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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區災害應變中心標準作業程序 

1. 目的

本作業之手冊在於建構完善之災害通報系統與健全緊急應變體系，俾迅速掌握災害狀

況，即時通報傳遞災情並指揮、聯繫、協調相關單位處理災害搶救事宜，運用各項防

救災資源，期將災害影響降至最低。 

2. 適用範圍

本作業程序適用於本區災害應變中心相關作業。 

3. 參考資料

3.1 災害防救法。 

3.2 臺中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3.3 臺中市區級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 

3.4 臺中市太平區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3.5 臺中市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 

4. 權責單位

太平區災害應變中心編組人員。 

5. 任務分工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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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變措施。 

5.2 掌握各種災害狀況，即時傳遞災情，並通報相關單位應變處理。 

5.3 災情之蒐集、評估、處理、彙整、管制及報告事項。 

5.4 緊急救災人力、物資之調度、支援事項。 

5.5 其他有關防救災事項。 

6. 作業程序

6.1 災前整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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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接獲成立區級災害應變中心指令，即透過一呼百應系統通知編組人員，依

規定通知時間內到達災害應變中心完成進駐作業。 

6.1.2 發生重大災害或有發生之虞時，得以書面或口頭報告市長即時成立該區災

害應變中心，並於三日內補提書面報告，並完成「災害應變中心開設通報

單」。 

6.1.3 由區長兼任指揮官，副區長（無副區長由主任秘書擔任）兼任副指揮官，

受市級災害應變中心之指揮，執行區內重大災害應變事宜，指揮官不在或

未到達前，代理順序為副區長、主任秘書、民政課課長。 

6.1.4 因地震或其它災害發生，致本市電信通訊、電力中斷時，區級災害應變中

心人員應不待通知，主動到達災害應變中心完成進駐，展開各項緊急應變

措施。 

6.1.5 各編組組長應攜帶動員人力、機具表報到（如於夜間或假日成立，於報到

時填寫）。 

6.1.6 完成應變中心場地佈置。 

6.1.7 召開防災整備會議。災害類型分析及災情研判報告（幕僚查報組） 

6.1.8 指揮官於整備會議，各組組長報告：人員、裝備、機具、資源整備情形。

並依實際需要，進入待命。 

6.1.9 指揮官指（裁）示。 

6.2 災害緊急應變 

6.2.1 搶救組透過警察分局及消防勤務指揮系統，蒐集災情，隨時回報轄區內受

災情況及搶救工作進度。 

6.2.2 指揮官及相關人員因災情勘查需要之交通工具，由公所訂立開口契約調度

提供，不足部分則請警察分局、消防分隊協助提供；另請消防局、警察分

局分別提供警用無線電乙具，供勘、救災指揮調度使用。 

6.2.3 遇重大災情發生，請指揮官商請國軍支援，以利執行勘、救災指揮調度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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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區級災害應變中心無法因應災害規模時，應向市級災害應變中心請求支

援，該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應向市級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報核後，依相

關規定向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請求支援協助。 

6.2.5 災害應變中心應有固定作業場所，設置傳真、聯絡電話及相關必要設備，

指定二十四小時聯繫待命人員，受理電話及傳真通報，對於突發狀況，立

即反映與處理。 

6.2.6 災害應變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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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災害應變處理： 

6.3.1 接獲災情通報，幕僚查報組應立即填報災害緊急通報記錄表陳核，並同步

交由任務權責編組人員憑辦及通報市級災害應變中心彙整。 

6.3.2 各組除依據通報表轉請權責單位立即處理外，另將處理情形填具大事紀要

表陳核，以利查考。 

6.3.3 轄內可能發生重大災害易生危險之地區，於災害應變之必要範圍內，由治

安交通組提出劃定管制區域及管制時間建議，並向市級災害應變中心通

報。 

6.3.4 針對時間急迫之救災、救難、救護、緊急災變搶救支援，非經空中運送，

將影響緊急醫療救護時效等人力無法達到救援目的之災難，由市級災害應

變中心直接以電話或傳真申請表，向行政院國家搜救中心提出空中救援申

請並知會現場之警察及消防人員。 

6.3.5 前述災害應變程序、處理經過及辦理結果，各業管承辦編組人員需立即載

明於災情通報記錄及大事紀要表。 

6.3.6 各層級災害處理，各編組人員需全程管制、追蹤，對於重大災害發生，救

援單位無法即時辦理個案，應隨時通報最新救援情形或請求市應變中心支

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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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7 依據市災害應變中心或區級指揮官之命令，執行必要之勸導或強制疏散撤

