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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度 

臺中市神岡區地震災害兵棋推演 

成果報告暨檢討報告 

 

指導單位：臺中市災害防救辦公室 

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消防局、水利局 

協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民政局、社會局、衛生局、建設局、經濟

發展局、環境保護局、警察局、交通局、災害防救協

力機構－逢甲大學 

執行單位：神岡區公所 

 

 

中華民國 111 年 4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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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度臺中市神岡區地震災害防救兵棋推演 

成果報告暨檢討報告 

一、推演時間： 

(一)第一次預演：111 年 4 月 1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二)第一次預演：111 年 4 月 6 日(星期三)下午 14 時。 

(三)正式演習日期：111 年 4 月 7 日(星期四)下午 14 時。 

二、推演地點：神岡區公所二樓災害應變中心。 

三、推演目的： 

(一)測試各單位之防災整備情況。 

(二)測試各單位之臨災應變處置能力。 

(三)測試各單位災時橫向聯繫協調及縱向通報市府能力。 

(四)檢視現有災害應變程序。 

(五)檢視各區公所災害應變能量及能力。 

(六)提升各單位人員對於災害應變的能力。 

四、推演/觀摩單位、人數： 

(一)參演組：本區民政課、社會課、農建課、公用課、秘書室、外部單位：神岡清

潔隊、神岡衛生所、後備指揮部、運輸兵群國軍聯絡官、維生管線台電、自來

水公司、天然瓦斯各單位等 25 人。 

(二)考評組：臺中市災害防救辦公室帶隊官減災重建規劃組副組長陳光華、建設局 

    張慎言正工程司、經濟發展局謝鳳娟股長、環境保護局謝佳玲技正等 8人。 

(三)觀摩人員：包含本區 16 里里長、神岡區防災士、溪洲韌性社區發展協會、三

角里防汛守護隊、松群老人養護中心、豐原區公所、龍井區公所、東勢區公所

等 36人。 

(四)共計 13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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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推演議程： 

  本次推演議程如下表 1 所示。 

表 1 兵棋推演議程 

演練時間 111 年 4 月 7 日(星期四) 下午 2 時 0分 

演練地點 臺中市神岡區公所 

項次 推演程序 起迄時間 使用時間 

1 區長致詞 14:00~14:05 5 分鐘 

2 災害境況設定與推演方式說明 14:05~14:10 5 分鐘 

3 

區公所應變前整備事項說明                

(各式防救災資源盤點、備援災害應變中心整
備、老舊建物掌握、資通訊設備測試、災情查

通報機制檢視等作為) 

14:10~14:20 10 分鐘 

4 
推演狀況 1 

區公所發布推演狀況 
14:20~14:25 5 分鐘 

5 
參演組處置情形回覆(15 分鐘) 

考評組處置情形建議及提問(20 分鐘) 
14:25~15:00 35 分鐘 

6 
推演狀況 2 

考評組發布臨機提問推演狀況 
15:00~15:05 5 分鐘 

7 
參演組處置情形討論及回覆(15 分鐘) 

考評組處置情形建議及提問(15 分鐘) 
15:05~15:35 30 分鐘 

8 市府帶隊官整體講評/指揮官結語 15:35~15:40 5 分鐘 

合計時間 100 分鐘 

 

六、演練模擬想定： 

  演習設定：4 月 7 日(D 日)下午 14 時 0 分，臺灣中部地區發生芮氏規模 7.3 地

震，此次地震導致神岡區數處民宅倒塌與損毀、民宅火警、民眾傷亡、受困、部

分地區電信及維生管線系統中斷等災情。 

震央位置：北緯 23.5 度，東經 121.5 度。 

地震深度：10 公里 

芮氏規模：7.3 

神岡區震度：6 弱臺灣中部地區發生芮氏規模 7.3 地震，此次地震導致霧峰區數處

民宅倒塌與損毀、民宅火警、民眾傷亡、受困、部分地區電信及維生管線系統中

斷等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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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演練成果： 

