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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政府
106年災害防救業務訪評

簡報單位：澎湖縣災害防救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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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07月31日

澎湖縣災害防救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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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綱要

壹、前言

貳、轄區概況

參、防災整備情形與作為

肆、結語



2

災害防救之施政目的，在於健全災害防救體
制，強化災害防救功能，以確保人民生命、
身體、財產之安全及國土之保全。近年來，
本縣各防救災編組單位，依據「防災重於救
災，離災更重於防災」的策略目標，秉持團
隊合作的精神。

推動強化本縣與六鄉(市)公所災害防救作業
能力，並逐步落實至村(里)、社區、學校
等，以提升區域性災害防救作業的整合與支
援效能，健全縣府、鄉(市)公所、村(里)等
層級間的應變與運作機制，以及提升整體防
救災技術與整備防救災資源。

壹、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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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防救之目標精神

提升縣府、鄉(市)層級災害防救能量

建立縣府、鄉(市)層級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充實災害防救圖資與資料庫

強化縣府、鄉(市)層級災害防救體制

壹、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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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群島位於於北緯23°12‘至23°47’東

經119°19‘至119°43’，島嶼數為90座，
極東：查母嶼；極西：花嶼；極南：

七美嶼；極北：大蹺嶼，北回歸線

23°27‘穿過群島之中的虎井嶼之南。

貳、轄區概況

行政區劃分為一市

(馬公市)五鄉(湖西
鄉、白沙鄉、西嶼

鄉、望安鄉、七美

鄉等)。

6

澎湖群島的地形平坦，加上位於臺灣

海峽中央，因此，氣候深受雨量與季
風的影響。澎湖群島平均年雨量約

1,000毫米左右，80%集中在夏季。另

由於澎湖缺乏高山的屏障，冬天的風

貳、轄區概況

速較大，每年強

風 日 數 高 達
約10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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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於104年8月19日~8

月20日重新修訂，並送中央災防會報審查，
行政院於105年5月5日院臺忠字第00000000

號函復同意備查在案。

六鄉(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完成修訂初稿，
各公所於105年2月18日~3月18日呈報縣府備
查。

委託國立交通大學單信瑜教授與國立臺東大
學王文清教授進行六鄉(市)地區災害防救計
畫審查，目前針對審查意見進行修正，預計
修正完成後呈報縣府備查。

參、防災整備情形與作為
一、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之修訂

8

針對轄內潛勢區域已建立保全住戶聯絡名

冊，並完成責任區分工，及辦理統計通報講

習訓練，使各責任區人員了解疏散撤離各項

工作之執行重點。

避難收容場所已依不同災害類別，規劃適當

之避難收容場所並造冊列管、定期實施安全

檢查。相關民生物資已簽定開口契約及儲備

必要之各項物資，以利災時災民收容所需。

參、防災整備情形與作為
二、疏散撤離及收容之整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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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嶼鄉海嘯疏散避難暨收容演練」示範觀摩

 105年度選定西嶼鄉外垵村辦理。

主辦單位：消防局、民政處、社會處。

承辦單位：西嶼鄉公所、協力團隊。

由外垵村民眾、社區發展協會、巡守隊、鄉立幼兒園
、警察、消防、安檢所、外籍漁工等實際進行疏散避
難演練，演練人員共計236人。

 105年度已購置8支交通指揮棒，提供西嶼鄉公所及外
垵村辦公室使用，以強化外垵村疏散避難收容作業之
所需器材。

演練影片剪輯製成海嘯疏散避難演練影像(25分鐘)、
避難收容場所開設與災民收容演練影像(19分鐘)，做
為爾後相關訓練教材之用。

參、防災整備情形與作為
二、疏散撤離及收容之整備(續)

 

外垵社區暨 

農漁民活動中心 

西台停車場 

(疏散地點) 

 

遊客導引點 

(疏散到慈航寺) 
行動不便民眾 

接送點 

(救護車接送到西台

停車場) 

導引點 1 

導引點 2 

慈航寺 

(疏散地點) 

 

導引點 4 

導引點 5 

交通管制點 
導引點 6 

導引點 3 

西嶼餌砲高地 

(疏散地點) 

 

導引點 7 

導引點 8 

導引點 9 

西嶼鄉海嘯疏散避難演練路線規劃圖

參、防災整備情形與作為
二、疏散撤離及收容之整備(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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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嘯疏散避難演練示範觀摩

• 1-1海嘯警報發佈與疏散避難廣播

• 1-2召集社區巡守隊並聯繫警察與消防單位協助

疏散避難

• 1-3社區巡守隊集合與任務分派

• 2-1民眾沿避難路線疏散到各高地避難

• 2-2幼兒園進行疏散避難

• 2-3引導遊客疏散避難

• 2-4引導外籍漁工疏散避難

• 2-5協助獨居老人疏散避難

• 3-1海嘯警報解除後村民返家，部分民眾進行收

容

演練項目

參、防災整備情形與作為
二、疏散撤離及收容之整備(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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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難收容場所開設與災民收容作業示範觀摩