離作業。由幕僚查報組協同里辦公處及相關單位，針對危險區域之民眾，

進行疏散或撤離。 

6.3.8 人員疏散之宣導及交通運輸工具、路徑選擇等事項，由搶救、收容救濟、

幕僚查報組依實際狀況研商後，陳請指揮官裁示。 

6.3.9 轄區內之災民緊急安置地點，應考量災害類型（如風、水、土石流等重大

災害）及後續災害發生之可能，並依避難、收容之需求，開設轄區內收容

場所，立即辦理民眾安置與安全照護。 

6.3.10 有關協助災民疏散、安置諸般事宜，由搶救、幕僚查報（里幹事）、收容

救濟、環保、醫護（安置人員醫療及衛生諮詢）組共同辦理；緊急安置所

門禁、警戒事宜，由治安交通組協請民防、義警、義交及守望相助隊辦

理。 

6.3.11 必要時聯絡緊急開口合約廠商(包含：物資開口合約、工程開口合約、車

輛開口合約等)，協助進行搶救災。 

6.3.12 災害未解除警報前（人身安全無虞時），由幕僚查報組通知里幹事會同警

勤區警員、里長前往勘災，發現有受災情形 即製作災害會勘紀錄表。 

6.3.13 維生管線損壞導致無法供電供水等諸般事宜，由維生管線組負責辦理修繕

維護。 

6.3.14 有關各任務編組防救（災）工作準據，悉依各組標準作業程序辦理。 

6.4 災後復原： 

6.4.1 災害狀況已獲控制或災情已趨緩和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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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2 區級災害應變中心縮小編組後，必要時得酌留部分編組人員，持續服務市

民。 

6.4.3 區級災害應變中心由區長報經市級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裁示後，得撤除

之，並將撤除事由、時間告知各災害業務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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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附記

7.1 區級應變中心成立後，幕僚查報組需彙計災情並透過災情管理資訊系統(EMIC)向

市級災害應變中心通報，以利彙整全市災情。 

7.2 災害應變中心應備物品： 

7.2.1 作業資料夾（含指揮官、副指揮官及各任務編組）。 

7.2.2 各級災害應變中心及各橫向防救單位電話表。 

7.2.3 市級防（救）災資源分布圖、災害地點顯示圖。 

7.2.4 防救器材箱（內置相關勘災及應變中心應用物品）。 

7.2.5 電話錄音設備。 

7.2.6 筆記型電腦。 

7.2.7 衛星電話。 

7.2.8 電視。 

7.2.9 桌上型電腦。 

7.2.10 傳真機。 

7.2.11 印表機。 

7.2.12 影印機。 

7.2.13 各式表單清冊。 

7.3 任務編組人員執勤規定 

7.3.1 區級災害應變中心成立時，非特殊原因及不可抗力因素，均由組長親自攜

帶人力、機具統計表報到服勤。 

7.3.2 編組人員因故未能報到執勤者，應由各該編組第一順位代理人員（依此類

推）遞補執勤，並註記前者未能報到之原因。 

8. 附件：

8.1 太平區公所災害應變中心編組架構圖。 

8.2 災害應變中心聯絡電話一覽表。 

8.3 太平區公所災害應變中心任務編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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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臺中市太平區災害應變中心編組人員輪值簽到、退表。 

8.5 臺中市太平區災害應變中心○○○○災害整備、應變第  次會議記錄表。 

8.6 臺中市太平區災害應變中心○○○○災害整備、應變第  次會議簽到單。 

8.7 太平區災害應變中心防災整備檢查表。 

8.8 太平區災害應變中心開設通報單。 

8.9 太平區災害應變中心撤除通報單。 

8.10 太平區災害應變中心派員進駐通報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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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1 

臺中市太平區災害應變中心編組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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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2 

臺中市太平區災害應變中心聯絡電話一覽表 

更新日期：108年 9 月 30 日 

單位 職稱 姓名 原職 辦公電話 行動電話 

臺 

中 

市 

太 

平 

區 

公 

所 

 

