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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依據： 

一、 本要點依據災害防救法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二、 宜蘭縣政府 99 年 8 月 10 日府授消救企字第 0990007788 號函辦理。 

貳、 任務： 

大同鄉災害應變中心（以下簡稱應變中心）之任務如下： 

一、加強災害防救相關機關（單位、）之縱向指揮、督導及橫向協調、聯繫事宜，處理各項災

害應變措施。 

二、掌握各種災害狀況，即時傳遞災情並通報相關機關（單位、團體）應變處理。 

三、災情之蒐集、評估、處理、彙整及報告事項。 

四、緊急救災人力、物資之調度、支援事項。 

五、其他有關防救災事項。 

參、組織： 

一、應變中心各課室單位之權責分工如下： 

（一）風災、震災、重大火災、爆炸災害、空難事故：民政課。 

（二）水災、旱災：財經課。 

（三）重大交通事故：警察分局、消防分隊。 

（四）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海洋汙染災害、懸浮微粒物質災害：清潔隊。 

（五）寒害、土石流災害、重大動物傳染病災害、森林火災：農業課。 

（六）公用氣體與油料管線、輸電線路災害：財經課。 

（七）疫災、生物病原災害：衛生所。 

二、本應變中心係一臨時任務編組，置指揮官一人由鄉長兼任，副指揮官一人由公所秘書兼任，

執行秘書由民政課課長兼任，中心成員由各級開設任務編組機關（單位）派員擔任，除執

行本機關（單位）與該災害有關事項外，並與其他關係課、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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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中心成立時，各參與編組作業課、室及公共事業單位，應同時於內部

成立【緊急應變小組】，以執行應變中心所交付之災害防救任務或主動執行其業務範圍內有

關之災害防救事項。 

肆、開設時機及組成： 

一、重大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各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機關（單位）首長應視災害之規模、

性質、災情、影響層面及緊急應變措施等狀況，決定應變中心之開設及其分級，並應於成

立後，通報縣災害應變中心。 

二、本鄉接獲宜蘭縣災害應變中心成立通知時，立即由該次災害發生之主管機關（單位）首長

報告成立應變中心，相關報告程序如前條規定。 

三、應變中心依災害防救法第二條第一款所列各類災害種類，視災害狀況個別開設。有關開設

時機、進駐機關及人員規定如下： 

（一）風災 

1、二級開設： 

中華民國 105 年 6 月 20 日大鄉民字第 1050007998 號函頒實施 

中華民國 107 年 6 月 15 日大鄉民字第 1070008596 號函修正 



（1）開設時機：中央氣象局發佈海上、陸上颱風警報時。 

（2）進駐機關（單位、團體）及人員：由民政課及值班人員編組，全天候掌握最新颱

風動態，並通知各防災編組機關（單位）進行防颱準備及宣導事宜。 

2、一級開設： 

（1）開設時機：中央氣象局發佈海上陸上颱風警報（宜蘭縣列為警戒區內）。 

（2）進駐機關（單位、團體）及人員：民政課、秘書室、財經課、農業課、社會課、衛

生所、分駐所、消防分隊、宜蘭縣後備指揮部、陸軍蘭陽地區指揮部等單位進駐應

變中心，處理各項緊急應變事宜，由指揮官或專人指揮。 

（3）本所清潔隊、圖書館、幼兒園、主計室、人事室於後續作業期間，由業務單位視

情況建議指揮官增派進駐應變中心執行各項防救災工作。 

（4）經濟部水利署第一河川局、交通部公路總局第四區養護工程處獨立山工務段、行政

院農委會林務局羅東林區管理處太平山工作站、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宜蘭營運

處、臺灣電力公司大同服務站、台灣省自來水公司第八區管理處等機關（單位），

由業務單位視情況建議指揮官增派進駐應變中心執行各項防救災工作，並得視颱風

強度及災情狀況，經報請指揮官同意後，通知其他機關（單位、團體）派員進駐。 

（二）震災 

1、開設時機： 

（1）氣象局發佈之地震強度達六級以上或受震災影響本鄉，估計有十五人以上傷亡、失蹤、

大量建築物倒塌或土石崩塌等災情時。 

（2）因地震致本縣發生大規模停電及電訊中斷，無法掌握災情時。 

2、進駐機關（單位、團體）及人員：民政課、秘書室、財經課、農業課、社會課、衛生所、

分駐所、消防分隊、宜蘭縣後備指揮部、陸軍蘭地區指揮部等單位進駐應變中心，處理

各項緊急應變事宜，由指揮官或專人指揮。 

3、本所清潔隊、圖書館、幼兒園、主計室、人事室於後續作業期間，由業務單位視情況建

議指揮官增派進駐應變中心執行各項防救災工作。 

4、經濟部水利署第一河川局、交通部公路總局第四區養護工程處獨立山工務段、行政院農

委會林務局羅東林區管理處太平山工作站、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宜蘭營運處、臺灣電

力公司大同服務站、台灣省自來水公司第八區管理處等機關（單位），由業務單位視情況

建議指揮官增派進駐應變中心執行各項防救災工作，並得視颱風強度及災情狀況，經報

請指揮官同意後，通知其他機關（單位、團體）派員進駐。 

（三）重大火災、爆炸災害 

1、開設時機： 

（1）火災、爆炸災害估計有十五人以上傷亡、失蹤，災情嚴重者。 

（2）火災、爆炸災害發生地點在重要場所（政府辦公廳舍）或重要公共設施，造成多人傷亡、

失蹤，亟待救援者。 

2、進駐機關及人員：民政課、秘書室、財經課、農業課、社會課、衛生所、分駐所、消防

分隊、宜蘭縣後備指揮部、陸軍蘭地區指揮部等單位進駐應變中心，處理各項緊急應變

事宜，由指揮官或專人指揮。 

3、本所清潔隊、圖書館、幼兒園、主計室、人事室於後續作業期間，由業務單位視情況建

議指揮官增派進駐應變中心執行各項防救災工作。 

4、經濟部水利署第一河川局、交通部公路總局第四區養護工程處獨立山工務段、行政院農



委會林務局羅東林區管理處太平山工作站、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宜蘭營運處、臺灣電

力公司大同服務站、台灣省自來水公司第八區管理處等機關（單位），由業務單位視情況

建議指揮官增派進駐應變中心執行各項防救災工作，並得視颱風強度及災情狀況，經報

請指揮官同意後，通知其他機關（單位、團體）派員進駐。 

（四）水災 

1、二級開設： 

（1）開設時機：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發佈豪雨特報，該局所屬氣象站二十四小時累積雨量達

200 毫米以上或氣象局解除海上陸上颱風警報後，仍持續發佈豪雨特報，有水災發生之虞

時。 

（2）進駐機關（單位、團體）及人員：由民政課及值班人員編組，全天候掌握最新颱風動

態，並通知各防災編組機關（單位）進行防洪準備及宣導事宜。 

2、一級開設：  

（1）開設時機：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發佈豪雨特報，該局所屬氣象站單日累積雨量達 250 毫

米以上或氣象局解除海上陸上颱風警報後，仍持續發佈豪雨特報，有水災發生之虞時。 

（2）進駐機關（單位、團體）及人員：民政課、秘書室、財經課、農業課、社會課、衛生

所、分駐所、消防分隊、宜蘭縣後備指揮部、陸軍蘭地區指揮部等單位進駐應變中心，

處理各項緊急應變事宜，由指揮官或專人指揮。 

3、本所清潔隊、圖書館、幼兒園、主計室、人事室於後續作業期間，由業務單位視情況建

議指揮官增派進駐應變中心執行各項防救災工作。 

4、經濟部水利署第一河川局、交通部公路總局第四區養護工程處獨立山工務段、行政院農

委會林務局羅東林區管理處太平山工作站、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宜蘭營運處、臺灣電

力公司大同服務站、台灣省自來水公司第八區管理處等機關（單位），由業務單位視情況

建議指揮官增派進駐應變中心執行各項防救災工作，並得視颱風強度及災情狀況，經報

請指揮官同意後，通知其他機關（單位、團體）派員進駐。 

（五）旱災 

1、開設時機：有下列情形之一，且旱象持續惡化，無法有效控制者： 

（1）自來水系統給水缺水率高於 30％者。 

（2）水庫與埤池聯合灌溉系統缺水率達 50％以上者。 

（3）埤池灌溉系統缺水率達 50％以上者。 

（4）河川或地下水灌溉系統缺水率達 40％以上者。 

2、進駐機關（單位、團體）及人員：民政課、秘書室、財經課、農業課、社會課、衛生所、

分駐所、消防分隊、宜蘭縣後備指揮部、陸軍蘭地區指揮部等單位進駐應變中心，處理

各項緊急應變事宜，由指揮官或專人指揮。 

3、本所清潔隊、圖書館、幼兒園、主計室、人事室於後續作業期間，由業務單位視情況建

議指揮官增派進駐應變中心執行各項防救災工作。 

4、經濟部水利署第一河川局、交通部公路總局第四區養護工程處獨立山工務段、行政院農

委會林務局羅東林區管理處太平山工作站、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宜蘭營運處、臺灣電

力公司大同服務站、台灣省自來水公司第八區管理處等機關（單位），由業務單位視情況

建議指揮官增派進駐應變中心執行各項防救災工作，並得視颱風強度及災情狀況，經報

請指揮官同意後，通知其他機關（單位、團體）派員進駐。 

（六）公用氣體與油料管線、輸電線路災害 



1、開設時機： 

（1）公用氣體與油料管線災害估計有 15 人以上傷亡、失蹤，污染面積達一平方公里以上或

影響社會安寧者。 

（2）輸電線路災害估計有 15 人以上傷亡、失蹤或十所以上一次變電所全部停電，預估在四

十八小時內無法恢復正常供電，且情況持續惡化，無法有效控制者。 

2、進駐機關（單位、團體）及人員：民政課、秘書室、財經課、農業課、社會課、衛生所、

分駐所、消防分隊、宜蘭縣後備指揮部、陸軍蘭地區指揮部等單位進駐應變中心，處理

各項緊急應變事宜，由指揮官或專人指揮。 

3、本所清潔隊、圖書館、幼兒園、主計室、人事室於後續作業期間，由業務單位視情況建

議指揮官增派進駐應變中心執行各項防救災工作。 

4、經濟部水利署第一河川局、交通部公路總局第四區養護工程處獨立山工務段、行政院農

委會林務局羅東林區管理處太平山工作站、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宜蘭營運處、臺灣電

力公司大同服務站、台灣省自來水公司第八區管理處等機關（單位），由業務單位視情況

建議指揮官增派進駐應變中心執行各項防救災工作，並得視颱風強度及災情狀況，經報

請指揮官同意後，通知其他機關（單位、團體）派員進駐。 

（七）寒害 

1、開設時機：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發佈台灣地區平均氣溫將至攝氏 6度以下連續 24 小時之低

