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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海端鄉因應天然災害地區疏散撤離計畫 

一、 依據 

  （一）災害防救法第二十四條、三十一條。 

  （二）臺東縣政府因應天然災害嚴重地區疏散撤離安置計畫。 

二、目的 
    （ㄧ）為因應天然災害之發生，海端鄉（以下簡稱本鄉）易受災地區

於災害發生前或有發生之虞時，臺東縣海端鄉公所(以下簡稱本

所)可順利疏散居民，引導居民至安全避難處所，強化應變處理

之能力。 

  （二）提昇本鄉民眾平時之減災準備及災害來臨時之應變能力，降低

災害對生命、財產的損害。 

三、適用對象 

指水土保持局公布潛勢溪流之保全戶、土石或地質潛在危害的地區及

地勢低潌易淹水的地區或因地質敏感危害逃生運輸而易形成孤島效

應的地區；應優先進行疏散撤離及避災準備。 

   

海端鄉優先進行疏散撤離及避災地區 

易致災害 村   別 鄰   別 危險區 

坡地危害潛在區。 利稻、霧

鹿。 

全。 主要災害點位於台

20 線南橫公路，沿

線有利稻、霧鹿及

下馬聚落。 

孤島效應地區。 利稻、霧

鹿。 

全。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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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離分級及安置地點 

撤離等級 撤離條件 備考 

優先撤離 老弱或慢性疾病者，於海上陸上颱風警報

或超大豪雨發布時及依據氣象資料研判結

果有撤離必要者，即行撤離。 

 

避災撤離 一般民眾於海上陸上颱風警報或超大豪雨

發布時及依據氣象資料研判結果有撤離必

要，及安全警戒防護標準（如:河川警戒水

位，崩塌及土石流警戒等）達啟動者，即

行撤離。 

 

強制撤離 本縣災害應變中心及本鄉災害應變中心綜

合災害分析研判有危急之虞或安全警戒已

達防護標準時，實施強制撤離。 

 

緊急避難 災時不願撤離者或狀況已無法安全疏散之

民眾，暫於社區內緊急避難處所進行避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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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天然災害，本鄉潛勢嚴重地區疏散撤離對象、撤離分級及安置地點分

別說明如下表: 

海端鄉因應災害地區疏散撤離對象、分級及安置地點一覽表 
災害 
類型 

村 別 
保 全 
對 象 

適用撤

離級等 
安置期程 

安 置 地 點 
備註 

避難 收容 

1. 坡 地

災害危

險區 

海端鄉 利稻村  ■中期 喜樂民宿 
喜樂民

宿  

海端鄉 霧鹿村  ■中期 霧鹿國小 
霧鹿國

小  

2. 孤 島

效應區 

海端鄉 利稻村  ■中期 喜樂民宿 
喜樂民

宿  

海端鄉 霧鹿村  ■中期 霧鹿國小 
霧鹿國

小  

a適用撤離級等：優先，：避災，：強制，：緊急。 
b 於颱風豪雨規模較小，且村落位置交通與安全性狀況較佳時，採以短期安置。颱

風豪雨規模大，且村鄰位置交通與安全性狀況較不佳時，採以中期安置。 

四、編編單位任務與分工 

海端鄉因應天然災害地區疏散撤離計畫各單位工作事項一覽表 

單位 工作事項與任務分工 備考 

民政課 

一、啟動疏散撤離工作及申請國軍協助疏散撤離之工作(附件

1)。 

二、通報村辦公處協助疏散撤離工作。 

三、建立嚴重地區疏散撤離保全對象清冊〈含列出老弱婦孺清

冊作為優先疏散撤離對象〉(詳見本所各類保全戶清冊)。 

四、規劃疏散撤離之路線並製作村簡易疏散避難圖(詳見本所

各村避難圖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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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課 

一、訂定收容安置計畫。 

二、訂定避難收容所場地開設及管理標準作業程序〈含短期及

中期安置〉。 

三、負責臨時災民收容所開設、災民登記與管理等有關事項。 

四、訂定避難處所〈含短、中期安處置處所〉設施及物資補給

標準作業程序。 

五、建立避難處所之民生物資清冊。 

六、辦理災民收容所之生活環境及設施，並提供生活所需事項

及心理輔導。 

七、檢視避難處所內部空間、規劃…等各項設施。 

八、規劃與執行運送弱勢團體就醫及安置作業。 

 