指揮官 許貴芳 區長 22794157#210 0933-538622 

副指揮官 李愛國 主任秘書 22794157#203 0921-332680 

幕僚查報組組長 梅美華 民政課課長 22794157#140 0928-310068 

幕僚查報組副組長 陳香妃 人文課課長 22794157#100 0978-381089 

幕僚查報組幹事 林豐民 民政課視導 22794157#205 0919-824612 

幕僚查報組幹事 曾之咸 民政課里幹事 22794157#205 0934-135928 

幕僚查報組幹事 周宗賢 民政課里幹事 22794157#151 0939-837958 

幕僚查報組幹事 許文彥 民政課里幹事 22794157#152 0952-684552 

幕僚查報組幹事 宋裕文 民政課里幹事 22794157#148 0919-191415 

幕僚查報組幹事 黃介宏 人文課課員 22794157#107 0953-398498 

查報組組員-派工

小組、總彙統計 
郭美玲 民政課課員 22794157#144 0952-691130 

查報組組員-派工

小組、總彙統計 
盧梅英 民政課課員 22794157#141 0912-306257 

查報組組員-派工

小組、總彙統計 
張麗滿 民政課課員 22794157#142 0921-339629 

查報組組員-派工

小組、總彙統計 
邱顯智 人文課課員 22794157#106 0932-399191 

查報組組員-派工

小組、總彙統計 
張寧芳 民政課里幹事 22794157#151 0980-160812 

查報組組員-派工

小組、總彙統計 
黃志浩 民政課課員 22794157#147 0928-389800 

查報組組員-派工

小組、總彙統計 
謝世樺 民政課里幹事 22794157#150 0919-032968 

查報組組員-派工

小組、總彙統計 
謝冠瑛 民政課里幹事 22794157#145 0978-122058 

查報組組員-接聽

電話 
何秀英 人文課課員 22794157#105 0916-899856 

查報組組員-接聽

電話 
李興國 民政課課員 22794157#351 0921-302059 

查報組組員-接聽

電話 
姚素秋 人文課課員 22794157#101 0922-111564 

查報組組員-接聽

電話 
張明宗 民政課里幹事 22794157#146 0932-54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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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職稱 姓名 原職 辦公電話 行動電話 

查報組組員-接聽

電話 
廖國熙 民政課課員 22794157#147 0911-775879 

查報組組員-接聽

電話 
林惠珠 民政課里幹事 22794157#148 0931-271600 

查報組組員-接聽

電話 
洪皇琳 民政課里幹事 22794157#152 0937-599791 

查報組組員-接聽

電話 
陳文國 民政課里幹事 22794157#150 0960-037272 

查報組組員-資訊

統計 EMIC 
張菀真 人文課課員 22794157#103 0911-131963 

查報組組員-資訊

統計 EMIC 
張碧娟 民政課課員 22794157#149 0987-699766 

查報組組員-資訊

統計 EMIC 
張淑清 民政課課員 22794157#143 0937-564037 

查報組組員-資訊

統計 EMIC 
劉純妤 民政課約僱人員 22794157#145 0989-160923 

查報組組員-資訊

統計 EMIC 
游惠姝 人文課課員 22794157#102 0922-405423 

查報組組員-資訊

統計 EMIC 
劉珍伶 人文課辦事員 22794157#104 0975-023867 

查報組組員-資訊

統計 EMIC 
陳敬壹 民政課書記 22794157#146 0988-013082 

查報組組員-資訊

統計 EMIC 
林韋侖 民政課約僱人員 22794157#149 0928-600406 

查報組組員-資訊

統計 EMIC 
趙涵靜 人文課辦事員 22794157#108 0911-772193 

查報組組員-機動小組 廖國熙 民政課課員 22794157#147 0911-775879 

查報組組員-機動小組 謝世樺 民政課里幹事 22794157#150 0919-032968 

查報組組員-機動小組 周宗賢 民政課里幹事 22794157#151 0939-837958 

查報組組員-機動小組 林惠珠 民政課里幹事 22794157#148 0931-271600 

查報組組員-機動小組 黃志浩 民政課課員 22794157#147 0928-389800 

查報組組員-機動小組 洪皇琳 民政課里幹事 22794157#152 0937-599791 

查報組組員-機動小組 謝冠瑛 民政課里幹事 22794157#145 0978-122058 

查報組組員-機動小組 張明宗 民政課里幹事 22794157#146 0932-541136 

查報組組員-機動小組 張寧芳 民政課里幹事 22794157#151 0980-160812 

查報組組員-機動小組 許文彥 民政課里幹事 22794157#152 0952-684552 

查報組組員-機動小組 陳文國 民政課里幹事 22794157#150 0960-037272 

查報組組員-機動小組 宋裕文 民政課里幹事 22794157#148 0919-19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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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職稱 姓名 原職 辦公電話 行動電話 