溫特報，有重大農業損失等災情發生之虞者。 

2、進駐機關（單位、團體）及人員：民政課、秘書室、財經課、農業課、社會課、衛生所、

分駐所、消防分隊、宜蘭縣後備指揮部、陸軍蘭地區指揮部等單位進駐應變中心，處理

各項緊急應變事宜，由指揮官或專人指揮。 

3、本所清潔隊、圖書館、幼兒園、主計室、人事室於後續作業期間，由業務單位視情況建

議指揮官增派進駐應變中心執行各項防救災工作。 

4、經濟部水利署第一河川局、交通部公路總局第四區養護工程處獨立山工務段、行政院農

委會林務局羅東林區管理處太平山工作站、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宜蘭營運處、臺灣電

力公司大同服務站、台灣省自來水公司第八區管理處等機關（單位），由業務單位視情況

建議指揮官增派進駐應變中心執行各項防救災工作，並得視颱風強度及災情狀況，經報

請指揮官同意後，通知其他機關（單位、團體）派員進駐。 

（八）土石流災害 

1、開設時機：土石流災害估計有 15 人以上傷亡、失蹤者。 

2、進駐機關（單位、團體）及人員：民政課、秘書室、財經課、農業課、社會課、衛生所、

分駐所、消防分隊、宜蘭縣後備指揮部、陸軍蘭地區指揮部等單位進駐應變中心，處理

各項緊急應變事宜，由指揮官或專人指揮。 

3、本所清潔隊、圖書館、幼兒園、主計室、人事室於後續作業期間，由業務單位視情況建

議指揮官增派進駐應變中心執行各項防救災工作。 

4、經濟部水利署第一河川局、交通部公路總局第四區養護工程處獨立山工務段、行政院農

委會林務局羅東林區管理處太平山工作站、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宜蘭營運處、臺灣電

力公司大同服務站、台灣省自來水公司第八區管理處等機關（單位），由業務單位視情況

建議指揮官增派進駐應變中心執行各項防救災工作，並得視颱風強度及災情狀況，經報

請指揮官同意後，通知其他機關（單位、團體）派員進駐。 

（九）空難事故 



1、開設時機：航空器運作中發生事故，估計有 15 人以上傷亡、失蹤或災害有擴大之虞，亟

待救助者。 

2、進駐機關（單位、團體）及人員：民政課、秘書室、財經課、農業課、社會課、衛生所、

分駐所、消防分隊、宜蘭縣後備指揮部、陸軍蘭地區指揮部等單位進駐應變中心，處理

各項緊急應變事宜，由指揮官或專人指揮。 

3、本所清潔隊、圖書館、幼兒園、主計室、人事室於後續作業期間，由業務單位視情況建

議指揮官增派進駐應變中心執行各項防救災工作。 

4、經濟部水利署第一河川局、交通部公路總局第四區養護工程處獨立山工務段、行政院農

委會林務局羅東林區管理處太平山工作站、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宜蘭營運處、臺灣電

力公司大同服務站、台灣省自來水公司第八區管理處等機關（單位），由業務單位視情況

建議指揮官增派進駐應變中心執行各項防救災工作，並得視颱風強度及災情狀況，經報

請指揮官同意後，通知其他機關（單位、團體）派員進駐。 

（十）重大交通事故 

1、開設時機：路上交通發生事故，估計有 15 人以上傷亡、失蹤或重要交通設施嚴重損壞，

造成交通阻斷者，致有人員受困急待救援者。 

2、進駐機關（單位、團體）及人員：民政課、秘書室、財經課、農業課、社會課、衛生所、

分駐所、消防分隊、宜蘭縣後備指揮部、陸軍蘭地區指揮部等單位進駐應變中心，處理

各項緊急應變事宜，由指揮官或專人指揮。 

3、本所清潔隊、圖書館、幼兒園、主計室、人事室於後續作業期間，由業務單位視情況建

議指揮官增派進駐應變中心執行各項防救災工作。 

4、經濟部水利署第一河川局、交通部公路總局第四區養護工程處獨立山工務段、行政院農

委會林務局羅東林區管理處太平山工作站、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宜蘭營運處、臺灣電

力公司大同服務站、台灣省自來水公司第八區管理處等機關（單位），由業務單位視情況

建議指揮官增派進駐應變中心執行各項防救災工作，並得視颱風強度及災情狀況，經報

請指揮官同意後，通知其他機關（單位、團體）派員進駐。 

（十一）毒性化學物質災害 

1、開設時機：毒性化學物質災害估計有 15 人以上傷亡、失蹤者。 

2、進駐機關（單位、團體）及人員：民政課、秘書室、財經課、農業課、社會課、衛生所、

分駐所、消防分隊、宜蘭縣後備指揮部、陸軍蘭地區指揮部等單位進駐應變中心，處理

各項緊急應變事宜，由指揮官或專人指揮。 

3、本所清潔隊、圖書館、幼兒園、主計室、人事室於後續作業期間，由業務單位視情況建

議指揮官增派進駐應變中心執行各項防救災工作。 

4、經濟部水利署第一河川局、交通部公路總局第四區養護工程處獨立山工務段、行政院農

委會林務局羅東林區管理處太平山工作站、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宜蘭營運處、臺灣電

力公司大同服務站、台灣省自來水公司第八區管理處等機關（單位），由業務單位視情況

建議指揮官增派進駐應變中心執行各項防救災工作，並得視颱風強度及災情狀況，經報

請指揮官同意後，通知其他機關（單位、團體）派員進駐。 

（十二）疫災 

1、開設時機：本縣有大規模傳染病流行之虞時。。 

2、進駐機關（單位、團體）及人員：民政課、秘書室、財經課、農業課、社會課、衛生所、

分駐所、消防分隊、宜蘭縣後備指揮部、陸軍蘭地區指揮部等單位進駐應變中心，處理



各項緊急應變事宜，由指揮官或專人指揮。 

3、本所清潔隊、圖書館、幼兒園、主計室、人事室於後續作業期間，由業務單位視情況建

議指揮官增派進駐應變中心執行各項防救災工作。 

4、經濟部水利署第一河川局、交通部公路總局第四區養護工程處獨立山工務段、行政院農

委會林務局羅東林區管理處太平山工作站、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宜蘭營運處、臺灣電

力公司大同服務站、台灣省自來水公司第八區管理處等機關（單位），由業務單位視情況

建議指揮官增派進駐應變中心執行各項防救災工作，並得視颱風強度及災情狀況，經報

請指揮官同意後，通知其他機關（單位、團體）派員進駐。 

（十三）空難事故 

1、開設時機：航空器運作中發生事故。估計有 15 人以上傷亡、失蹤或災害有擴大之虞，亟

待救援者。 

2、進駐機關（單位、團體）及人員：民政課、秘書室、財經課、農業課、社會課、衛生所、

分駐所、消防分隊、宜蘭縣後備指揮部、陸軍蘭地區指揮部等單位進駐應變中心，處理

各項緊急應變事宜，由指揮官或專人指揮。 

3、本所清潔隊、圖書館、幼兒園、主計室、人事室於後續作業期間，由業務單位視情況建

議指揮官增派進駐應變中心執行各項防救災工作。 

4、經濟部水利署第一河川局、交通部公路總局第四區養護工程處獨立山工務段、行政院農

委會林務局羅東林區管理處太平山工作站、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宜蘭營運處、臺灣電

力公司大同服務站、台灣省自來水公司第八區管理處等機關（單位），由業務單位視情況

建議指揮官增派進駐應變中心執行各項防救災工作，並得視颱風強度及災情狀況，經報

請指揮官同意後，通知其他機關（單位、團體）派員進駐。 

（十四）森林火災 

1、開設時機：森林火災被害面積 50 公頃或草生地被害面積 100 公頃以上時。 

2、進駐機關（單位、團體）及人員：民政課、秘書室、財經課、農業課、社會課、衛生所、

分駐所、消防分隊、宜蘭縣後備指揮部、陸軍蘭地區指揮部等單位進駐應變中心，處理

各項緊急應變事宜，由指揮官或專人指揮。 

3、本所清潔隊、圖書館、幼兒園、主計室、人事室於後續作業期間，由業務單位視情況建

議指揮官增派進駐應變中心執行各項防救災工作。 

4、經濟部水利署第一河川局、交通部公路總局第四區養護工程處獨立山工務段、行政院農

委會林務局羅東林區管理處太平山工作站、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宜蘭營運處、臺灣電

力公司大同服務站、台灣省自來水公司第八區管理處等機關（單位），由業務單位視情況

建議指揮官增派進駐應變中心執行各項防救災工作，並得視颱風強度及災情狀況，經報

請指揮官同意後，通知其他機關（單位、團體）派員進駐。 

（十五）生物病原災害 

1、開設時機：生物病原災害防救機制需視病原特性、災害規模嚴重程度而定，如對社區安

全、地方經濟、居民健康造成重大危害之事件時；或其他縣市爆發新興傳染病且有擴大

至本縣嚴重影響醫療資源負荷之虞時；本縣認為有統籌指揮、調集所屬相關機關人員與

設備進行防治措施之必要。並經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專業性研判為生物病原災害事

件時。。 

2、進駐機關（單位、團體）及人員：民政課、秘書室、財經課、農業課、社會課、衛生所、

分駐所、消防分隊、宜蘭縣後備指揮部、陸軍蘭地區指揮部等單位進駐應變中心，處理



各項緊急應變事宜，由指揮官或專人指揮。 

3、本所清潔隊、圖書館、幼兒園、主計室、人事室於後續作業期間，由業務單位視情況建

議指揮官增派進駐應變中心執行各項防救災工作。 

4、經濟部水利署第一河川局、交通部公路總局第四區養護工程處獨立山工務段、行政院農

委會林務局羅東林區管理處太平山工作站、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宜蘭營運處、臺灣電

力公司大同服務站、台灣省自來水公司第八區管理處等機關（單位），由業務單位視情況

建議指揮官增派進駐應變中心執行各項防救災工作，並得視颱風強度及災情狀況，經報

請指揮官同意後，通知其他機關（單位、團體）派員進駐。 

四、應變中心為掌握各種突發性災害，於第一時間有效處理及因應，平時由各災害主管業務機

關（單位）於內部成立三級開設，由各災害主管業務單位成立緊急應變小組，以 365 天 24

小時方式全面監控，於遇有災害發生時，視災情必要時提昇災害應變中心開設層級。 

伍、作業程序： 

一、應變中心原則設於大同鄉公所民政課，供大同鄉各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機關（單位）執行有