111 年度臺中市神岡區地震災害兵棋推演演練情形如圖 1 所示。 

  
(a)考評官、參演單位及與會來賓合影 (b)本區劉區長致詞 

  
(c) 地震兵棋推演場景 (d) 地震兵棋推演場景 

  
(e)災防辦帶隊官-減災重建規劃組副組長陳光華講評 (f)建設局考評官建設局 張慎言 正工程司講評 

   
(g) 與會里長、韌性社區、防災士、防汛守護隊—等 (h) 環境保護局 謝佳玲 技正講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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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醫療組應變處置報告 (j) 搶救組應變處置報告 

  
(k) 幕僚查報組應變處置報告 (l) 跨區支援視訊會議-豐原區公所 

 
 

(m) 指揮官應變處置下達指令報告 (n) 與會社區、來賓 

  
(o) 幕僚查報組應變處置報告 (p) 跨區支援視訊會議-豐原區公所 

圖 1 111 年度臺中市神岡區地震災害兵棋推演演練紀錄照片 

 

 

 

 

 

八、檢討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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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公所自行出題推演狀況 1(含 2 個推演議題)，本區推演狀況 1 之處置作為

記錄及考評官意見及建議如表 2 所示： 

表 2 本區推演狀況 1 之處置作為紀錄 

推演議題 
                A.建築物倒塌災情 

                C.維生管線毀損 

說明官 

請依照公所自行出題推演狀況 1(含 2 個推演議題)進行記錄 

A：本區位於屯子腳地震帶因受強烈地震影響，本區轄內多處路面攏起

龜裂目前已知圳堵里和睦路一段 132 號連 7 棟民宅傾斜、倒塌，部分民

眾被埋困在建物殘骸底下且人數不明，亟待救援。崎溝路及和睦路一段

萊爾富交叉路口電桿斷落及變電箱爆炸，重要路口號誌無法管制阻礙交

通及廠房、住家大停電 

C：因地震神岡區中山路 1387 號一處鐵皮屋住宅發生火災，火勢迅速燃

燒，濃密黑煙伴隨火勢竄上天，中山路與中正街交叉路發生天然氣及自

來水管線爆裂，現場有濃濃瓦斯味及地表逕流積淹水現象。 

面對多點式災情本區緊急搶救作為。  

處置重點 

各狀況事件請受評單位臚列處置重點 

災情蒐集、查報、彙整、統計 

請求市府支援 

災害現場、交通管制 

受困民眾搜救與國軍援助 

傷病患救護工作、大量傷病患處理機制 

災時國軍、警政、消防、民政、民間團體及志願服務人力之運用與結合 

人車疏導、現場管制 

避難收容處所之開設 

民生物資發放 

收容所管理及治安維護 

救災人力、車輛、機具、器材等救災資源之支援 

區域協定、國軍相互支援協定、機具廠商開口契約、市府支援等 

請求市府或國軍單位支援 

災區現場管制 

推演單位 處置作為 

指揮官 

民眾通報：A.因地震本區和睦路與崎溝路路口道路多處路面攏起龜裂嚴

重塌陷約深度約 1.5 公尺，和睦路一段 132 號連 7 棟房屋倒塌，路燈及

電線桿倒塌，造成本區大停電。 

B.中山路地震造成自來水管線斷裂、瓦斯管線破裂並有瓦斯外洩，造 

成神岡區圳堵里、新庄里、圳前里、神岡里停電，估計約有 2500戶 

受到影響。神岡里、山皮里、圳前里受地震影響而停水，約有 1000 

戶受影響，民眾請求公所協助。 

指揮官下達指令：立即於 14 時 5 分成立災害應變中心並召開整備會

議。 
1.請幕僚查報組面對本區多點式儘速調查災情，立即通報市府災害應變

中心，並協助受災民眾之疏散撤離作業。 

2.現場如有傷患，請搶救組優先派員進行搶救，搶修組依現況連絡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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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廠商支援機具。 

