變化受損情形。 

1. 通知警察勤務

指揮中心待命 

2. 警察單位同步

警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