關緊急應變措施及行政支援事項，有關資訊、通訊等設施由鄉公所相關課室協助操作。但

各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機關（單位）得視處理緊急應措施之需要，另擇適當之成立地點，經

報請會報召集人同意後，通知相關機關（單位、團體）進駐，並負責相關幕僚作業，執行

災害應變措施。 

二、遇有重大災情或本所損壞致無法使用時，本應變中心於鄉立圖書館開設之。 

三、本應變中心成立，由指揮官親自或指定人員為新聞發言人，發佈成立訊息及有關災情。 

四、本應變中心成立或撤除，由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機關（單位）首長報告鄉長決定後，即通知

各進駐機關（單位、團體）派員進駐或撤離。 

五、機關（單位、團體）派員進駐本中心後，指揮官或副指揮官得即召開災害防救準備會議，

瞭解相關機關（單位、團體）緊急應變處置情形及有關災情，並指示相關應變措施。 

六、應變中心成立期間，每日依實際災情需要召開工作會議，必要時指揮官、副指揮官得隨時

再召開之。 

七、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機關（單位、團體）進駐人員應掌握各該機關緊急應變處置情

形及相關災情，隨時向指揮官或副指揮官報告處置狀況。 

八、機關（單位、團體）進駐本中心之人員，應接受指揮官之指揮、協調及整合。 

九、本應變中心撤除後，各進駐機關（單位、團體）應詳實記錄本中心成立期間相關處置措施，

並於災害應變中心撤除後將處置結果送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機關（單位）彙整、陳報；對於

各項善後復原工作及重建措施，主辦權責機關（單位）應主動負責聯繫召集各機關（單位）

另組成一「○○專案處理小組」，依權責繼續辦理善後復原等作業，並隨時向指揮官報告。 

陸、應變小組： 

為處理災害防救事宜或配合應變中心執行災害應變措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指定之機關（單

位）或公共事業應設緊急應變小組並建立緊急應變機制： 

一、緊急應變小組由各編組單位機關首長、單位主管或公共事業負責人擔任召集人，召集所屬

單位、人員及附屬機關予以編組，並指派副首長、承辦課室主管為該小組業務主管、擔任

各該機關、單位或公共事業災害防救業務聯繫協調窗口。 

二、緊急應變小組應有固定作業場所，設置傳真、聯絡電話及相關必要設備，指定 24 小時聯繫

待命人員、受理電話及傳真通報，對於突發狀況，立即反映與處理。 

三、緊急應變小組應於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即行運作，主動互相聯繫、協調、通報，並



執行災情蒐集、查證、彙整、通報、災害搶救及救災資源調度等緊急措施。 

四、緊急應變小組應於本中心成立後，配合執行災害應變措施，持續運作至災害狀況解除為止。 

柒、多種災害發生之處理模式： 

一、多種重大災害同時發生時，相關之災害應變中心開設單位主管，應即分別報告鄉長，決定

分別成立本中心並分別指定執行秘書；或指定由其中一個災害應變中心開設單位，成立本

中心並指定執行秘書，統籌各項災害之指揮、督導與協調。 

二、應變中心成立後，續有其他重大災害發生時，各該災害之災害應變中心開設單位首長，仍

應即報請指揮官，決定併同本災害應變中心運作，或另成立對應之災害應變中心，及指定

指揮官。 

捌、縮小編組及撤除時機： 

一、縮小編組時機：災害狀況已不再繼續擴大或災情已趨緩和時，指揮官得縮小編組規模，對

已無執行應變任務需要者，予以歸建。 

二、撤除時機：災害緊急應變處置已完成，後續復原重建可由各相關機關或單位自行辦理時，

執行秘書得以書面報告指揮官撤除本中心。 

玖、任務分工：本中心進駐機關或單位之任務如下 

一、警察分局 

（一）辦理重大交通事故、爆裂物應變中心幕僚作業事項。 

（二）辦理災區警戒、治安維護、人員疏散等事項。 

（三）辦理屍體搜救、處理及罹難者身分確認及報請相驗事項等相關工作（彙整因災死亡名冊）。 

（四）有關事故應變之協調及業務權責事項。 

（五）辦理警政系統災情查報及通報事項。 

（六）協助轄區人命救助工作。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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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辦理有關外國人民事故等相關警務工作。 

（九）協調聯繫檢調人員有關爆炸之偵查事項。 

（十）依規定執行避難疏散撤離作業。 

二、消防分隊 

（一）辦理風災、地震、重大火災、爆炸災害、森林火災、長隧道災害、空難事故應變中心幕

僚作業事項。 

（二）執行災害搶救、傷患救護及人命救助。 

（三）受災地區調查、災情彙整及通報處理事宜。 

（四）辦理火災原因調查事宜。 

（五）辦理防救災設施整備事項。 

（六）有關災害應變之協調及業務權責事項。 

（七）受理義消災區災情通報聯繫處理事宜。 

（八）依規定執行避難疏散撤離作業。 

三、衛生所 

（一）辦理疫災及生物病原應變中心幕僚作業事項。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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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協調利用本縣緊急醫療網，執行大量傷病患緊急醫護及處理工作。 

（四）急救醫療器材、藥品儲備、運用、供給事項及災後醫療設施之復舊事項。 



（五）協助罹難者血液採集（DNA）比對工作。 

（六）辦理災後家戶消毒、衛生改善輔導、災區傳染病預防及災區食品衛生管理事項。 

（七）循醫療系統辦理有關受傷人員之災情查、通報事宜。 

（八）辦理災害時動員相關醫療、救護人員及救護器材協助有關緊急醫療事項。 

（九）災區防疫及有關災害應變之協調及業務權責事項。 

（十）依規定執行避難疏散撤離作業。 

四、戶政事務所 

（一）協助確認災民身分。 

（二）協助建立災民資料。 

五、交通部公路總局第四區養護工程處獨立山工務段 

（一）負責進行所屬公路、橋樑緊急搶修及災情查報等有關事項。 

（二）其他有關公路事項。 

六、經濟部水利署第一河川局 

（一）辦理轄管河川、防洪設施緊急搶險、搶修，防洪規劃等工作。 

（二）提供轄管河川水位水情資料以為預防措施。 

（三）其他有關水利事項。 

七、中華電信宜蘭營運處 

（一）督導所屬單位進行電信通信系統緊急搶修、維護有關事項。 

（二）災後電信通訊設施之復舊及其他有關電信通訊事項。 

八、台灣電力公司宜蘭區營運處 

（一）督導所屬單位進行電力管線系統緊急搶修、維護有關事項。 

（二）災後電力設施之復舊及其他有關事項。 

九、臺灣自來水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區管理處 

（一）督導所屬單位進行自來水管線緊急搶修、維護有關事項。 

（二）災區有關緊急供水事項（包含災害發生時之緊急民生用水、消防用水等）。（三）災後自

來水系統復舊事項。 

十、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局羅東林區管理處 

森林火災搶救事宜。 

十一、秘書室 

（一）協助本中心各任務編組、執行防、救災措施。 

（二）撰寫新聞稿，報導災情、澄清謠言及大眾傳播機構從業人員接待事宜。 

（三）應變中心開設時期法制規範事宜。 

（四）有關災情及救災新聞發佈宣導事項。 

（五）其他有關庶務工作事項。 

十二、民政課 

（一）鄉公所災害應變中心之設置、作業及災害防救整備、災害蒐集及通報等事宜。 

（二）災害防救整備會議之召開及決議之執行事項與通報各有關單位成立處理重大災害緊急應

變處理小組事項。 

（三）公所內部課室與縣府應變中心等相關單位協調聯繫之事項，災情傳遞彙整、統計事項及

災情指示等聯絡事項。 

（四）必要時協調聯繫開口合約廠商、民間團體及其他鄉鎮市公所支援救災事項。 



（五）配合縣應變中心劃定之危險潛勢區域範圍，提供資料予相關分組單位執行疏散、撤離及

收容等事宜之參考。 

（六）督導村長對於具有危險潛勢區域，執行勸導撤離；協同警、消、民政及軍方等單位執行

疏散，限制或禁止人民進入或命其離去措施事宜，並協助執行災害警訊廣播作業事項。 

（七）應變中心成立與撤除等相關通報作業。 

（八）執行災情查（通）報相關工作，並彙整相關資料。 

（九）處理民眾通報電話，並適時反應報告民情事項。 

（十）軍方支援部隊及其他外駐單位人員之接待事項。 

（十一）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十三、財經課 

（一）掌理水災、水利工程、建築工程、公用氣體與油料管線、輸電線路災害、空難、廠礦區

意外等成立災害應變中心事宜。 

（二）電力、電訊、油槽設施、交通等緊急搶修、聯繫、協調事項。 

（三）權責之道路、橋樑災害、水利防洪設施及灌溉系統之搶修、搶險及災情查報聯繫處理事

宜。 

（四）建築物(含施工中)工程災害搶救與搶修、協調、聯繫(含所需機具、人員調配)。 

（五）辦理災情查報、災害搶修、搶險事項。 

（六）協調災區建築物鑑定、對受災建築物及其他設施之處理有關事項。 

（七）重機械、抽水機、建築工程機具等之調度、運送、供應協調事項。 

（八）協助調用車輛配合災民疏散接運、救災人員、器材、物資之運輸事項。 

（九）災害時協調相關技術人員、專家及營繕機構，協助救災有關事項。 

（十）辦理有關災害稅捐減免事項。 

（十一）災害復建經費核定。 

（十二）有關災害應變之協調、業務權責及交辦事項。 

十四、農業課 

（一）掌理水旱災、寒害、土石流、動物疫災等成立災害應變中心事宜。 

（二）配合宜蘭縣政府，依據降雨量變化，劃定土石流危險區域、土石崩塌地區、野溪危害警

戒管制區域，並通報相關單位進行疏散、撤離避難措施。 

（三）辦理農、林、漁、牧業災情、災害查報及協調緊急搶修事項。 

（四）協助災區地籍測量事項。 

（五）申請辦理國軍支援搶收農作物。 

（六）疏散撤離、其他應變處理及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七）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十五、社會課 