3.請收容救濟組評估就近開設避難收容處所，並對受困災區無法撤離之

民眾，進行糧食投送，以確保其民生需求無虞。 

4.請治安交通組派員前往現場進行交通管制、搶救組及醫護組優先搶救

傷患。 

5.請各編組人員注意自身安全，與本區災害應變中心保持聯繫並將處置

進度即時回報。 

幕僚查報組 

1. 經查臺中市空間地圖及災害情資網查詢系統，位於和睦路一段 132

號共 54 戶為連棟式房屋，另依據里鄰長及里幹事查報回報，和睦

路一段 132 號建築物全倒 3 棟、半倒 4 棟，行蹤不明 3 人，受傷 15

人。 

2. 本區神岡里中山路一處鐵皮屋住宅因地震造成發生火災，火勢迅速

燃燒，濃密黑煙伴隨火勢竄上天，地震間接發生天然氣及自來水管

線爆裂，現場有濃濃瓦斯味及地表逕流積淹水現象。據民眾目擊，

多位住戶已逃離現場，消防獲報後，出動人車前往灌救現場控制火

勢及搜索人命，詳細原因仍待進一步釐清。 

3. 已通報 EMIC 系統並連絡神岡戶政事務所，提供設籍受災範圍住戶

戶籍資料，後續請里、鄰長進行人員確認，以利建立受災戶安置、

傷亡及失蹤人員清冊。 

4. 請里長利用廣播系統、宣傳車、line 群組，呼籲民眾避免或經過發

生災區路段，以免造成更大危害。 

5. 持續彙整及統計各項受損及傷亡情形，並密切注意現場災害搜救及

處理進度，隨時與災害應變中心保持聯繫，並回報最新災害情形。 

治安交通組 

1. 豐原分局接獲通報立即派遣警力 4 名(神岡所 2 名，社口所 2 名，豐

洲所 2 名)，義交 4 名、圳堵、神岡守望相助隊 4 名，共 14 名，視

現場狀況，增減警力，已於圳堵里三民路 666 號至路和睦路一段

212 巷前及崎溝路出入口及中山路 1387 號火災現場前進行人車管

制。 

2. 災害現場已設定警戒範圍，拉起封鎖線，管制人、車進入。 

3. 通報警察廣播電台及在地廣播電台將封路訊息讓民眾知曉。 

4. 圳堵里和睦路一段嚴重房屋倒榻於三民路 666 號與和睦路口設立機

動派出所。 

搶救組 

(初期) 

1.初期資訊為多棟民宅倒塌，執行現場警戒、人命搜救及緊急救護任

務，待救人數不明。 

2.神岡分隊前往本區圳堵里和睦路一段 132 號連棟透天厝執行現場人命

搜救及緊  

 急救護任務，初期資訊為待救人數不明。 

(中期) 

1.為多點式災情且災情嚴峻(多棟建物倒塌、多人受傷、受困)，向消防

局勤務指揮中心申請其他消防單位支援。 

(1)轄區第一大隊：於現場成立指揮站及臨時救護檢傷站。 

(2)特搜大隊：前往搜救暨對倒塌建築物架設器材穩固支撐建築物，避免

後續餘震造成 2 次倒塌，確保救災人員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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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搜救犬隊：分為 2 梯次人車前往 2 處災區協助執行人命搜救任務。 