消防 
分隊 

一、辦理災情蒐集彙整及通報事宜。 

二、動員消防、義消、民間救難志工團體人員及裝備器材投入

疏散撤離工作。 

三、協助從事疏散撤離安置相關工作。 

四、檢視避難處所之消防安全設施。 

 

派出所 

一、訂定協助執行〈水災淹水、土石流災害、堰塞湖災害..等

各種災害〉嚴重地區強制撤離及交通疏導標準作業程序。 

二、訂定災區與避難收容處所安全維護標準作業程序〈含人

員、車輛之管理〉。 

三、辦理災情蒐集及通報事宜。 

 四、負責維持災害現場秩序、交通管制、治安維護及緊急疏散

措施事宜。 

 

財建課 

一、檢視避難處所建築物結構安全勘驗及其他相關設施。 

二、協辦檢視疏散撤離之路線〈含備援路線〉，及其所經過之

橋樑，評估於颱風或豪雨期間之可行性。 

三、訂定水災保全計畫，調查水災保全戶名冊。 

 

農觀課 

一、協助檢視疏散撤離之路線〈含建立備援路線〉與避難收容

處所是否在潛在危險區域或易淹水地區。 

二、訂定與執行土石流災害疏散撤離計畫，調查土石流保全戶

名冊。 

三、執行疏散避難任務之相關作業。 

 

衛生所 

一、彙整嚴重地區之洗腎患者之清冊，列為優先疏散撤離對

象，並配合本所列管行動不便人員從事疏散撤離工作。 
二、調度醫療機構機動支援疏散撤離慢性疾病、重症病患及行

動不便者，另統籌各單位支援疏散撤離慢性疾病、重症病

患及行動不便者之車輛調度作業，並訂定標準作業程序，

供相關單位遵循避免混亂。 

三、負責收容所居民健康、防疫、衛生改善之輔導、傳染病之

預防及衛生設施維護。 

 

清潔隊 
一、負責避難處所消毒、廢棄物清理、排水溝、垃圾場(堆）、

公廁及公共場所之消毒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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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協助檢視避難處所居民環境維持與避難處所之環境衛生。 

後備指
揮部 

一、聯繫國軍單位協助執行疏散撤離之工作。 

二、協調國軍支援本鄉疏散撤離之人員與車輛編組表。 

三、協調國軍營區作為臨時避難收容處所。 

 

臺東憲
兵隊 

一、預置兵力、車輛在海端消防分隊待命。 

二、支援兵力、車輛協助撤離疏散事宜。 
 

    

  海端鄉各村避難收容設置地點及連絡電話一覽表 
村別 避難收容所 連絡人 電話 地                址 

海端 海端鄉公所 黃恩潔 0988-920057 臺東縣海端鄉海端村山界 43號 

海端 海端小學 廖坤峰 0932-582197 臺東縣海端鄉海端村山界 36號 

海端 
海端鄉立幼兒

園 
幼兒園園長 0988-055262 臺東縣海端鄉海端村山界 17-3號 

霧鹿 霧鹿國小 邱冠儒 0919-760188 臺東縣海端鄉霧鹿村 2鄰 12號 

霧鹿 
霧鹿村村辦公

處附設會議室 
霧鹿村幹事 0910-980175 臺東縣海端鄉霧鹿村霧鹿 37號 

加拿 
加拿村村辦公

處附設會議室 
加拿村幹事 0910-980171 

臺東縣海端鄉加拿村 1鄰加南 1

號 

 
五、疏散避難整備事項 

（一）建立疏散撤離保全對象清冊： 

      由本所農觀課調查土石流保全戶，並定期更新於水土保持局—土

石流防災整備管理系統。本所財建課調查水災潛勢地區保全戶，

本所民政課調查弱勢族群疏散撤離名單，建立仍居住於需疏散撤

離村落之居民清冊。 

（二）避難處所選定： 

由本所社會課規劃避難處所之安全性，過去天然災害原規劃避難

處所如有發生淹水、崩塌及土石流等情況者，應予重新選定。 

（三）避難處所整備： 

1.本所社會課： 

   (1)應訂定災民收容計畫，規劃居民避難處所開設作業流程規定

〈含其編組規定〉。 

   (2)完成居民收容所之防災生活物資及糧食準備，內容包含糧

食、民生用品及基本配備，避難收容場所物資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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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居民收容以家庭為單位；中期安置時，應考慮各家庭空間之區