（一）災民收容之規劃及臨時災民收容所之指定、分配佈置事項。 

（二）臨時災民收容所受災民眾之登記、接待及管理事項。 

（三）臨時災民收容所受災民眾統計、查報及其他有關事故之處理事項。 

（四）受災民眾之救濟物資、救濟金發放等事宜。 

（五）各界捐贈物資之接受與轉發事項。 

（六）必要時調度車輛運送受災民眾及救災資源。 

（七）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十六、人事室 

（一）辦理災害應變中心編組人員進駐、差勤督導事項。 

（二）其他有關災害期間人事作業及交辦事項。 

十七、主計室 

（一）辦理災害搶救、緊急應變及相關經費審核事項。 

（二）其他主計作業及交辦事項。 

十八、鄉立托兒所 

有關提昇教育老師、幼兒防災能力及廳舍安全事宜等。 

十九、清潔隊 

（一）災區環境清潔與消毒等之整理事項。 

（二）廢棄物之清除事項。 

（三）災區飲用水水質抽驗事項。 

（四）災區廢棄物之清除事項。 

（五）毒性化學物質災害之善後處理事項。 

（六）提供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搶救資訊事項。 

（七）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拾、本要點奉鄉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1.依據「災害防救法」第十二條規定，宜蘭縣大同鄉災害應變中心開設單位首長陳報會報召集人，

由會報召集人視災害規模、性質，決定成立本中心。 

2.災害應變中心為臨時任務編組，於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由各災害應變中心開設單位召集

相關機關、公共事業派員進駐作業。 

3.宜蘭縣大同鄉災害應變中心設置場所：本所災害應變中心，提供各災害應變中心開設單位進駐

使用。但指揮官得視緊急應變措施之需要，另擇適當地點成立本中心。 

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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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蘭縣政府執行災情查報通報措施計畫 

 

 

 

壹、依據： 

    災害防救法第 22 條、30 條及內政部 99 年 9 月 3 日台內消字第 0990821301 號函頒修

正「內政部執行災情查報通報措施」辦理。 

貳、目的： 

    為執行災害查報及通報工作，以期確實掌握本縣各項災情情資，發揮救災效能，期於

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能迅速傳遞災情，掌握災情，及早採取必要之措施，以期減少本

縣縣民生命財產損失，特訂定本執行計畫。 

参、執行災情查報、通報任務人員如下： 

一、消防系統：消防人員、義勇消防人員（以下簡稱義消）及防火宣導隊(以下簡稱防宣隊)。 

二、警政系統：警勤區員警及義勇警察（以下簡稱義警）、民防協勤人員。 

三、民政系統：村（里）長及村（里）幹事。 

肆、災情查報通報體系，分為下列二種。但災情緊急時，得以電話通報，不必依體系逐級通報，

任一層級單位（人員）接獲通報均應受理並轉報有關單位處置： 

一、災害應變中心未成立時（體系圖如附件一）。 

二、災害應變中心成立時（體系圖如附件二）。 

伍、任務區分： 

    依據是否成立災害應變中心，分別規定消防系統、警政系統、民政系統等轄下單位之

查報通報等之任務。 

一、 災害應變中心未成立時： 

(一) 消防系統： 

1. 宜蘭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消防局： 

(1) 負責追蹤管制、通報聯繫消防分隊傳來之災情查報資料，與警察局進

行災情查證工作，並通報內政部消防署及相關權責單位處理。 

(2) 督導所屬消防分隊執行災情查報相關工作。 

(3) 整合所屬義消及防宣隊災情查報人員之聯絡名冊(格式如附件三)送

內政部消防署核備，並隨時更新資料及辦理定期抽測作業。 

(4) 每年於防汛期前利用查報通報任務人員各種訓練時機辦理災情查報

訓練事宜，強化任務人員災情查報通報觀念並落實災情查報通報工

作。 

2. 宜蘭縣政府消防局(以下簡稱本府消防局)消防分隊： 

(1) 負責災情查報工作，並追蹤管制、通報聯繫義消及防宣隊災情查報

人員傳來之災情查報資料，與轄區警察分局進行災情查證工作，並

通報消防局救災救護指揮中心及相關權責單位處理。 

中華民國 100 年 8 月 12 日府授消企字第 1000051978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4 年 7 月 27 日府授消管字第 1040009273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8 年 4 月 30 日府授消整字第 1080005865 號函修正 



(2) 督導所屬義消及防宣隊災情查報人員執行災情查報相關工作。 

(3) 整合所屬義消及防宣隊災情查報人員之聯絡名冊並於汛期前辦理定

期測試，資料若有更新應立即陳報消防局備查。 

3. 義消及防宣隊： 

(1) 每個村（里）至少應配置一名或二名義消災情查報人員，該地區若

無配置義消，可洽請轄內防宣隊或當地熱心人士擔任。 

(2) 遇有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應主動進行查報，採取相關作為，並

循消防系統逐級向上陳報。 

(3) 如遇有、無線電中斷時，則應主動前往最近之警察、消防單位通報

災情。 

(4) 個人聯繫資料有異動時，應主動通知轄區消防分隊辦理更新作業。 

(二) 警政系統： 

1. 宜蘭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警察局： 

(1) 負責追蹤管制、通報聯繫所屬分局傳來之災情查報資料，與消防局

（救災救護指揮中心）進行災情資料相互查證工作，並通報相關權

責單位處理。 

(2) 督導轄區分局執行災情查報相關工作並運用所屬義警、民防協勤人

員協助災情查報相關工作。 

(3) 每年於防汛期前辦理災情查報訓練事宜，並將相關訓練情形及所屬

災情查報人員名冊函報消防局彙整。 

2. 宜蘭縣政府警察(以下簡稱本府警察局)警察分局： 

(1) 負責統籌所屬分駐(派出)所員警傳來之災情查報資料，並通報相關

權責單位處理。 

(2) 災害來臨前主動通報轄區分駐(派出)所前往轄內加強防災宣導，提

醒民眾提高警覺，並通知村（里）長或村（里）幹事。 

(3) 督導轄區分駐(派出)所於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應主動至轄內進

行災情查報，並將查證之災情迅速通報消防局、警察局及運用義

警、民防協勤人員執行災情查報相關工作。 

3. 分駐(派出)所： 

(1) 執行災情查報工作，並將災情通報消防分隊、所屬警察分局、轄區

村（里）長或村（里）幹事。 

(2) 運用所屬義警、民防協勤人員執行災情查報相關工作。 

(三) 民政系統： 

1. 宜蘭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民政處： 

(1) 督導所屬鄉(鎮、市)公所執行災情查報相關工作。 

(2) 追蹤管制、通報聯繫警察局、消防局與所屬鄉(鎮、市)公所傳來之

災情查報資料，並通報相關權責單位處理。 



2. 鄉(鎮、市)公所： 

(1) 將村(里)長及村(里)幹事所傳遞之災情查報資料，適時通報鄉(鎮、

市)長，並督導所屬村（里）長及村（里）幹事執行災情查報相關

工作。 

(2) 建立所屬地區村(里)長及村(里)幹事之聯絡名冊(格式如附件四)並

定期辦理測試作業，資料有更新者立即函報消防局修正。 

(3) 建立公所災情查報聯繫群組，維護並定期進行群組成員更新。 

(4) 每年防汛期前辦理村(里)長及村(里)幹事災情查報講習訓練。 

3. 村(里)長及村(里)幹事： 

(1) 於災害來臨前主動前往村（里）加強防災宣導，提醒民眾提高警覺，

若發現災害應將災害訊息通知消防、警察單位或鄉(鎮、市)公所，

並作適當之處置。 

(2) 如遇有無線電中斷時，則主動前往最近之警察、消防單位通報災情。 

二、 災害應變中心成立時： 

(一) 消防系統： 

1. 本府消防局： 

(1) 進駐縣級災害應變中心，負責統籌消防分隊傳來之災情查報資料，

並與應變中心內之警察局及其他相關單位所蒐集之災情資料實施

相互查證工作。 

(2) 督導所屬消防分隊執行災情查報相關工作。 

2. 本府消防局消防分隊： 

(1) 進駐鄉（鎮、市）災害應變中心，負責統籌義消及防宣隊災情查報

人員傳來之災情查報資料，並與應變中心內之警政及其他相關單位

所蒐集之災情資料實施相互查證工作。 

(2) 風災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期間每日 7 時 30 分前及 17 時前各至轄區進

行災情查報，並將災情照片回傳消防局。 

(3) 督導所屬義消及防宣隊災情查報人員執行災情查報相關工作。 

(4) 督導義消及防宣隊災情查報人員遇有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主動

至村（里）進行查報，並立即動員投入救災，及循消防系統逐級向

上或向應變中心陳報。 

3. 義消及防宣隊災情查報人員： 

(1) 每個村（里）至少應配置一或二名義消災情查報人員，該地區若無

配置義消，可洽請轄內及防宣隊或當地熱心人士擔任。 

(2) 前揭人員，遇有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應主動進行查報工作，採

取相關作為，並循消防系統逐級向上陳報。 

(3) 如遇有無線電中斷時，則應主動前往最近之警察、消防單位通報災

情。 



(二) 警政系統： 

1. 本府警察局： 

(1) 進駐縣級災害應變中心，負責統籌所屬分局傳來之災情查報資料，

並與應變中心內消防局及其他相關單位所傳遞之災情資料實施相

互查證工作。 

(2) 督導所屬分局執行災情查報相關工作及所屬義警、民防協勤人員協

助災情查報相關工作。 

2. 本府警察局警察分局： 

(1) 進駐鄉（鎮、市）災害應變中心，負責統籌所屬分駐（派出）所員

警傳來之災情查報資料，並與應變中心內消防及其他相關單位單位

所傳遞之災情資料實施相互查證工作。 

(2) 督導所屬分駐（派出）所執行災情查報相關工作及所屬義警、民防

協勤人員協助災情查報相關工作。 

(3) 災害來臨前主動通報轄區分駐（派出）所前往轄內加強防災宣導，

提醒民眾提高警覺，並通知村（里）長或村（里）幹事注意災情查

報工作。 

3. 分駐(派出)所： 

(1) 執行災情查報工作，並將災情通報消防分隊、警察分局。 

(2) 運用所屬義警、民防協勤人員執行災情查報相關工作。 

(三) 民政系統： 

1. 本府民政處： 

(1) 督導所屬鄉（鎮、市）公所執行災情查報相關工作。 

(2) 辦理縣級災害應變中心災情查報相關事宜。 

2. 鄉(鎮、市)公所： 

(1) 派員進駐鄉（鎮、市）級災害應變中心，將村（里）長及村（里）

幹事傳來之災情查報資料，與應變中心內消防、警政及其他相關單

位所傳遞之災情資料實施相互查證工作。 

(2) 啟動災情查報聯繫群組機制，通知成員進行災情查報作業，並上傳

EMIC 系統進行災情管制。 

(3) 督導所屬村（里）長及村（里）幹事執行災情查報相關工作。 

3. 村(里)長及村(里)幹事： 

(1) 災害來臨前主動前往村（里）加強防災宣導工作，提醒民眾提高警

覺，若發現災害應將災害訊息通知消防、警察單位或鄉（鎮、市）

公所，並作適當之處置。 

(2) 如遇有無線電中斷時，則應主動前往最近之警察、消防單位通報災

情。 

陸、災情查報通報項目： 



一、人員傷亡、受困情形。 

二、建築物損壞情形。 

三、淹水情形。 

四、道路受損情形。 

五、橋樑受損情形。 

六、疏散撤離情形。 

七、其他受損情形。 

前項災情查報通報項目應填載於災情查報表（如附件五），並檢附本府災情查報人員通報

作業細部流程圖（如附件六）。 

柒、災情查報人員應隨身攜帶災情查報聯絡卡(如附件七），俾利查報通報災情。 

捌、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修正之。 



 

