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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海端鄉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07年 5月 2 日部分修正 

壹、依據： 

  本要點依據災害防救法第 12條第 2項規定訂定之。 

貳、任務： 

  為有效推行、掌控及管制各種災害防救應變措施，本鄉依災害防

救法設置「臺東縣海端鄉災害應變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其任務

如下： 

  一、指揮、督導、協調及處理各項災害應變措施。 

  二、隨時瞭解並掌握各種災害狀況動態，即時通報相關單位及傳遞

災情。 

  三、災情及損失之蒐集、評估、彙整、報告、管制、處理等事項。 

  四、在災區內需實施災害應變措施時，對有關機關（單位）及各村

做必要之防救應變指示，並向上級機關請求相關支援協助。 

  五、加強防救災害有關機關之縱向、橫向聯繫。 

  六、推動災害防救相關事宜。 

參、編組： 

  一、本中心係一臨時成立之任務編組，設指揮官一人、副指揮官一

人、執行長一人、執行秘書一人及各任務編組所組成。 

   指揮官由鄉長兼任，副指揮官由鄉公所秘書兼任，執行長由鄉

公所民政課長兼任，執行秘書由鄉公所災害防救業務承辦人兼

任，其他任務編組人員由各相關機關（單位）兼任，詳如附表。 

  二、本中心編組計分為十六組，其任務分工如下： 

 

 



臺東縣海端鄉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 

 

海端鄉  2 

 

編組名稱 組成單位（人員） 任      務 

指揮官 海端鄉鄉長 綜理本鄉災害防救指揮事宜。 

副指揮官 海端鄉公所秘書 
襄助指揮官處理本鄉災害防救各項事

宜。 

執行長 海端鄉公所民政課 
襄助指揮、副指揮官處理本鄉災害防救

各項事宜。 

執行秘書 
海端鄉公所災害防

救業務承辦人 

襄助指揮官、副指揮及執行長處理災害

防救事宜。 

 

編組名稱 組成單位（人員） 任      務 

一 民政組 
海端鄉公所民政課 

（課長兼任組長） 

一、辦理防災教育、防災演練及災害處理

事宜。 

二、規劃及推動災害防救計畫、防救措施

及對策。 

三、依規定成立本中心，排定本中心進駐

人員輪值表，聯絡輪值人員進駐，辦

理進駐人員值班費申請事宜。 

四、督導本中心之設置、作業及災害防救

整備、災情蒐集及通報等事項。 

五、災後環境清理復舊事宜。 

六、負責災情新聞發布與災害防救政令

宣導等事項。 

七、督導本中心各組執行災害防救相關

事項。 

八、協調國軍支援各項災害之搶救及災

區復原等事宜。 

九、軍方支援部隊接待、指示及安置等事

項。 

十、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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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會組 
海端鄉公所社會課 

（課長兼任組長） 

一、救災物資之籌備及儲存事項。 

二、災民收容之規劃、指定、分配佈置管

理事項。 

三、災民登記、接待、統計、查報及管理

事項。 

四、災民救濟口糧、救濟金應急發放事

項。 

五、各界捐贈物資之接受與轉發事項。 

六、協助罹難者辦理喪葬善後有關事宜。 

七、辦理罹難者補助款核定有關事項。 

八、住屋倒毀查報、統計及申請救助事

項。 

九、臨時災民收容及人員傷亡、失蹤、住

屋倒毀救助事項。 

十、其他社會救助(濟)有關事項。 

三 財建組 
海端公所財建課 

（課長兼任組長） 

一、有關防救災害財源籌措及經費支用

等相關事宜。 

二、災害時整備物資(重型機具及各類防

災物)之儲運、運動、供給。 

三、辦理道路、橋樑、堤防、建築物(含

施工中)工程災害搶險與搶修協調、

聯繫(含所需機具、人員調配)、復原

及災情查報傳遞統計宜事宜。 

四、危險建築物、構造物限制使用或拆除

與應即時補強事項。 

五、鄉管河川綜合性治水措施之執行、疏

浚措施、河川水位及洪水預警之提供

與通報事項。 

六、其他有關水利災害防救事項。 

七、辦理稅捐減免事宜。 

八、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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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農業組 
海端公所農觀課 

（課長兼任組長） 

一、辦理農、林、漁、牧災情查報、設施

防護、搶修與善後處理工作等事宜。

二、災害時救急物資(農作物種子、

肥料)之整備、運用、供給。 

三、農業病蟲害防治。 

四、有關水土保持災害防救事項。 

五、推動農林業防災事宜。 

六、有關林木災害損失調查。 

七、有關林務災害防救事項。 

八、有關農、林、漁、牧業災害緊急搶救

及災情蒐集查報事項。 

九、辦理農、林、漁、牧業災害救助(濟)