隔及隱私等生活需求。 

3.避難處所之安全、衛生問題，由本所相關課室協助檢視，海端

衛生所負責環境衛生事宜、本所財建課負責建築物結構安全事

宜、本所社會課負責空間及內部設施安全事宜、消防隊負責消

防設施，派出所負責治安維護。 

（四）規劃疏散路線： 

1.本所民政課規劃疏散路線，過去天然災害期間原規劃疏散路線如

有發生淹水、崩塌及土石流等情況者，應予重新選定；為因應災

害之不可預期，應增訂備援疏散路線。 

2.本所財建課及農觀課協助檢視規劃之疏散撤離路線〈含規劃備援

路線〉，其所經過之橋樑，評估於颱風或豪雨期間之可行性。 

（五）擔任疏散避難人員編組： 

      由本所民政課、農觀課、轄內各派出所及轄內各消防分隊組成疏散

避難小組協助完成疏散避難工作 

（六）物資運補： 

      應疏散撤離村落之民生物資運補，由本所社會課負責，就支援物資

種類及數量，核實提出需求，指派物資分配窗口，物資補給標準作

業程序 

（七）撤離至安全地區： 

      本所民政課、農觀課、轄內各派出所、轄內各消防分隊、海端衛生

所及各村辦公處應盡力協調溝通應疏散撤離村民，撤離至交通可到

達之處所，至交通恢復及安全無虞之後返回原居住地。尤其具有慢

性疾病、行動不便及兒童、年長者應避免居住於應疏散撤離地區。 

（八）國軍支援： 

      請國軍於災害來臨前預置兵力於海端消防分隊，並指派連絡官進駐

本鄉災害應變中心。 

（九）災民收容所整備作業： 

      本所社會課於陸上颱風警報發佈後 6 小時內完成提供居民收容所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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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規劃與整備作業。 

（十）宣導： 

      避難處所、居民收容所及疏散撤離路線與啟動機制，應適時宣導及

演練，以使居民熟悉疏散避難作業，一旦啟動疏散撤離機制後，本

鄉災害應變中心應運用電視、報紙等媒體發佈疏散撤離工作相關新

聞。 

（十一）環境衛生： 

        由本鄉清潔隊負責避難處所消毒、廢棄物清理、排水溝、垃圾場

(堆）、公廁及公共場所之消毒事宜。 

 

六、應變作業 
（一）警戒監控： 

1.氣象監控：本所民政課應隨時注意中央氣象局最新颱風或豪雨動

態。 

2.土石流觀測：本所農觀課應隨時監控雨量變化，適時發布土石流

警戒區；並參照農委會水土保持局最新發布之警戒

基準值。 

3.水位及淹水監測：本所財建課應隨時注意雨量變化及監控轄管河

川水位，適時發布河川水位警戒及淹水警戒資

訊，作必要的應變處置及疏散撤離作業，其疏

散撤離啟動基準。 

4.現地資訊蒐集：本所財建課、本鄉所轄各消防分隊、本鄉所轄各

派出所應隨時運用編組、掌握當地降雨、溪流水

位變化、坡面崩塌、道路橋樑及山區狀況情形，

回報鄉應變中心，做為決策應用參考依據。 
（二）災害分析研判： 

本鄉災害應變中心應依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所提供之資料分析研判

現況資料，做即時處置。 

 （三）疏散撤離啟動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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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央氣象局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戒後，本鄉災害應變中心應優先