★2、回報指揮官： 

(1)圳堵里和睦路一段 132 號多棟民宅倒塌，已救出 15 名清醒傷者，均

送至於圳堵國小設立之醫護組檢傷分類站實施檢傷，另確認尚有 3 名民

眾受困其中，特搜大隊與搜救犬隊及第一救災救護大隊所屬共 60 名警

義消救災人員及各式救災救護車輛 24 輛。 

(2) 中山路 1387 號 4 棟民宅火災，現場為鐵皮屋為移工宿舍，消防隊同

仁立即部署水線入室搶救，經冒險犯難進入屋內順利救出 3 人，其中 1

名男子無生命跡象，緊急送清泉醫院；另有 2 名外籍移工嗆傷及燙傷，

幸意識清楚。 

(3)救出人員已由現場救護人員進行檢傷包紮並後送醫院。 

(4)統計出勤人力：立刻出動特搜大隊、第一救災救護大隊、神岡、大

雅、清泉、豐南等分隊共 60 人及消防車 24 輛、救護車 3 輛前往搶救。 

★3、請求支援： 

(1)請查報組提供住戶資料及里鄰長到場協助確認此 2 處災區是否仍有民

眾待救。 

(2)請搶修組協助聯繫土木及結構技師公會派員至現場協助評估建物安

全。 

(3) 因救災時間長，仍須人力替換，請求國軍人力支援。 

(4) 請環保組協助現場瓦礫、雜物清運，使救災順遂。 

醫護組 

1.受傷人數 15 人，通報衛生局成立「大量傷病患緊急應變小組」，局長

擔任召集人並啟動本市緊急醫療應變機制，進行傷情開案、通知急救責

任醫院進行收治傷患整備、藥品醫材調度及人力支援調派等作業。 

2.因傷患大多集中在圳堵里、神岡里附近，故本組於神岡國小成立臨時

醫護站，現場分為檢傷分類、醫療包紮、疫情通報等 3 組，每組醫護人

員各 1 人及衛生保健志工各 1-2 人。 

3.15 人受傷中，經檢傷後，10 人輕傷患者已於現場緊急醫療包紮觀察

中，另 5 人傷勢嚴重者已由救護車送至鄰近責任醫院衛生福利部豐原醫

院 3 名及清泉醫院 2 名，進行醫療急救。並依規予以造冊列管及追蹤。 

4.待衛生局派遣醫護人力到現場支援後進行醫療指揮權之轉移。 

5.持續協助傷病患救護工作至臨時醫護站撤除。 

搶修組 

1. 搶修組搶修組已派人力趕赴二災區現場勘察，了解實際災情及現場

動線後，立即通知本所搶修搶險開口契約廠商調派交維設施(警示

帶、交通錐、連桿及充水式紐澤西護欄)、施工機具(挖土機、吊車、

卡車、千斤頂等機具)並協助搶救組進行障礙排除；協助治安交通組

進行交管作業。 

2. 同時通報防災應變中心請市府都發局聯繫委外技師公會、建築師公

會派員至現場協助評估受損建物之安全並進行危樓判定。 

3. 經現場人員回報，因本次災情較為嚴重本所開口契約廠商搶修量能

不足，另請防災應變中心尋求支援協助。 

 

維生管線組 

自來水公司：自來水公司：因地震造成水管爆裂，本公司緊急關閉自來

水管線閘閥，停水期間，藉由供水調度，於神岡里、山皮里、圳前里里

民活動中心及神岡國小臨時收容所等地方，已設立臨時供水站供民眾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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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相關地點已請里長周知里民，同時本公司已派員進行自來水管線搶

修。。 

台灣電力公司：報告指揮官：有關崎溝路與和睦路塌陷造成電桿斷落，

目前崎溝路和睦路一帶約 1000 戶停電，待指揮中心於道路搶修完成

後，立即派員進場搶修，儘速完成復電，修復進度隨時通報神岡區災害

應變中心，另神岡區中山路 1387 號火警已於第一時間配合消防局進行

現場斷電。 

維生管線組欣彰天然瓦斯報告：報告指揮官，本公司接獲神岡災害應變

中心通報後，已先行派遣搶修工程車到達事故現場，向現場指揮官報

到，隨即查閱管籍圖，確定管線材質、管線開關位置並關閉災害現場相

關瓦斯管線，防止二次災害，報告完畢。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臺中營運處：報告指揮官：本公司已派員至現場