搶修組組長 高慶洲 農業及建設課課長 22794157#300 0933-456616 

搶修組副組長 丁智河 公用課課長 22794157#322 0922-763799 

搶修組內勤組員 黃絲琳 農建課視導 22794157#312 0912-671222 

搶修組外勤組員 林金枝 公用課視導 22794157#323 0919-828556 

搶修組外勤組員 林宏儒 農建課技士 22794157#306 0937-599192 

搶修組外勤組員 曹家強 農建課技佐 22794157#305 0931-597285 

搶修組幹事 李全富 農建課技士 22794157#305 0936-707872 

搶修組外勤組員 王倜乾 農建課技士 22794157#307 0932-677589 

搶修組外勤組員 許貿棠 農建課技士 22794157#308 0911-633994 

搶修組內勤組員 宋禮邦 農建課技士 22794157#313 0915-218099 

搶修組內勤組員 賴美鳳 農建課技士 22794157#309 0972-428990 

搶修組內勤組員 陳建龍 農建課技士 22794157#313 0920-398270 

搶修組幹事 楊震英 公用課技士 22794157#321 0989-841197 

搶修組內勤組員 薛宇倩 農建課課員 22794157#301 0926-617336 

搶修組內勤組員 鍾湘芳 農建課課員 22794157#310 0973-582816 

搶修組內勤組員 蔡文賓 農建課課員 22794157#301 0932-079369 

搶修組內勤組員 梁琳琳 農建課課員 22794157#311 0982-716702 

搶修組內勤組員 梁嘉君 農建課課員 22794157#311 0912-610809 

搶修組外勤組員 張澤興 農建課技佐 22794157#303 0910-582167 

搶修組外勤組員 李孟儒 農建課技士 22794157#307 0932-624604 

搶修組內勤組員 黃玉惠 農建課辦事員 22794157#310 0936-208481 

搶修組內勤組員 邱敏翔 公用課課員 22794157#323 0952-324870 

搶修組外勤組員 林呈諺 農建課技士 22794157#306 0976-900435 

搶修組外勤組員 黃莉婷 農建課技士 22794157#309 0933-456281 

搶修組外勤組員 林宥廷 公用課課員 22794157#322 0966-175617 

收容救濟組組長 蔡淑玲 社會課課長 22794157#120 0939-377851 

收容救濟組副組長 黃素昧 會計室主任 22794157#250 0937-996916 

收容救濟組幹事 張智奎 社會課課員 22794157#173 0980-575491 

收容救濟組副幹事 張淑美 社會課課員 22794157#133 0918-371458 

收容救濟組組員 賴麗惠 社會課課員 22794157#127 0910-577054 

收容救濟組組員 徐雁秋 社會課課員 22794157#128 0987-878605 

收容救濟組組員 彭純麗 社會課課員 22794157#132 0912-049897 

收容救濟組組員 蔡若梅 社會課約聘人員 22794157#136 0911-486558 

收容救濟組組員 蔡維紓 社會課辦事員 22794157#129 0928-907368 

收容救濟組組員 羅怡雯 社會課辦事員 22794157#132 0961-116877 

收容救濟組組員 吳艷秋 社會課課員 22794157#171 0933-696171 

收容救濟組組員 陳佳郁 社會課課員 22794157#130 0919-582027 

收容救濟組組員 張如萱 會計室課員 22794157#252 0919-039281 

收容救濟組組員 楊晏婷 會計室佐理員 22794157#251 0982-251896 

收容救濟組組員 梁玉蘭 社會課課員 22794157#135 0922-542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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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職稱 姓名 原職 辦公電話 行動電話 