 

宜蘭縣災情查報通報體系圖 

(災害應變中心未成立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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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蘭縣災情查報通報體系圖 

(災害應變中心成立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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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蘭縣大同鄉公所(民政系統)災情查報人員聯絡名冊 

更新日期:108 年 5 月 22 日 

查報責任區域 專責查報人員 
備註 

鄉、鎮、市 村、里、鄰 單位 職稱 姓名 聯絡電話 

大同鄉 01 寒溪村 大同鄉 村長 孫英花 0903-551280  

大同鄉 02 寒溪村 大同鄉 村幹事 呂知心 0911-179914  

大同鄉 03 崙埤村 大同鄉 村長 張春治 0911-218722  

大同鄉 04 松羅村 大同鄉 村長 高國華 0928-843833  

大同鄉 05 
松羅、崙埤

村 
大同鄉 村幹事 曾秀月 0912-344048  

大同鄉 06 復興村 大同鄉 村長 陳金旺 0937-845223  

大同鄉 07 樂水村 大同鄉 村長 高信正 0911-232117  

大同鄉 08 英士村 大同鄉 村長 呂紹維 0937-160868  

大同鄉 09 
復興、樂

水、英士村
大同鄉 村幹事 戴思亮 0911-355472  

大同鄉 10 茂安村 大同鄉 村長 李進財 0933-143987  

大同鄉 11 四季村 大同鄉 村長 黃金榮 0937-523126  

大同鄉 12 
茂安、四季

村 
大同鄉 村幹事 戴一鳴 0928-324757  

大同鄉 13 太平村 大同鄉 村長 李銘宜 0953-377698  

大同鄉 14 南山村 大同鄉 村長 林春雄 0921-930556  

大同鄉 15 
太平、南山

村 
大同鄉 村幹事 鄭 重 0928-513290  

註：本表以每一村(里)配置 1名災情查報人員為原則，並註明鄰別，轄內村(里)範圍過大時，

可配置 1名以上查報人員，並確實告知查報人員負責村(里)、鄰別。 

 

 

 

 

 

 



進駐應變中心名冊及各人員的連絡方式如下表： 

編組 

名稱 
姓名 原職 

連絡方式 

公 宅 行動 

指揮官 何勝立 鄉長 980-1101 980-9006 0911-395-078 

副指 

揮官 
陳成功 秘書 980-1102 956-4921 0905-130-142 

後勤 

支援組 

陳志墉 總務 980-1004＃132 0912-092-836 0912-092-836 

張石松 課員 980-1004＃111 989-9183 0920-072-451 

紀智翔 資訊幹事 980-1004＃147 968-0074 0928-615-630 

羅文義 主計室主任 980-1007 961-5830 0963-315-886 

黃福廷 人事室主任 980-1006 980-1006 0918-185-133 

災防 

業務組 

杜傳寶 民政課課長 980-1863 922-8342 0905-689-655 

林勇雄 民政課課員 980-1004＃195 989-3278 0905-368-906 

疏散 

撤離組 

劉智勇 農業課課長 980-1862 980-1260 0911-895-082 

王榮山 農業課技佐 980-1004＃127 （03）851-1263 0953-267-403 

工程 

搶修組 

曾家偉 財經課課長 980-1855 932-1953 0921-130-696 

周金發 財經課技士 980-1004＃125 980-2099 0978-086-829 

藍天豪 財經課技工 980-1004＃199 951-7387 0911-293-746 

清潔 

環保組 

陳文正 清潔隊隊長 980-2076 961-3282 0922-613-282 

邱家娟 清潔隊課員 980-1004＃180 0912-788-418 0912-788-418 

收容 

救濟組 

賴正蘭 社會課課長 980-1861 961-2005 0920-090-534 

陳枝榮 社會課辦事員 980-1004＃113 980-1246 0934-153-668 

觀光產業

組 
黃光輝 

觀光產業發展

課課長 
980-1103 936-6957 0939-042-586 

幼兒教育

組 
何小萍 幼兒園園長 980-1000 0988-927-206 0988-927-206 

文化圖書

組 
廖朝明 圖書館館長 980-1931 989-3910 0916-845-769 

警察組 沈志忠 
大同分駐所所

長 
980-1176 980-1176 0937-910-407 

消防組 張震祥 
大同消防分隊

小隊長 
980-1123 980-1123 980-1123 

醫療組 溫哲輝 
大同鄉衛生所

主任 
980-1175 980-1175 0910-511-605 

戶政組 林麗花 
大同鄉戶政事
務所主任 

980-1178 980-1178 980-1178 

國軍組 莊新隆 
宜蘭縣後備 
指揮部 

935-4418 922-3059 0912-035-689 



編組 

名稱 
姓名 原職 

連絡方式 

公 宅 行動 

災情通報

聯絡單位 

孫英花 
寒溪村 

村長 
951-7475 0903-551-280 0903-551-280 

呂知心 
寒溪村 

村幹事 
951-7475 0911-179-914 0911-179-914 

陳金旺 
復興村 

村長 
989-2690 989-3662 0937-845-223 

高信正 
樂水村 

村長 
980-1419 0911-232-117 0911-232-117 

呂紹維 
英士村 

村長 
980-1316 0937-160-868 0937-160-868 

戴思亮 
復興、樂水、英
士村村幹事 

980-1419 
989-2690 
980-1419 

935-2730 0911-355-472 

張春治 
崙埤村 

村長 
980-1174 0911-218-722 0911-218-722 

高國華 
松羅村 

村長 
980-1173 980-1218 0928-843-833 

曾秀月 
崙埤、松羅村 

村幹事 

980-1173 

980-1174 
0912-344-048 0912-344-048 

李進財 
茂安村 

村長 
980-9653 0933-143-987 0933-143-987 

黃金榮 
四季村 

村長 
980-9422 980-9352 0937-523-126 

戴一鳴 
茂安、四季村 

村幹事 

980-9653 

980-9422 
989-0131 0928-324-757 

李銘宜 
太平村 

村長 
980-9643 958-0413 0953-377-698 

林春雄 
南山村 

村長 
980-9140 980-9168 0921-930-556 

鄭  重 
太平、南山村 

村幹事 
980-9140 0928-513-290 0928-513-290 

自來水單

位 
吳安邦 

台灣自來水公

司第八區管理

處深溝給水廠

長 

923-3017 923-3017 0935-969-193 

電力 

單位 
游林騰涯 

臺灣電力公司

大同服務所所

長 

980-9600 925-5666 0933-772-823 



編組 

名稱 
姓名 原職 

連絡方式 

公 宅 行動 

電信 

單位 
王清佑 

中華電信宜蘭

營運處管理師 
9383174 9383174 0911-293-567 

水利 

單位 
吳忠信 

經濟部水利署

第一河川局工

程司 

932-4031＃215 954-7032 0939-875-318 

公路 

單位 
楊力銨 

公路總局第四

區養護工程處

獨立山工務段

段長 

980-9601 980-9601 0928-836-149 

林務 

單位 
李威震 

羅東林區區管

理處太平山工

作站主任 

980-9617 0921-142-648 0921-142-648 

 

 

 

 

 

 

 

 

 

 

 

 

 

 

 

 

 

 

 

 

 

 

 

 

 

 

 



減災、整備： 

一、準備防災應變包 

平時預防整備事項 

～多一分準備，多一份安心～ 

面對突如其來的災害，往往是毫無預警的，唯有透過事前完善的準備，評估自己與家人的需求

並擬定好面對災害的預防措施，才能從緊急情況中獲得支援與救助，將傷害降到最低。 

防災應變包的建議用品： 

1.食物、水 

水（請準備每人至少 3公升的水，以作為飲用及生活之所需。當然，對於隨身攜帶、可即食之

食物，以「平時吃得慣」為原則，並避免容易腐壞或冷藏的食物） 

2.急救藥品 

簡易急救箱、家人慣用藥品（慢性病、重大或特殊疾病藥品） 

3.工具 

收音機哨子、手電筒刀子、扳手或鉗子（以關閉水電煤氣設備）、備用電池開罐器 

4.蠟燭、童軍繩 

打火機手套、滅火器防災地圖 

4.衣物、棉被 

簡易且保暖的內、外衣褲、輕便的鞋子、毛毯或睡袋 

5.其他 

現金（零錢/鈔票、信用卡）、家庭重要文件（身分證件、健保卡、地契、保險資料，並放置在

防水的袋子內）、衛生用品（衛生紙、衛生棉、濕紙巾）、盥洗用品（牙刷、牙膏、洗髪精、沐

浴用品）、簡易雨衣、口罩、紙、筆 

防災應變包檢查表 

□ 水（每人至少 3公升） 

□ 食物（至少可應急三天、且不易腐壞的食

物） 

□ 收音機和電池 

□ 急救箱 

□ 哨子 

□ 衛生紙、衛生棉、濕紙巾 

□ 刀子、扳手或鉗子（以關閉水電煤氣設備）

 

□ 開罐器 

□ 防災地圖 

□ 口罩 

□ 特別家庭需求用品（如：個人藥品、嬰兒

奶粉或尿布） 

□ 個人重要文件（如：身分證、健保卡） 

□ 其他                          

 



 

 