投入電纜線修復工作，修復進度隨時通報神岡區災害應變中心。 

指揮官 

1.請幕僚查報組於 EMIC 系統登錄災情狀況。 

2.請搶修組提供尚需機具能量，請副指揮官先協調鄰近區公所支援調派

機具，並回報後續情形。 

副指揮官 

*視訊連線中 

1.豐原區災害應變中心您好，這裡是神岡區災害應變中心，本區目前災

情嚴重請求支援。 

2.尚需鏟土機、挖土機、吊車各 1 台、卡車 2 台等機具，請問豐原區公

所是否能協助調派救援機具？ 

豐原/神岡 

區公所 

1.豐原區災害應變中心收到神岡區災害應變中心請求支援。 

2.於保持本區現有救災資源安全範圍，豐原區公所可以協調開口契約廠

商及民間企業廠商協助支援。 

副指揮官 

謝謝豐原區公所，後續請提供機具協助廠商連絡資訊以便連絡細節，謝

謝。 

*視訊連線結束 

副指揮官 
報告指揮官，豐原區公所將協調開口契約廠商及民間企業廠商協助支

援。 

收容救濟組 

1.本組已聯絡災害現場鄰近之神岡國小老師，將在該校中正體育館開設

臨時收容避難處所（可收容 100 人），並請老師啟用備援電力供電。 

2.亦聯絡環保組於收容處所進行環境清潔、消毒作業與支援臨時流動廁

所；自來水公司設立臨時加水站。 

3.本組已聯絡紅十字會神岡服務處、慈濟等志工團體，為民眾進行心理

安撫；北庄社區準備熱食；大雅家福中心成立各項補助諮詢單位。 

4.本組人員已前往收容避難處所，俟國軍載送災民到收容處所，可立即

進行災民收容安置、相關物資整備，並於入口處進行量額溫、噴酒精等

防疫工作。 

5.民生物資已備妥運送收容所，並聯絡創巨、祌岡百貨等開口合約廠商

待命。 

國軍聯絡官 

本組已收到公所申請國軍協助救災需求，傷患後送、災民輸送已通知五

支部後勤部隊待命支援，復原環境消毒已通知 36 化學兵群待命支援，

另動員 20 名國軍人力待命支援搶救，國軍人力預估 1 個小時內可到達

現場協助搜尋受困民眾及災後復原等“各項救災支援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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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組 

1.環保組立即調度人員機具優先協助處理災區主要道路障礙物清除。 

2.立即派遣人員前往收容所進行環境清理及消毒作業，並調派流動廁所

支援收容所。 

總務組 

因地震造成本所電力中斷，已啟用備援電力供電。有關本區災情相關訊

息將於本所網站、跑馬燈及臉書粉絲專頁公布，呼籲民眾避免前往或經

過災區路段，以免造成更大危害及影響救災工作進行 

指揮官 

1.請搶救組、醫護組持續進行人員搶救，收容救濟組確實掌握收容安置

人員及民生物資，幕僚查報組持續回報災情。 

2.請各組人員密切注意現場災害搜救及處理進度，隨時回報最新災情，

並預防餘震注意自身安全。 

3.地震造成神岡地區災損慘重，部分停水停電通訊中斷無法撥通，並造

成多戶民宅倒塌、道路中斷及民眾困等情形，災情明顯超出地方救援能

量，神岡應變中心認有設「前進指揮所」統籌指揮必要，並立即陳報災

害應變中心指揮官同意後設立，並由臺中市災害防救辦公室應變動員組

負責通報相關機關進駐。 

總務組 

因地震造成本所電力中斷，已啟用備援電力供電。有關本區災情相關訊

息將於本所網站、跑馬燈及臉書粉絲專頁公布，呼籲民眾避免前往或經

過災區路段，以免造成更大危害及影響救災工作進行 

考評官意見(追問)及建議 

建設局 

1. 建議幕僚查報組除確認災區內倒塌建物中受災人數外，亦應評估災

區內所有須撤離至收容所之人數，以及是否開設第二處收容所，以

利即時應變餘震造成之後續傷亡。 

2. 建議須調派人力確認災區周圍交通狀況，如是否有橋梁或道路斷裂

情況，另倘若主要道路因災無法通行，是否有替代道路以利外界進

入災區進行救災作業? 