有關事項。 

十、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五 幕僚組 
海端鄉公所人事室 

（主任兼任組長） 

一、災害應變中心辦公處所之佈置、電訊

之裝備維護及照明設備之維持等事

項。 

二、協助相關災害新聞資訊發布。 

三、有關防救災害經費支用等事宜。 

四、提供相關停止上班上課訊息。 

五、其有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六 清潔隊 
海端鄉清潔隊 

（隊長兼任組長） 

一、辦理災後家戶消毒衛生改善之輔導

及傳染病之預防事項。 

二、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七 消防組 

臺東縣消防局關山

大隊海端消防分隊 

（小隊長兼組長） 

一、負責災害現場人命搶救、救生、到院

前緊急救護有關事宜。 

二、辦理有關救災、救援、消防通訊等設

施之充實及整備事項。 

三、協助本中心幕僚作業、防災教育訓練

及演習事項。 

四、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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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警察組 

臺東縣警察局關山

分局海端分駐所 

（所長兼組長） 

一、負責災區屍體處理、緊急疏散、現場

警戒、治安維護、交通管制、犯罪偵

防、秩序維持等相關事項。 

二、車、船、航空器等重大交通事故現場

協助搶救處理之相關事項。 

三、負責災害期間災區與交通狀況之查

報。 

四、辦理民眾大量傷亡查報有關事項。 

五、辦理警政災情蒐集彙整及通報有關

事項。 

六、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九 衛生組 
海端鄉衛生所 

（主任兼組長） 

一、辦理傷、病患緊急救護醫療有關事

項。 

二、災區救護站之規劃、設立、運作與藥

品衛材調度事項。 

三、災區民眾心理創傷之預防與輔導相

關事宜。 

四、災區防疫之監測、通報、調查及相關

處理工作。 

五、災區傳染病之防治與食品衛生管理

事項。 

六、協調各醫院、衛生所及衛生機關發生

災害應變處理。 

七、災害時救急物資（醫療器材、藥品）

之儲備、運用、供給。 

八、執行緊急醫療事項。 

九、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十 
公  路 

維護組 

關山工務段 

（段長兼組長） 

一、省公路、橋樑災害搶救（險）事項。 

二、有關省公路、橋樑災情蒐集事項。 

三、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十

一 

自來水

維護組 

臺灣省自來水公司

第十區管理處池上

營運所 

（主任兼組長） 

一、負責自來水輸配水管線緊急搶修與

復原等事宜。 

二、緊急調配供水事項。 

三、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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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電  力 

維護組 

臺灣電力公司臺東

區營業處關山服務

所（主任兼組長） 

一、負責電力輸配、災害緊急搶修、截斷

電源與災後迅速恢復供電之復原等

事宜。 

二、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十

三 

電  信 

維護組 

中華電信南區臺東

營運處關山服務中

心（主任兼組長） 

一、負責電信輸配、災害緊急搶修與電信

恢復等事宜。 

二、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十

四 
林務組 

臺東林區管理處關

山工作站 

（主任兼組長） 

一、負責提供山區地形圖表及山區災害

人員搜尋方法及駐紮營場所之建議。 

二、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十

五 
通報組 

加拿村村長、村幹

事 

崁頂村村長、村幹

事 

海端村村長、村幹

事 

廣原村村長、村幹

事 

霧鹿村村長、村幹

事 

利稻村村長、村幹

事 

一、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應主動前

往各轄區住戶加強防災宣導，提醒

民眾提高警覺。 

二、發現災害時，應將災害訊息通知本中

心、消防單位及警察單位，並作適當

之處置。 

三、協助災民安置及發放救濟品等事宜。 

四、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十

六 
國軍組 

臺東地區指揮部、

臺東憲兵隊、臺東

縣後備指揮部 

一、依災情判斷，無法因應災害處理，需

申請當地國軍支援時，應依協定管

道申請，由縣府透過國軍單位協調

有關支援災害防救作業細節，簽訂

相互支援協定書，並予部隊保持協

調聯繫，以利災害任務之達成。 

二、當地國軍接受申請時，應依申請事項

及軍力所蒐集災情研判後，派遣適

當部隊、裝備支援協助。 

三、災情擴大需增派兵力或特種機具支

援時，立即向上級申請國軍支援，強

化救災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