二、擬定應變計畫 

1.家庭緊急應變計畫 

災害發生時，家人可能分散在各處，因此事先規劃好您和家人於緊急情況時的聯擊方法，並商

量不同情況下的緊急聯絡措施。 

（1） 如果發生緊急狀況，家庭成員可以撥打同一個朋友或親屬互相確認聯繫，並確認每位家

庭成員都有這個聯絡人的電話號碼。 

（2） 確認每位家庭成員都知道如何發送手機簡訊（SMS）。因為手機可能是您受困時唯一可對

外聯繫的管道。簡訊則可以在災害發生時，利用最少的手機電力，盡快地獲得他人的協

助。 

（3） 如果家庭成員擁有智慧行動裝置，請確認都知道如何開啟行動裝置定位服務（LBS）。當

您受困待援時，這個服務將可以透過智慧行動裝置使救援人員更快地找到您。 

位置服務（LBS）：是一種利用個人行動通訊裝置結合以 GIS 與 GPS 得知所在位置，被動或主動

取得目前四週環境實際相關的所有資訊。 

2.做好去留的計畫 

當災害發生時，請立即決定您和家人是否就地或異地避難。因為地方政府可能無法於第一時間

提供您有關災情和緊急應變的資訊，所以如果可以的話，應該收看電視、收聽廣播或是查詢網

路上的官方消息和指示，以便擬定去留的計畫。 

3.緊急狀況計畫 

平時應瞭解居住地有可能發生的自然和人為災難，以及如何獲得這些災害警告。各地的方法有

可能不盡相同，但最常用的方法是透過電視、廣播、村長電話通知或是警報聲。此外，當災害

發生時，應時時刻刻提高警覺、隨機應變，善用您手邊的資源或資訊，可以為您和家人做更多

地保障。 

4.臨時應變事項 

臨時判斷 

（1） 無立即性的危害時應就地避難並確保人身安全。 

（2） 有立即性的危害時應依照平時規劃之避難疏散路線進行緊急避難。 

（3） 接獲廣播或村長通知時依照指示進行避難疏散。 

遇到火災時： 

（1） 火勢尚未蔓延時，迅速使用滅火器（口訣：拉、瞄、壓、掃）進行滅火。 

（2） 火勢猛繿無法控制時，應就平時演練的模式，進行臨機判斷做緊急避難。 

4.火場逃生要訣 

（1） 進入公共場所，須先觀察逃生路線及安全梯道位置。 

（2） 火災時，逃生分秒必爭，尤應注意勿將時間浪費在穿衣服或尋找重要物品上，以免被困

火場無法逃生。 

（3） 當火災發生，欲開門逃離室內，應先觸摸門板及把手，如感覺門板相當熱，或手把十分

灼湯，切勿開門，以防門外火焰侵入而灼傷，應訊速另尋路線、出口逃生。 

（4） 開門見煙或逃出著火房間，須立即關門阻煙。 

（5） 察覺火災時，當梯道、安全梯道內無煙時，可循梯道向下逃生至火災樓層以下；若梯道

有濃煙，則不宜貿然進入。 

（6） 梯道或房內外有濃煙時，不宜冒險開門出，宜選擇留守待救，並防止煙侵入導致空氣對

流助燃。其方法以濕毛巾塞門縫，及停止空調，並堵住進風口。窗外有煙時不宜開窗，



無煙時才可開窗， 

（7） 在室內待救時，設法告知外面的人，你待救的位置，讓消防隊能順利將您救出。 

（8） 高樓火災切勿冒險自高樓跳下。 

5.避難疏散原則 

（1） 關閉所有瓦斯、電源開關，避免二次災害。 

（2） 攜帶防災應變包進行緊急避難疏散。 

（3） 確認集合地點，並掌握家庭中避難人數及位置。 

（4） 如遇火災時，進行避難疏散應摀住口鼻、盡量壓低身體前進。 

（5） 依照平時規劃之避難疏散路線進行，遵行避難三不原則–不語、不跑、不推，並聽從救

災人員指示。 

（6） 遵守警消人員之勸告遠離危險地區，確保生命安全。 

（7） 如因受困無法進行避難，請提高警覺、隨機應變。如果可以，請停留於安全、明顯的地

方等待救援。 

（8） 避難疏散建議自行開車，以免塞車影響避蔬疏散時效。 

6.家庭安全確認 

（1） 避難疏散至安全地點後應立即撥打緊急聯絡人的號碼報平安。 

（2） 家庭會合後，確認每個家人的身體狀況。 

（3） 隨時掌握最新災情資訊，確認住家安全無虞後才可返回家中。 

水災應往高處避難 

震災應往空曠處避難 

7.疏散避難標準作業程序 

（1）災前整備 

準備防災應變包、擬定應變計畫 

（2）災中應變 

警報發佈或災害發生 

判斷災情，決定就地避難或異地避難。 

（3）確認避難地點 

依疏散路線指示進行避難 

1.確保自身安全。2.親友聯繫會合。3.確認親友平安。4.等待疏散指示 5.掌握災情訊息。 

 

 

 

 

 

 

 

 

 

 

 

 



颱風災害篇 

一、颱風形成的原因 

在熱帶海洋上，海面因受太陽直射而使海水溫度升高，海水容易蒸發成水氣散布在空中，故

熱帶海洋上的空氣溫度高、溼度大，這種空氣因溫度高而膨脹，致使密度減小，質量減輕，

而赤道附近的風力微弱，所以很容易上升，發生對流作用，同時周圍之較冷空氣流入補充，

然後再上升，如此循環不已，終必使整個氣柱皆為溫度較高、重量較輕、密度較小之空氣，

這就形成了所謂的「熱帶低壓」。 

然而空氣之流動是自高氣壓流向低氣壓，就好像是水從高處流向低處一樣，四周氣壓較高處

的空氣必向氣壓較低處流動，因而形成「風」。在夏季，因為太陽直射區域由赤道向北移，

致使南半球之東南信風越過赤道轉向成西南季風侵入北半球，和原來北半球的東北信風相

遇，更迫擠此空氣上升，增加對流作用，再因西南季風和東北信風方向不同，相遇時常造成

波動和漩渦。這種西南季風和東北信風相遇所造成的輻合作用，和原來的對流作用繼續不

斷，使已形成為低氣壓的漩渦繼續加深，也就是使四周空氣加快向漩渦中心流，流入愈快時，

其風速就愈大；當近地面最大風速到達或超過每小時 62 公里或每秒 17.2 公尺時，我們就稱

它為颱風。（資料來源：中央氣象局） 

二、颱風強度等級劃分：（資料來源：中央氣象局） 

中央氣象局對颱風強度的劃分，是以近中心附近最大平均風速為準，分為 3 種強度，如下。 

 輕度颱風：每小時 62～117 公里，每秒 17.2～32.6 公尺，每小時 34～63 浬， 相當浦

福風 8～11 級。 

 中度颱風：每小時 118～183 公里，每秒 32.7～50.9 公尺，每小時 64～99 浬，相當浦

福風 12～15 級。 



 強烈颱風：每小時 184 公里以上，每秒 51.0 公尺以上，每小時 100 浬以上，相當浦福

風 16 級以上。 

三、認識豪(大)雨： 

雨量分級定義如下表所示：（資料來源：中央氣象局） 

 大雨：24 小時累積雨量達 80 毫米以上，或時雨量達 40 毫米以上之 降雨現象。 

 豪雨：24 小時累積雨量達 200 毫米以上，或 3 小時累積雨量達 100 毫米以上之降

雨現象。 

 大豪雨：24 小時累積雨量達 350 毫米以上之降雨現象。 

 超大豪雨：24 小時累積雨量達 500 毫米以上之降雨現象。 

四、颱風常帶來的災害： 

1. 風災：強風易吹毀電訊及電力線路、建築物、吹壞農作物，並使果實、稻麥脫粒掉落等，

強風是颱風造成災害的主因。 

2. 豪（大）雨：摧毀農作物，使低窪地區淹水。 

3. 海水倒灌：颱風或低氣壓接近時，如適逢漲潮將使海面比平時高，波浪湧上岸造成海水

倒灌，易造成沿海地區淹水。 

4. 土石流：暴雨夾帶崩坍的土石向下輸送，常使河道涮深及兩岸崩坍，下游土石堆積亦會

埋沒道路、房屋及良田。 

5. 鹽風：海風含有多量鹽分吹至陸上，可使農作物枯死，有時可導致電路漏電等災害。 

6. 山崩：暴雨時沖刷山石，使山石崩落，擊毀房屋、死傷人畜、阻礙交通，沿山之公路常

發生此種災害。 



五、颱風前的準備工作： 

1. 平時不可疏忽大意，要有關心天氣預報的習慣，甚至是豪大雨也要注意。 

2. 熟悉住家附近環境及避難場所，了解住家周圍位置、地形、地質、以往發生的災害及其

相應對策，並確認避難地點和避難路線。 

3. 鄉民可利用手機下載水利局/防災資訊網」或輸入 https://www.wra.gov.tw/「查詢各項

防災及水情資訊，以做為防災整備之參考。 

4. 隨時撥聽「 166」、「 167」氣象服務電話，或收聽廣播電臺、電視播 報的最新颱風消

息，亦可利用電話機、傳真機、個人電腦或工作站等設備，透過傳真回覆系統（ FAX ON 

DEMAND ）、電子佈告欄（ BBS ）及全球資訊網（ WWW ）等各種不同管道隨時取得最新

颱風消息。 

5. 準備收音機、打火機、手電筒、電池及手機電池，並儲存三、四天食物、蔬果及乾糧，

以防斷電、停水與缺糧。 

6. 颱風來臨前，應檢修屋頂、門窗及牆壁，並使排水溝保持通暢，以免積水。 

7. 花木果樹應剪修或加支架，屋外懸掛的廣告、招牌以及雜物應即取下或釘牢固定，以防

被強風吹毀。 

六、颱風來臨時注意事項： 

1. 颱風警報訊息發布後，（https://yidp.e-land.gov.tw/Default.aspx）宜蘭縣防災災資

訊網，查看各項颱風訊息及注意事項。 

2. 海上陸上颱風警報發布後，住在低窪、海邊地區及靠近山邊房舍居民 應趕緊遷往安全地

帶，以防浪（暴）潮、淹水、土崩、山洪及房屋倒塌。 

3. 如住宅堅固、環境安全應儘量避免外出，以策安全。 



4. 停電時，盡量使用手電筒，避免使用燭火。 

5. 發現受災傷患及被困婦孺，協助搶救，如無法搶救請立刻通知警察機關或消防單位設法

協助。 

6. 看到掉落電線，應立即通知電力公司處理，不可用手觸摸。 

7. 颱風期間不可至海岸、溪流或堤防上觀浪、戲水、撿拾石頭及釣魚，也勿前往登山，以

免發生危險。 

8. 車輛行駛中遇強風侵襲，應停靠路邊或找安全處所掩避。 

七、颱風過後的處置： 

1. 颱風剛過應避免外出。 

2. 收聽收音機、看電視或網路，確定颱風離開後始可外出。 

3. 颱風過後部分水溝、坑洞被水淹蓋潛伏危險性，務必小心，請勿強行通過。 

4. 外出時，隨時注意是否有物品掉落。 

5. 發現淹水或交通受阻，請盡快通知 119 或 110 處理。 

6. 災害過後打電話報平安應長話短說，避免佔線。 

 

 



 