3. 因地震往往造成交通癱瘓，如紅綠燈損壞等，故建議應派員於災區

內各路口維持交通秩序。 

4. 建議維生管線組應就電力搶修排定順序，並優先恢復避難收容所電

力，以免現場發電機不足以提供大量災民使用，而引以民怨。 

5. 火警發生時是否聯絡區內移工宿舍之管理業主，以確認屋內人數及

身分，避免有仍待救援之民眾被遺留在火場內? 

6. 請醫療救護組說明是否確實掌握災區附近燒燙傷處理中心資訊，避

免延誤耽擱黃金救援時間? 

7. 請說明是否確實評估及確認災民進駐收容所後，備援電力可以維持

多長時間? 

經發局 

1. 有關推演中向豐原災害應變中心請求協助一事，建議應確實掌握救

災資源如機具之抵達時間，俾利調整救災作業之配套及策略。 

2. 請說明推演狀況中災害發生地點為圳堵里，惟卻將災民送至神岡里

神岡國小中正體育館進行收容，有何特殊考量? 

3. 災害發生時訊息的傳遞相當重要，請說明災區及收容處所是否有備

援通訊設備以傳遞重要訊息? 

4. 請說明幕僚查報組是否確實掌握災區內弱勢保全民眾人數? 

環保局 
1. 建議推演多點複合式災害狀況時，應針對各別災區分別敘述救災方

式及處置作為，如此將更清楚明確地呈現整體救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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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假設轄區內發生風災、水災，針對排水通道順暢與否及沙包之發

放，是否有相關因應措施? 

區公所回應 

回應建設局 

1. 本區神岡國小中正體育館可容納約 100 多人，而依據推演中和睦路

震災狀況，推估圳堵里需臨時撤離人數約 148 人，故本區避難收容

所足以容納多數受災民眾。 

2. 除原就設置之治安交通組外，亦會聯絡圳前里、圳堵里守望相助隊

協助維持交通秩序。此外，亦會透過里長聯繫機制緊急聯絡各里里

長，以隨時支援各項緊急狀況。 

3. 火警發生時會聯絡業主、里鄰長確認移工宿舍內居住人數及身分，

災害發生 30 分鐘內即可迅速掌握需救援人數。 

4. 因火災造成燒燙傷之民眾，預計後送至臺中榮民總醫院及中國醫藥

大學附設醫院進行燒燙傷治療。 

5. 本區備有發電機 3 台，約可支撐 1 天電力，並將請台灣電力公司優

先恢復收容所及重災區電力。 

回應經發局 

1. 因圳堵國小接近重災區(和睦路)，其建物可能因地震造成龜裂及   

   倒塌危險，且經考量移動距離，故認為神岡國小中正體育館應為合  

   適之避難收容處所。 

2. 本區備有無線電對講機 16 台，並分配於本區 16 里里長辦公處，以

因應緊急通訊。另將向中華電信公司請求支援，如提供臨時通訊設

備、架設臨時基地台。 

3. 本區確實掌握救災資源抵達時間，如向豐原災害應變中心請求支

援，救災物資及機具應能於 30 分鐘內抵達 

4. 本區防救災計畫中備有轄區內保全戶清冊，並隨時掌握民生物資等

救災資源，且必要時將請求鄰近單位支援。 

回應環保局 

1. 本區備有約 200 包沙包安全存量，且必要時可向搶修搶險契約廠商

取得約 500 包，以應變突發狀況，同時掌握風災水災保全戶清冊，

以利及時撤離居民。 

2. 本區備有抽水機 5 台，並可隨時調派工班及廠商進行人力支援。 

 

 

  針對本區臨機提問處置作為記錄如表 3 所示： 

表 3 臨機提問處置作為紀錄表 

臨機提問內容 處置單位 處置方式 

1. 災害發生時，如何評估需

進入避難收容所之民眾人

數? 

2. 挑選避難收容處所時是否

經過安全性評估?且是否

有專業評估諮詢管道? 