收容救濟組組員 黃鈺惠 社會課課員 22794157#126 0912-475180 

收容救濟組組員 黃淑瑱 社會課約僱人員 22794157#133 0933-612292 

收容救濟組組員 徐暄絨 會計室約聘人員 22794157#134 0905-685055 

總務組組長 林宜宏 秘書室主任 22794157#220 0975-344347 

總務組副組長 陳重光 人事室主任 22794157#230 0912-369588 

總務組幹事 李彩瑩 秘書室課員 22794157#221 0930-208168 

總務組組員-新聞媒體 錢信凱 秘書室課員 22794157#261 0982-500547 

總務組組員-新聞媒體 邱植輿 秘書室課員 22794157#264 0919-079430 

總務組組員-新聞媒體 莊蕙如 秘書室課員 22794157#267 0911-890936 

總務組組員-新聞媒體 郭珮萱 秘書室辦事員 22794157#266 0909-166392 

總務組組員-網路資訊

及總務支援 張玉佳 秘書室辦事員 22794157#265 0936-309698 

總務組組員-網路資訊

及總務支援 楊朝淇 秘書室課員 22794157#224 0931-317636 

總務組組員-網路資訊

及總務支援 邱玉紋 秘書室課員 22794157#223 0928-981918 

總務組組員-網路資訊

及總務支援 常志強 秘書室辦事員 22794157#226 0918-593099 

總務組組員-網路資訊

及總務支援 雷瑤君 人事室課員 22794157#231 0952-110893 

總務組組員-區長行程 郭文龍 秘書室技工 22794157#229 0923-893099 

總務組組員-區長行程 歐忞誼 秘書室秘書 22794157#212 0965-061226 

臺中市政府 

消 防 局 

太 平 分 隊 

搶救組組長 葉峻明 分隊長 22782282 0980-269027 

臺中市後備 

指 揮 部 
搶救組聯絡官 

林詠漢 動員科上尉 
23134788 

#565603 
0980-652666 

葉永福 後服科上尉 23134833 0926-206842 

陸軍第十軍

團 52工兵群

(光隆營區 ) 
搶救組聯絡官 楊凱傑 上尉 22784559 0980-207106 

太平區清潔

隊 
環保組組長 蕭國柱 隊長 22765590 0937-276218 

臺中市政府 

警 察 局 

太 平 分 局 
治安交通組組長 廖志明 保安民防組組長 23938182 0923-100393 

臺中市政府 

警 察 局 

太 平 分 局 
治安交通組聯絡官 崔景順 保安民防組巡佐 23938182 0963-751870 

太 平 區 

衛 生 所 
醫護組組長 

鄭聖文 主任 23938083#208 0965-006363 

蘇香如 護理長 23938083 0923-121963 

臺灣自來水

股份有限公

司大里服務

所 

維生管線組 陳朝顥 股長 24821831 0920-262105 



臺中市太平區災害應變中心作業手冊  災害應變中心標準作業程序 

1-1-12 

單位 職稱 姓名 原職 辦公電話 行動電話 

臺灣自來水

股份有限公

司臺中給水

廠 

維生管線組 陳舜歆 技術士 22442469 0952-182405 

中華電信股

份有限公司

臺中營運處 

維生管線組 陳瑞誠 股長 22112166 0937-701895 

欣林天然氣

股份有限公

司 
維生管線組 黃啟源 檢修股股長 24934136 0972-617447 

臺灣電力股

份有限公司

臺中區營業

處 

維生管線組 許維良 市區巡修課課長 22245131#5181 0930-065687 

臺灣中油股

份有限公司

臺中營業處 
維生管線組 黃盛維 工安員 22920130#185 0932-622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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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區里長及里幹事聯絡清冊 
更新日期: 108 年 9 月 30 日 