土石流災害篇 

一、認識土石流災害 

容易發生土石流災害的地區包括上游崩塌地滑區、溪流流動時兩岸易崩塌區及下游谷口扇狀

地等，土石流一旦發生，常造成交通中斷，危害當地居民房舍、生命財產安全，因此，如何

預防災害、加強災害管理、增強防救災工作至為重要，居住在這塊土地上的每一個人，都應

該要學習如何與土石流安然共存。 

1. 土石流：係指泥、砂、礫及巨石等物質與水之混合物，受重力作用所產生之流動體，

沿坡面或溝渠由高處往低處流動之自然現象。 

2. 土石流發生條件：  

o 雨水多：充分之水分能降低土石流中土砂間的摩擦力，使固態物質流動。 

o 土石多：足夠的鬆散土砂提供土石流中所需的固態物質。 

o 坡度大：足夠大的斜面坡度讓土石流有流動的動力，使土石流克服摩擦力

後繼續向低處流動。 

3. 土石流發生徵兆：附近有山崩發生，野溪流量突然增加或減少， 有異常山鳴，河水

變渾濁並夾雜枯木，溪流有石頭之摩擦聲音。 

4. 土石流易發生區域：上游崩塌地滑區，溪流兩岸易崩區，下游谷口扇狀地。 

二、大同鄉土石流潛勢分布 

本鄉境內多為坡度在 55%的山坡地形，在雨量及地質條件的影響下，較其他地區更容易產生

坡地災害。本鄉近年的坡地災害，以民國 100 年的 1001 豪雨所造成的影響為最，據統計，

1001 豪雨共造成本鄉 6處的坡地災害，災害的類別以土石流及崩塌為主。 



大同鄉土石流潛勢溪流計 43 條分布於（資料來源：土石流防災資訊網）： 

縣市 鄉鎮市 村里 
土石流潛勢溪流

編號 
重要地標 

參考雨量站 

第一參考/第二參考 
警戒值 

宜蘭縣 大同鄉 樂水村 宜縣 DF062 智腦堤防 樂水分校/ 梵梵(2) 500 

宜蘭縣 大同鄉 樂水村 宜縣 DF061 智腦堤防 樂水分校/ 梵梵(2) 500 

宜蘭縣 大同鄉 樂水村 宜縣 DF060 碼崙橋 樂水分校/ 梵梵(2) 500 

宜蘭縣 大同鄉 復興村 宜縣 DF143 牛鬥派出所 清水/ 牛鬥 500 

宜蘭縣 大同鄉 復興村 宜縣 DF090 復興橋 清水/ 牛鬥 500 

宜蘭縣 大同鄉 復興村 宜縣 DF089 
清水地熱發電

場 
清水/ 牛鬥 500 

宜蘭縣 大同鄉 復興村 宜縣 DF088 
地熱發電試驗

場 
清水/ 牛鬥 500 

宜蘭縣 大同鄉 復興村 宜縣 DF087 清水溫泉 清水/ 牛鬥 500 

宜蘭縣 大同鄉 寒溪村 宜縣 DF149 寒溪農場 寒溪/ 寒溪 500 

宜蘭縣 大同鄉 寒溪村 宜縣 DF086 寒溪國小 寒溪/ 寒溪 500 

宜蘭縣 大同鄉 寒溪村 宜縣 DF085 寒溪大橋 寒溪/ 寒溪 500 

宜蘭縣 大同鄉 崙埤村 宜縣 DF053 崙埤橋 玉蘭/ 牛鬥 500 

宜蘭縣 大同鄉 崙埤村 宜縣 DF052 崙埤風雨球場 玉蘭/ 牛鬥 500 

宜蘭縣 大同鄉 崙埤村 宜縣 DF051 泰雅生活館 玉蘭/ 牛鬥 500 

宜蘭縣 大同鄉 英士村 宜縣 DF059 
四季國小英士

分校 
樂水分校/ 梵梵(2) 500 

宜蘭縣 大同鄉 英士村 宜縣 DF058 英士山莊 樂水分校/ 梵梵(2) 500 

宜蘭縣 大同鄉 茂安村 宜縣 DF144 志航橋 留茂安/ 土場(1) 500 

宜蘭縣 大同鄉 茂安村 宜縣 DF071 有澗橋 留茂安/ 土場(1) 500 

宜蘭縣 大同鄉 茂安村 宜縣 DF070 茂安橋 留茂安/ 土場(1) 500 

宜蘭縣 大同鄉 茂安村 宜縣 DF069 德荃橋 留茂安/ 土場(1) 500 

宜蘭縣 大同鄉 茂安村 宜縣 DF068 嘉惠橋 留茂安/ 土場(1) 500 

宜蘭縣 大同鄉 茂安村 宜縣 DF067 嘉興橋 留茂安/ 土場(1) 500 

宜蘭縣 大同鄉 茂安村 宜縣 DF066 
台 7 甲線 8K 對

岸 
留茂安/ 土場(1) 500 

宜蘭縣 大同鄉 茂安村 宜縣 DF065 台 7 甲線 7.8K 留茂安/ 土場(1) 500 

宜蘭縣 大同鄉 南山村 宜縣 DF084 章傑橋 南山/ 武陵 500 

宜蘭縣 大同鄉 南山村 宜縣 DF083 星文橋 南山/ 武陵 500 

宜蘭縣 大同鄉 南山村 宜縣 DF082 家驤橋 南山/ 武陵 500 

宜蘭縣 大同鄉 南山村 宜縣 DF081 南山國小 南山/ 武陵 500 

宜蘭縣 大同鄉 南山村 宜縣 DF080 可法橋 南山/ 武陵 500 

宜蘭縣 大同鄉 南山村 宜縣 DF079 台 7甲線29.2K 南山/ 武陵 500 

宜蘭縣 大同鄉 南山村 宜縣 DF078 美優橋 南山/ 武陵 500 



宜蘭縣 大同鄉 松羅村 宜縣 DF057 松羅橋 玉蘭/ 牛鬥 500 

宜蘭縣 大同鄉 松羅村 宜縣 DF056 松羅天主堂 玉蘭/ 牛鬥 500 

宜蘭縣 大同鄉 松羅村 宜縣 DF055 玉蘭橋 玉蘭/ 牛鬥 500 

宜蘭縣 大同鄉 松羅村 宜縣 DF054 玉蘭橋 玉蘭/ 牛鬥 500 

宜蘭縣 大同鄉 四季村 宜縣 DF077 四季一號橋 四季/ 南山 500 

宜蘭縣 大同鄉 四季村 宜縣 DF076 四季國小 四季/ 南山 500 

宜蘭縣 大同鄉 四季村 宜縣 DF075 四季二橋 四季/ 南山 500 

宜蘭縣 大同鄉 四季村 宜縣 DF074 台 7 甲線 20K 四季/ 南山 500 

宜蘭縣 大同鄉 四季村 宜縣 DF073 碧水橋 四季/ 南山 500 

宜蘭縣 大同鄉 四季村 宜縣 DF072 敦厚橋 四季/ 南山 500 

宜蘭縣 大同鄉 太平村 宜縣 DF064 多望橋 土場(1)/ 池端 500 

宜蘭縣 大同鄉 太平村 宜縣 DF063 土場巷 40 號 土場(1)/ 池端 500 

 
 

 

 



三、土石流防災須知 

1. 隨時注意防災資訊：要有關心天氣預報的習慣，甚至豪雨也要注意。 

2. 緊急防災包：放置在隨手可拿到的地方，以便災害發生時能攜帶緊急防災包避難；防災

包內應備物品如下，且每半年需檢查更新 1次。  

o 水、食物：高熱量食物、摺疊水帶、水 330ml﹡10。（每人需準備 3 天水及食物）。 

o 緊急醫療包：個人常用藥包、止血扣環、三角巾。 

o 保暖用品：輕便雨衣、暖暖包、求生毛毯。 

o 工具：螢光棒、手電筒、收音機、哨子、壓縮毛巾、垃圾袋、盥洗用具、重要證

件影本、多功能萬用鉗。 

四、檢視自己是否住在土石流危險區： 

1. 住家附近是否有小野溪？ 

2. 山上是否曾發生過土石坍方？ 

3. 鄰近地區是否曾經發生過土石流？ 

4. 是否於公告危險區域內？ 

5. 附近道路及房屋牆壁是否有異常裂縫？ 

6. 擋土牆或堤防是否異常龜裂？ 

7. 坡地上植物或電線杆等標誌是否傾斜？ 

五、可由下列方式獲取土石流警戒區發布的訊息。 

1. 電視新聞跑馬燈、廣播。 

2. 水土保持局土石流防災資訊網（http://246.swcb.gov.tw）。 



六、疏散避難方式： 

1. 災害預警發佈或發生時，依防災地圖或事前規劃之疏散避難方式至當地緊急避難處所。 

2. 盡量利用現有道路。 

3. 向溪流兩側高地疏散。 

4. 勿穿越土石流潛勢溪流。 

5. 不經過危險路段或坡地。 



 