3. 隨著收容時間拉長，如何

處理民怨問題(如空間、

食物、電力不足)?另對於

嬰幼兒及慢性病長者需求

指揮官 本區豐洲國小及社口國小收容所各可容納約

500 人，且會先委請結構技師針對收容所進

行安全性評估。 

副指揮官 關於媒體發布訊息方面，本所將於每日 9 時

與 15 時統一對外發布訊息，使外界了解本

區需求，同時讓災民確實接收外界資訊，起

到穩定、安撫情緒之效。 

搶修組 災民進駐避難收容所之前，會請技師工會及

建築師工會判定其是否適宜收容，並妥善分

配災民收容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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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機提問內容 處置單位 處置方式 

有何因應措施? 

4. 若需外界捐贈物資，是否

有物資蒐集管道?以及如

何向外界提出需求? 

收容救濟

組 

1. 本所與神岡、創巨百貨簽訂契約，可提

供充足民生物資，必要時將請求市府社

會局支援。 

2. 請治安交通組協助維持收容所秩序。 

3. 本區有防災士、愛鄰守護隊、紅十字

會、慈濟等團體對於安撫災民心靈提供

協助與關懷。 

4. 關於災民自救方面，將派員指導災民維

護收容所環境、打理個人生活空間。 

總務組 將依據收容民眾之性別、年齡等統計所需民

生物資數量，並透過市府、區公所等媒介彙

整、分類，最後請國軍單位協助運送物資至

各收容所，而物資充足時亦會上網公告予外

界知悉。 

醫護組 本區有 12 間醫療院所及健保藥局等在地醫

療群，協助處理年長者慢性病問題，必要時

將請求市府衛生局支援；另關於心理衛生問

題，衛生所及區公所亦有約 30 名衛生保健

志工協助輔導，以及 1925 免費專線提供專

業諮詢。此外，對於患有創傷後症候群之民

眾，將請醫師開立藥物以緩和情緒，並設置

定點心理諮商站提供關懷。 

考評官意見及建議 

建設局 1. 建議除對外發布新聞外，亦可對內向災民說明區內

甚至全國救災狀況，如救援物資抵達時間等。另可

向災民提供外縣市收容所聯絡電話，以利確認其親

友安危。 

2. 應請環保局於災民進駐收容所前，先行清理消毒收

容所，並設置垃圾桶、流動廁所及衛浴設備等。 

考評官意見及建議 

經發局 1. 請說明災民慰問金及後續救助措施等規劃? 

2. 請說明避難收容所之空間規劃及軟硬體配置方式? 

3. 針對戶外收容區是否備有帳篷以因應天氣變化? 

4. 請說明身障災民所需之身障輔具配套措施? 

5. 有關新聞發布，因本次推演災情是為市級災害，建

議應由市府新聞局針對災情資訊統一發布與回覆。 

6. 建議可籌組災民互助會，發揮自助、共助之效。 

環保局 災害發生時收容所往往收容大量災民，請說明相關疫情

管制措施及作為? 

區公所回應 

回應經發局 

1. 指揮官：收容所將依性別及單身與否規劃收容空間，並設有組合床

及帳篷。 

2. 副指揮官：在市府成立前進指揮所進駐本區前，本區會成立對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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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機提問內容 處置單位 處置方式 

言中心，使外界了解本區所需之協助。 

3. 醫護組：將向區內健保藥局及他區身障輔助中心租借身障者所需之

輔具。 

4. 環保組：將事先針對收容所進行清消，並設置流動廁所、加強垃圾

清運。 

5. 收容救濟組：待市府統計傷亡人數及倒塌房屋數後，將依據市府政

策執行慰問金發放及後續救助措施。 

回應環保局 

1. 指揮官：將落實每日清消、量測體溫、佩戴口罩及實聯制等措施。 

2. 收容救濟組：將每日發放口罩予災民，若有身體不適狀況將請醫護

組即時處理，而若出現確診案例將立即通報中央單位進行相關處

置。 

3. 醫護組：災民進駐收容所前會針對收容所清消，並依災民是否施打

新冠肺炎疫苗來分配收容空間。若出現確診個案，將對其獨立收

容，並請接觸者進行快篩，必要時將請求衛生局提供相關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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