疏散撤離弱勢族群，必要時，得請縣災害應變中心與國軍協助。 

2.本鄉災害應變中心應綜合災害分析研判結果，適時疏散危險區民

眾。 

3.指派專人持續觀測雨量或災情 

(1)本所農觀課須指派防災專員持續觀測當地雨量，時雨量達

100mm/hr 或累積雨量達 400mm 時，應提高警戒，本所財建課

應指派專人觀察附近溪流水位及坡面崩塌情形。 

(2)災情查報人員應通報應變中心查報災情，確認由民眾傳遞及媒

體傳播災情之正確性，若災情屬實即行處理。 

  4.啟動時機： 

(1)優先撤離：颱風等級在海上陸上颱風警報發佈後依雨量預估

可能發生災害時。 

(2)避災撤離：颱風等級在海上陸上颱風警報發佈後，依雨量預

估研判有撤離必要，及預估將達安全警戒防護標準

時。 

(3)強制撤離：本鄉災害應變中心綜合災害分析研判有危急之虞

或於鄰近河域已達河川警戒水位、堤防缺口有淹水

之虞時，或土石流及崩塌可能發生。  

(4)緊急避難：災害危急或安全警戒已達防護標準時。 

（四）通報方式： 

     1.本鄉各災害權責單位應分層負責，相互通報。 

   2.本所災害權責單位應將災害分析研判結果及上級相關指示，通知 

各權責課室。 

   3.由本所民政課透過電視、廣播媒體、網路等方式迅速傳遞災害預

警訊息。 

   4.由本鄉災害應變中心迅速運用村、鄰長、警察、消防人力及巡邏

車、廣播車，傳遞警戒通報等災害預報訊息，於災害發生前，將

災害資訊傳達至各單位與民眾、村鄰社區住戶；由村長通知單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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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鄰長，村幹事通知雙數鄰鄰長，再由鄰長通知各保全戶，以最

快速度撤離(無訂定通報疏散撤離計畫者，以此計畫作為標準作

業程序)。 

（五）居民疏散避難： 

1.本鄉應變中心： 

 (1)應先將弱勢族群、行動不便者優先疏散至避難處所，必要時，

可向本縣災害應變中心統籌各進駐單位支援疏散撤離慢性疾

病、重症病患及行動不便者之車輛調度。 

 (2)協助申請國軍調派中、大型交通工具輸運撤離民眾，或轉運收

容所居民。 

  2.本鄉轄內各派出所： 

 (1)協助強制疏散警戒區內之居民並送至安全避難處所，必要時協

請國軍預駐兵力機具支援，執行嚴重地區強制撤離及交通疏導。 

 (2)協助警戒區管制、維持救災路線暢通，並設置標誌管制通行。 

 (3)應編組輪流巡邏災區與避難收容處所，執行災區與避難收容處

所安全維護標。 

  3.本所社會課負責協助撤離安置工作，社會人力之支援及調度作業

規定。 

（六）居民收容與安置： 

    1.本所社會課： 

   (1)應訂定居民收容作業程定，以供各地居民收容所開設參考依

據。 

   (2)負責各地區居民收容中心登記災民身份人數，調度、發放物

資、分配災民住宿。 

   (3)規劃志工協助本鄉從事疏散撤離救災工作時之安置處所。 

    2.海端衛生所應協助本鄉災害應變中心派遣醫療人員進行檢傷分

類、醫療救護、心理諮商、提供壓力紓解方法。 

    3.本鄉轄內各派出所協助本鄉開設之避難處所安全管理與管制〈人

員、車輛…等〉，以保障收容處所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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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疏散撤離及收容安置回報： 

各地疏散避難及收容安置狀況應由本鄉災害應變中心彙整陳報縣

災害應變中心，再由縣災害應變中心通報至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八）颱風警報解除居民返家機制： 

災害危機解除後，通知各居民收容所內民眾準備返家，同時請居民

配合進行收容所清潔與復原工作。居民收容所之居民返家機制如

下： 

   1.居民自行返家時間：本鄉災害應變中心狀況解除，鄉長宣布居民

可返家時。 

   2.強制居民返家時間：若有民眾家園嚴重受損無法居住，即另行由

本所社會課進行安置；民眾若無其他原因拒

絕返家，經協調了解確無安置必要，於本鄉

應變中心撤除後得即時協調警力強制撤

離，以維公共場所秩序。 

   3.災民移轉︰若民眾遭蒙災變，由本所社會課依個案輔導及安置受

災民眾，必要時得協助運送至適當之收容場所。 

七、本計畫若有未盡事宜應依各級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或各防災業務計畫執

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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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國軍支援救災需求表 

災害性質  

災害地點  

申請事由  

所需兵力數量  

1.報到時間： 

2.地點： 

3.負責人員： 

4.電話： 

 

 

 

 

此致 

臺東縣災害應變中心 

 

申請單位： 

填報人： 

申請單位及人員聯繫電話： 

申請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附件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