里別 
聯絡資料 

職稱 姓名 電話 行動電話 

太平里 
里長 陳中和 22781888 0921-773372 

里幹事 許文彥 22794157#152 0952-684552 

長億里 
里長 林泳鰡 22785777 0937-202500 

里幹事 許文彥 22794157#152 0952-684552 

永成里 
里長 曹永詩 22756227 0932-623105 

里幹事 許文彥 22794157#152 0952-684552 

中興里 
里長 林阿爐 22788049 0932-562166 

里幹事 林惠珠 22794157#148 0931-271600 

永平里 
里長 林錦枝 22706655 0931-127959 

里幹事 林惠珠 22794157#148 0931-271600 

東平里 
里長 溫錦昌 22772365 0937-585967 

里幹事 林惠珠 22794157#148 0931-271600 

中平里 
里長 林碧森 22750039 0927-599289 

里幹事 黃志浩 22794157#147 0928-389800 

建國里 
里長 江德海 22731647 0910-508424 

里幹事 陳文國 22794157#150 0960-037272 

建興里 
里長 胡長志 22786577 0936-295556 

里幹事 陳文國 22794157#150 0960-037272 

成功里 
里長 洪大鈞 22763758 0921-753307 

里幹事 陳文國 22794157#150 0960-037272 

新坪里 
里長 紀進豐 23915560 0936-321347 

里幹事 黃志浩 22794157#147 0928-389800 

新吉里 
里長 黃天財 23930996 0930-302309 

里幹事 周宗賢 22794157#151 0939-837958 

新城里 
里長 胡錩宏 23937089 0923-058226 

里幹事 黃志浩 22794157#147 0928-389800 

新光里 
里長 游癸龍 23950862 0928-384917 

里幹事 洪皇琳 22794157#152 0937-599791 

新高里 
里長 江姿樺 23958378 0933-318962 

里幹事 黃志浩 22794157#147 0928-389800 

新興里 
里長 鄭慧鋒 23951627 0937-213326 

里幹事 謝世樺 22794157#150 0919-032968 

坪林里 
里長 賴啟誠 23931341 0933-425001 

里幹事 廖國熙 22794157#147 0911-775879 

大興里 
里長 鄭金川 23934477 0937-296790 

里幹事 廖國熙 22794157#147 0911-775879 

勤益里 
里長 馮耀祖 23931739 0919-652075 

里幹事 廖國熙 22794157#147 0911-775879 

平安里 里長 施秀彩 22772325 0932-518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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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幹事 廖國熙 22794157#147 0911-775879 

光華里 
里長 黃鐵騫 23930236 0934-135378 

里幹事 張寧芳 22794157#151 0980-160812 

光明里 
里長 胥樹文 23917997 0932-619774 

里幹事 張寧芳 22794157#151 0980-160812 

新福里 
里長 李鎡進 23983488 0988-818452 

里幹事 張寧芳 22794157#151 0980-160812 

中山里 
里長 閻泰利 23936959 0938-175598 

里幹事 周宗賢 22794157#151 0939-837958 

豐年里 
里長 劉盈欣 23935035 0931-228288 

里幹事 周宗賢 22794157#151 0939-837958 

東和里 
里長 賴來旺 22735410 0935-785307 

里幹事 周宗賢 22794157#151 0939-837958 

宜欣里 
里長 楊登圳 22791778 0932-519671 

里幹事 謝冠瑛 22794157#145 0978-122058 

宜佳里 
里長 張麗真 22779005 0988-363509 

里幹事 謝冠瑛 22794157#145 0978-122058 

宜昌里 
里長 林進發 22730606 0952-961202 

里幹事 謝冠瑛 22794157#145 0978-122058 

中政里 
里長 林宗慶 22792535 0928-934499 

里幹事 謝冠瑛 22794157#145 0978-122058 

頭汴里 
里長 江思涵 22762323 0935-222245 

里幹事 宋裕文 22794157#148 0919-191415 

聖和里 
里長 王龍文 22769977 0923-375358 

里幹事 宋裕文 22794157#148 0919-191415 

東汴里 
里長 呂坤龍 22789685 0932-504717 

里幹事 宋裕文 22794157#148 0919-191415 

興隆里 
里長 賴玉敏 22756053 0937-742596 

里幹事 洪皇琳 22794157#152 0937-599791 

福隆里 
里長 黃楷能 22786206 0985-404948 

里幹事 洪皇琳 22794157#152 0937-599791 

光隆里 
里長 張雅芳 22789661 0916-062188 

里幹事 洪皇琳 22794157#152 0937-599791 

黃竹里 
里長 林元成 22713355 0938-606755 

里幹事 謝世樺 22794157#150 0919-032968 

永隆里 
里長 張立緯 22711369 0937-432070 

里幹事 謝世樺 22794157#150 0919-032968 

德隆里 
里長 吳燕明 22715655 0921-902998 

里幹事 謝世樺 22794157#150 0919-032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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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3 