地震災害篇 

認識地震 

臺灣位於環太平洋地震帶上，受到板塊擠壓作用的影響導致地震頻繁。地震引致之大規模破壞

是所有自然災害中最具毀滅性的災害類型。常見的直接性破壞包括斷層破裂、地表錯動、山崩、

地裂、土壤液化、橋梁損害及建築物損害等。 

地震發生的原因：地震可分為自然地震與人工地震（例如：核爆） 

一般所稱之地震為自然地震，依其發生之原因又可分為： 

1. 構造性地震。 

2. 火山地震。 

3. 衝擊性地震（例如：隕石撞擊）。 

其中又以板塊運動所造成的地殼變動（構造性地震）為主。 由於地球內有一種推動岩層的應力，

當應力大於岩層所能承受的強度時，岩層會發生錯動（Dislocation），而這種錯動會突然釋放

巨大的能量，並產生一種彈性波（Elastic waves），我們稱之為地震波（Seismic waves），

當它到達地表時，引起大地的震盪，這就是地震。（資料來源：中央氣象局） 

地震前防災準備 

平時做好各項準備工作，才能於災害來臨時不慌不忙，做出最好的應變行動，以減少人命傷亡

及財物損失。 



1. 召開家庭防災會議：災害無法預知發生時間，為了讓家人預先知道避難逃生路線及方法，

必須針對居家可能發生危險因子擬定對策改善，並預先想好地震發生時可以躲避位置，

且在家經常演練。此外，確認外出、上下學分散無法立即回家時的集合地點。 

2. 緊急防災包：放置在隨手可拿到的地方，以便地震發生時可依照逃生計畫攜出緊急避難；

防災包內應備物品如下，且每半年需檢查更新 1次。 

1. 水、食物：高熱量食物、摺疊水帶、飲用水 330ml﹡10。（每人需準備 3天份飲用

水及食物）。 

2. 緊急醫療包：個人常用藥包、止血扣環、三角巾。 

3. 保暖用品：輕便雨衣、暖暖包、求生紙毯。 

4. 工具：螢光棒、手電筒、收音機、哨子、壓縮毛巾、垃圾袋、盥洗用具、重要證

件影本、多 功能萬用鉗。 

3. 屋內安全總檢點：室內空間佈置時應保持避難路線順暢，櫥櫃、家具、燈具應固定以防

止翻倒、移動、掉落。 

4. 加強鄰里交流連繫：平時應多與鄰居聯繫交流，並一起參加社區防救災訓練以強化救災

知識及技能，於遭遇災害時能在自助、互助中減少傷亡及損失。 

地震發生時基本概念：DCH 

地震發生時，最重要的就是保護自身的安全，尤其是保護頭、頸部避免受傷，全世界防災機構

及專家均認同地震發生時最安全的動作就是立即採「趴下(Drop)、掩護(Cover)、穩住(Hold On)」

的動作 ，躲在桌下或是牆角；躲在桌子下時，同時握住桌腳，當桌隨地震移動時，桌下的人可

隨著桌子移動，形成防護屏障，避免受傷。 

地震發生時身處室內應變方式 



1. 地震時會有強烈搖晃，造成玻璃、燈具、雜物等掉落，勿慌張奔跑，須立即就地躲在堅

固桌子下並抓住桌腳或以低姿勢蹲在柱子旁，並保護頭部，避免被掉落物砸傷。 

2. 遠離隔間牆、酒櫃、櫥櫃、衣櫃…等家具，以免搖晃倒塌，或因地板搖動，造成大型家

具、電器左右移動擠壓，而造成傷害。 

3. 避難逃生時須穿上厚底的拖鞋或皮鞋，避免踩到地板散落的玻璃、陶瓷等碎片或尖物而

受傷。 

4. 確保出口暢通：地震搖晃停止後，立即將門、窗戶打開，以確保隨時能避難。 

5. 在辦公室、車站、百貨商場等公共場所發生地震時，仍應以就地避難為原則，立即尋找

掩蔽物，避開玻璃、櫥櫃、燈具等易掉落物，蹲下並保護頭頸部，當搖晃停止後，聽從

現場服務人員引導，不推不擠不跑，依序從容避難。 

6. 逃生避難時不可搭乘電梯，應走樓梯，以免電梯故障受困。 

7. 乘坐電梯遇上地震時，應將電梯停在最近的樓層並且快速離開，如電梯故障應立即按緊

急通知鈕或請 119 協助救援。 

地震發生時身處室外應變方式 

1. 街道行走應小心路樹倒塌、電線掉落，以及招牌、冷氣機、花盆、屋瓦、碎玻璃…等物

品砸落；保護頭部，迅速前往就近避難處所或空曠處避難。 

2. 應遠離斜坡、懸崖峭壁，小心落石、山崩。 

3. 在海邊及河口低窪處，應立即往較高地勢避難，以防海嘯來襲。 

4. 車站：從站臺迅速移至附近柱子旁，注意掉落物避免被砸傷，當無法移動時，應蹲下保

護頭部待搖晃停止，依車站工作人員指示行動。 

5. 搭乘火車、捷運等運輸工具時，若坐在座位上，應用物品保護頭部，站立時應即緊握扶

手或吊環，車停後聽從站務人員避難疏散。 



6. 車輛行駛中發生地震時，應緊握方向盤，勿緊急煞車，將車速慢慢降下來，並將車輛靠

右停放道路旁及熄火，於離開車子進行避難時，鑰匙不要拔出，車門亦不要上鎖，以便

緊急車輛通行時可移動車子。 

7. 高速公路：為避開與其他車輛發生衝撞，應將車輛緩慢減速，在車道的右側停車，利用

收音機確認周圍交通狀況。 

8. 隧道：天井和牆壁有可能會發生崩塌，若能看到前方出口，則以低速駛出隧道。若處於

較長隧道中，則靠右側停車，把車鑰匙留在車上，從緊急出口逃生。 

地震後注意事項 

1. 確認家人及鄰居有無人員受傷，必要時立即給予協助。 

2. 檢查瓦斯管線是否受損，若有損壞漏氣，馬上關閉開關並應輕輕打開窗戶讓瓦斯飄散，

並通知消防隊與瓦斯公司（瓦斯行）派員處理。（如有聞到瓦斯味，勿使用火柴、開或

關任何電器，以免產生火花引起爆炸。） 

3. 地震後檢查電線及電氣設備是否受損，並關掉電源，防止火災。 

4. 檢查水管是否受損，並將自來水總開關關閉。 

5. 避難時，要留下自己和家人是否安全、至何處避難等資訊並將門鎖好後再前往避難。 

6. 疏散時穿著厚底鞋子或皮鞋避免受傷；避難時勿開車，讓道路保持暢通以利救災車輛通

行。 

7. 地震災害發生後，盡量少打電話，如有需要盡量長話短說，以保持通訊暢通，並請多利

用 1991 留言平臺留言。 

8. 不要觸碰斷落電線，避免觸電發生危險。 



 

 



 
重大火災篇 

重大火災定義  

一般定義指火災持續擴大燃燒，可預期災害傷亡或損失重大者。或是指火災造成 15 人以上傷亡、

失蹤或造成財物嚴重損失，或火災發生地點在重要場所（政府辦公廳舍）或重要公共設施（人

潮聚集場所），造成多人死亡或失蹤。 

火災依不同燃燒的物質，區分為四大類  

1.普通火災： 

一般可燃性固體，如木材、紙張、衣服、塑膠、橡膠、廢料等易燃物質所引發之火災稱之，而

建築物之火災即屬於此類。 

滅火方式：使用水或含有大量水分的溶劑滅火，使燃燒物溫度降低後將火災撲滅。 

2.油類火災： 

由可燃性液體、可燃性氣體與固體油脂類等物質所引起之火災，如石油、乙烷氣、乙炔氣、機

油、燃料油、溶劑、酒精、油霧、液化石油氣等。 

滅火方式：最有效的方法為掩蓋法，藉由將氧氣隔離並使之窒熄。此外如移開可燃物或降低溫

度亦可以達到滅火效果。禁止使用大量的水灌注，避免助長火焰蔓延；常用乾化學劑滅火劑。

例如，二氧化碳、泡沫等。 

3.電氣火災  

由電器、變壓器、配電盤、馬達、開關設備、接線盒、其他通電線路等電氣設備所引起之火災，

多為電力使用不當所致。 

滅火方式：須使用非導電滅火劑，如乾化學劑、二氧化碳滅火劑來撲滅；這類火災具導電性，

使用泡沫及水等方式撲滅火勢會導致救火人員觸電，因此不宜使用泡沫及水撲滅火勢。 



4.金屬火災  

由可燃性金屬，如鉀、鈉、鈦、鋁、鎂等易氧化類金屬或浸水性物質所引起的火災。 

滅火方式：這類物質燃燒時溫度甚高，僅能使用特種金屬化學乾粉將其撲滅；不能使用普通滅

火劑撲滅，因燃燒物會與滅火劑發生化學作用進而助長火勢。 

 

 



呼吸心跳停止處理-心肺復甦術(CPR+AED) 

當患者不幸發生呼吸心跳停止時，腦部便會因得不到血液灌流而缺氧，依據醫學文獻，當腦部

細胞在缺氧短短 4分鐘內即會產生不可逆的損傷甚至死亡，而救護人員即使火速到達現場，也

難以趕上腦細胞的受損時間。但若由目擊者馬上施以援手，盡快地心肺復甦術(CPR)和使用自動

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即 AED)，就大有可能使他恢復心跳，甚至能康復出院。換句話說，你我都

可能是彼此最佳的救命天使！而急救口訣也相當簡單，叫、叫、壓、電(或叫、叫、C、D)，就

讓我們一塊來學習吧。 

說明： CPR+AED 急救口訣：叫、叫、壓(C，compress)、電(D，defribrillation)。  

1. 叫：叫病人。確認有無反應。 

1. 叫：求救。向 119 報案，並聽從執勤人員指示，同時找幫手並設法取得 AED。 

1. 壓(C)：壓胸。掌根置放於兩乳頭連線中央，用力壓、快快壓(1 秒 2 下)、胸回彈、莫中

斷。 

1. 電(D)：使用 AED，打開電源，貼上貼片，聽從 AED 指示操作後立刻回復 CPR。 

叫叫壓電-民眾簡易版成人心肺復甦術  



 

異物梗塞之處理-哈姆立克法 

人們可以幾天不吃飯，卻不能好幾秒不呼吸！當病人不幸噎到時，異物便有可能造成其呼吸道

輕微或是嚴重的堵塞，使得病人呼吸困難，甚至造成死亡！但這時若由目擊的我們及時施以急

救，就有可能解除病人的生命危險！以下介紹碰到異物梗塞時的一般處理： 

一、輕度異物哽塞：傷病患可能會有兩手掐住脖子、不斷咳嗽的徵候。 

(一)立即詢問傷病患或家屬「病人噎到了嗎?」。 

(二)鼓勵傷病患咳嗽，絕不要去干擾傷病患自發性的咳嗽和出力的呼吸。 

二、重度異物哽塞(傷病患清醒)： 

傷病患咳嗽聲音逐漸微弱或沒有咳嗽、呼吸更加困難或不能呼吸、吸氣時有高頻率的雜音、發

紺、不能說話或全身軟弱，可能會有兩手掐住脖子的徵候。 

(一)立即詢問傷病患或家屬：「傷病患噎到了嗎?」。 

(二)若傷病患點頭表示或無法發出聲音時，應立即在傷病患後面使雙腳成弓箭步， 前腳膝蓋置

於傷病患胯下，上半身靠近或貼緊傷病患背部以穩住傷病患。 

(三)一手握拳(大拇指與食指形成之拳眼面向肚子)放於上腹部正中線，位置於肚臍上緣，另一

手抱住放好之拳頭，若無法實施腹部推擠應考慮胸部按壓，例如：懷孕後期或肥胖者。 

(四)雙手用力向傷病患的後上方快速瞬間重複推擠，且隨時留意是否有異物吐出，直到傷病患

意識喪失或異物被排除為止。 

(五)若異物無法排除且傷病患意識喪失而癱在施救者身上時： 



請讓病人平躺並開始進行心肺復甦術(CPR)。若在 CPR 當中看到異物出現於病人口腔，可以嘗試

用手指移除。  

哈姆立克 1  

哈姆立克 2  



哈姆立克 3  

 

 

 

 

 

 

 

 

 

 

 

 

 

 

 

 

 



大同鄉各村簡易疏散避難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