臺中市太平區災害應變中心編組暨任務分工表 

更新日期：108 年 9 月 30 日 

編 組 名 稱 編 組 人 員 任 務 

指 揮 官 許區長貴芳 綜理區災害防救工作 

副 指 揮 官 李主任秘書愛國 襄助指揮官處理區災害防救工作 

搶 救 組 

組長:葉分隊長峻明 

連絡官:林聯絡官詠漢、

葉聯絡官永福、楊聯絡

官凱傑 

1.災害現場人命搶救、傷患搶救及民眾重大傷亡

查報事項。

2.應變警戒事項。

3.整理災情傳遞、彙整、管制、統計、陳報及其

他有關之文書作業事項。

4.協調國軍支援救災與運輸事項。

5.其他有關重大災害之協調事項。

收 容 

救 濟 組 

組長：蔡課長淑玲 

副組長：黃主任素昧 

1.收容所災民之登記、接待及管理事項。

2.收容所災民統計、災害救助統計查報及其他有

關事故之處理事項。

3.緊急安置所之指定、分配佈置、民生物資儲

放等事宜。

4.重大災害提供救災民生物資。

5.辦理罹難者家（親）屬救助事宜。

6.災民救濟口糧之發放事項。

7.受災損害之救濟事項。

8.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醫 護 組 組長：鄭主任聖文 

1.災害現場急救站規劃運作及藥品器材調度。

2.災害現場傷患後送醫療院所照顧事項。

3.評估災區食品衛生管理工作事項。

4.聯繫各醫療院所、提供醫療協助事項。

5.災區疫情防治、監測、通報、調查及相關處理

工作。

6.辦理臨時遺體安置場所消毒防疫事宜。

7.災民心理創傷之輔導。

8.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總 務 組 
組長：林主任宜宏 

副組長：陳主任重光 

1.災情及救災新聞之發佈宣導及其他有關新聞

事項。

2.區級災害應變中心及臨時前進指揮所之佈置、

視訊會議設備操作及維護、電訊之裝備維護及

照明設備之維持等事項。

3.區級災害應變中心工作人員之飲食、寢具等供

應及相關救災器材採購事項。

4.軍方支援部隊之接待及飲食供應事項。

5.各界捐贈救災物資之接受與轉發事項。

6.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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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組 名 稱 編組人員 任務 

治 安 

交 通 組 

組長：廖組長志明 

聯絡官: 崔巡佐景順 

1.循警政系統辦理有關罹難者及失蹤者之災情 

  查報、通報事項。 

2.依指揮官劃定警戒區域執行勸導、限制或禁止 

  人民進入或命其離去等事宜。 

3.負責災區現場警戒、緊急疏散、治安維護、交 

  通秩序維持事宜。 

4.協助遺體相驗及罹難者身分確認事宜。 

5.災區交通運輸之維護事項。 

6.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幕 僚 

查 報 組 

組長：梅課長美華 

副組長：陳課長香妃 

1.負責指揮官幕僚作業事宜。 

2.督導災害防救組織功能。 

3.勘查統計民間災情事項。 

4.洽請軍方支援事項。 

5.協助辦理危險地區民眾疏散撤離事項。 

6.協助辦理收容救濟事項。 

7.協助罹難家屬辦理喪葬善後事宜。 

8.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搶 修 組 
組長：高課長慶洲 

副組長：丁課長智河 

1.聯絡潛勢區域或土石流潛勢溪流里長，隨時注

意氣象報告，做好防災整備及疏散避難等措施。 

2.搶救所需工程機具、人力調配事項。 

3.輕微災情之搶修、搶險及復舊事項。 

4.路燈、公園、公共停車場之搶修。 

5.調度車輛運送災民。 

6.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環 保 組 組長：蕭隊長國柱 

1.急迫性垃圾清理工作。 

2.側溝堵塞疏濬工作。 

3.轄內路樹倒塌之清理。 

4.災區環境消毒工作。 

5.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維 生 

管 線 組 
組長：各維生管線單位  

1.電力供應維護搶修工作。 

2.自來水供應搶修工作。 

3.天然氣、瓦斯供應搶修工作。 

4.油料管線維護搶修工作。 

5.電信通訊維護搶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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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4 

○○○年太平區災害應變中心編組人員輪值(加班)簽到退表 

災害名稱： □日班 □夜班 組別： 

職稱 
簽      到 簽 退 加班時

數(時) 姓名 時    間 姓名 時    間 

  月  日  時  分   月  日  時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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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5 

臺 中 市 太 平 區 災 害 應 變 中 心 

○ ○ ○ ○ 災 害 整 備 、 應 變 第   次 會 議 記 錄 表 

壹、會議時間：    年    月    日（星期    ）    午    時    分 

貳、會議地點：太平區災害應變中心(太平區公所 2F會議室) 

參、主持人：許指揮官貴芳             記錄： 

肆、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伍、主持人致詞： 

陸、各任務編組任務報告： 

  一、幕僚查報組： 

  二、搶修組：  

  三、收容救濟組：  

四、總務組： 

五、治安交通組： 

六、搶救組-消防隊： 

七、搶救組-臺中市後備指揮部 

八、搶救組-光隆營區 

九、醫護組 

十、環保組 

十一、維生管線組： 

(一)臺電公司 

(二)自來水公司 

(三)欣林天然氣公司 

(四)中華電信公司 

(五)中油公司 

柒、主席裁示： 

捌、散會:      時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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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6 

臺 中 市 太 平 區 災 害 應 變 中 心 

○ ○ ○ ○ 災 害 整 備 、 應 變 第   次 會 議 簽 到 單 

一、時間：   年   月  日   午   時  分 

二、地點：太平區災害應變中心(太平區公所 2F會議室) 

三、主席：許指揮官貴芳 

四、出席人員： 

組別 編組職稱 所屬單位/職稱 簽到 

指  揮  部 指揮官 太平區公所 區長 

指  揮  部 副指揮官 太平區公所 主任秘書 

幕僚查報組 太平區公所 

搶  修  組 太平區公所 

收容救濟組 太平區公所 

總  務  組 太平區公所 

搶  救  組 

消防局太平(中山、車

籠埔)分隊 

搶  救  組 臺中市後備指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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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編組職稱 所屬單位/職稱 簽到 

搶  救  組  

陸軍第十軍團 52工兵

群〈光隆營區〉 

  

治安交通組  臺中市警察局太平分局   

治安交通組  臺中市警察局太平分局   

醫  護  組  太平區衛生所   

環  保  組  太平區清潔隊   

維生管線組  臺電臺中區處   

維生管線組  

自來水公司第四區管理

處 

  

維生管線組  自來水公司大里服務所   

維生管線組  中華電信公司   

維生管線組  欣林天然氣公司   

維生管線組  中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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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7 

太平區災害應變中心防災整備檢查表 

更新日期： 年  月  日 

項目 檢查細項 

檢查結果 
檢查 

時間 

檢查人 

員簽名 

備 

註 
正常 改善 

措施 

應

變 

中 

心

所

需 

表

單 

1.標準作業程序書 

1.1 太平區災害應變標準作業手冊 □有 □無

1.2 各編組標準作業流程 □有 □無

2.公文簽呈 □有 □無

3 .太平區應變中心進駐人員聯絡清冊 □有 □無

4. 太平區應變中心開設通知簡訊草稿 □有 □無

5.應變中心進駐人員回傳簡訊格式 □有 □無

6.臺中市太平區應變中心器材檢核表 □有 □無

7.太平區應變中心進駐人員聯繫表 □有 □無

8.太平區公所災害應變中心編組人員輪值簽到、退表 □有 □無

9.太平區災害應變中心防救災人員、機具報到表 □有 □無

10.太平區災害應變中心整備、應變會議記錄表 □有 □無

11.太平區公所緊急撤離通知書 □有 □無

12.太平區撤離人數統計表 □有 □無

13.太平區災情彙計總表 □有 □無

14.太平區災害應變中心___________災害處理彙報表 □有 □無

15.太平區災害應變中心劃定警戒管制範圍建議申請表 □有 □無

16.太平區公所舉發違反災害防救法案件勸導通知書 □有 □無

17.太平區災害應變中心搶救組防災整備檢查表 □有 □無

18.臺中市太平區災害應變中心受理案件管制單 □有 □無

19.臺中市太平區災害應變中心大事紀要表 □有 □無

20.太平區災害應變中心災情清冊 □有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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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檢查細項 
檢查結果 檢查 

時間 

檢查人 

員簽名 

備 

註 正常 改善措施 

器 

材  

設  

備 

1.電視 □正常________部 □故障________部 

說明： 

   

1.1 有線頻道 □有 □無    

1.2 無線頻道 □有 □無    

2.電腦 □正常________部 □故障________部 

說明： 

   

3.網路 □正常 □故障 

說明： 

   

4.印表機 □正常________部 

 

□故障________部 

 說明： 

   

5.傳真機 □正常________部 

 

□故障________部 

說明： 

   

6.電話 

  衛星電話 

□正常      部 

 

□故障________部 

說明： 

   

7.單槍 □正常      部 

 

□故障________部 

說明： 

   

8.筆記型電腦 □正常________部 

 

□故障________部 

說明： 

   

9.麥克風 □正常________部 

 

□故障________部 

說明： 

   

10.音響設備 □正常________部 □故障________部 

說明： 

   

11.緊急發電機 □正常________部 □故障________部 

說明： 

   

12.緊急照明設備 □正常________部 □故障________部 

說明： 

   

 
 
各 

式 

文 

件 

13.文書表件      

13.1 行政區域圖 □有 □無    

13.2 防災地圖 □有 □無    

13.3 大事紀要表 □有 □無    

 13.4 土石流分佈圖 □有 □無    

 13.5 任務分工表 □有 □無    

太平區公所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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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8 

太平區災害應變中心開設通報單 

臺中市太平區災害應變中心開設通報單 

一、案由： 

二、開設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三、開設層級：    級開設 

四、開設地點：太平區災害應變中心(太平區公所 2F 會議室) 

五、太平區災害應變中心連絡電話： 

    電話：04-22794157 

    傳真：04-22708370 

    承辦人： 

指揮官：區長  

此致 

臺中市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4-23811119 

傳真：04-238206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