• 4-1避難收容場所開設作業-人員集合與任務分派

• 4-2避難收容場所開設作業-各組依據任務分工進行整

備

• 5-1災民收容作業-災民到達與報到登記

• 5-2災民收容作業-報到時發現災民受傷或身體不適等

情形的處置

• 5-3災民收容作業-引導災民領取收容物資及安排安置

地點

• 5-4災民收容作業-災民身心狀況的巡查與醫療協助

• 5-5災民收容作業-災民身心狀況的巡查與精神撫慰

• 6-1避難收容場所撤除作業-災民返家與場地整理復原

工作

演練項目

參、防災整備情形與作為
二、疏散撤離及收容之整備(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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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嶼鄉海嘯疏散避難演練示範觀摩

西嶼鄉避難收容場所開設與災民收容演練示範觀摩

13

參、防災整備情形與作為
二、疏散撤離及收容之整備(續)

14

落實汛期前轄內易淹水潛勢地區，各排水路

修建、清淤疏浚、警戒區劃設、保全對象、

避難處所調查，並辦理疏散撤離應變演練，

俾利於颱風(豪雨)期間應變處置。

依水災危險潛勢地區保全計畫，完成開口契

約簽訂、預佈移動式抽水機及備妥器材，包

括防汛塊、太空包等備料，及編管民間重機

具、人力資源，有效遂行緊急調度支援。

完成年度水災危險潛勢地區保全計畫修正。

參、防災整備情形與作為
三、水災保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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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二期計畫銜接「澎湖縣災害防救深耕第

1期計畫」之工作成果，持續推動強化本縣

與鄉 (市 )災害防救能力，逐步落實至村

(里)、社區、學校等，健全縣府、鄉(市)、

村(里)等層級間的應變與運作機制，以及提

升整體防救災技術與整備防救災資源，由南

亞技術學院及澎湖科技大學擔任協力團隊。

參、防災整備情形與作為
四、推動深耕二期計畫

16

 完成六鄉(市)之淹水潛勢地區現勘工作，界定「易淹水

潛勢地區」、「持續觀察可能淹水地區」、「歷史淹水

紀錄地區」。

 建置六鄉(市)淹水潛勢區、排水路、消防單位分布等，

共計34個圖層。

 新增六鄉(市)消防水栓分布、弱勢族群分布、獨居老人

分布、搶救不易地區及建築(場所)等，共計4個圖層。

 更新六鄉(市)避難收容場所、民生物資儲備場所、交通

易肇事路段分布等，共計3項圖層。

 106年度重新檢視六鄉(市)96村(里)災害類別及特性，並

全數更新六鄉(市)96村(里)(計96幅)簡易疏散避難地圖。

 辦理「六鄉(市)村(里)簡易疏散避難圖與防災地圖繪製

實務」教育訓練，進行技術移轉。

 完成澎湖地區「地震、海嘯、風暴潮」評估報告。

參、防災整備情形與作為
四、推動深耕二期計畫(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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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防災整備情形與作為
四、推動深耕二期計畫(續)

項次 地理資訊系統圖層 項次 地理資訊系統圖層

1 消防單位分布 18 住宅區

2 醫療單位分布 19 淹水潛勢區

3 警察單位分布 20 地質敏感區

4 軍事單位分布 21 海嘯危害潛勢區

5 教育單位分布 22 中油油庫影響範圍

6 避難收容場所分布(更新) 23 尖山電廠影響範圍

7 民生物資儲備場所分布(更新) 24 彈藥庫、油料庫、燒爆毀場影響範圍

8 災害應變中心分布 25 地震模擬震度、人員傷亡、建物損害圖

9 備援應變中心分布 26 遊憩據點分布

10 中油油庫 27 遊客中心分布

11 尖山電廠 28 防災避難看板

12 彈藥庫、油料庫、燒爆毀場 29 AED設置場所

13 縣道 30 搶救不易地區及建築(場所)(新增)

14 鄉道 31 消防水栓分布(新增)

15 一般道路 32 弱勢族群分布(新增)

16 排水路 33 獨居老人分布(新增)

17 村里面圖層 34 交通易肇事路段分布(更新)
17

主題圖製作與應用
赤崁村獨居老人與災害潛勢分布圖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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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鄉(市)96村(里)簡易疏散避難地圖
(以白沙鄉赤崁村為例)

1.更新村(里)長聯絡
資訊

2.更新總人口數
3.新增澎湖縣災害
應變中心聯絡資
訊

4.更新避難原則
5.新增中長期收容
人數

6.新增緊急救護單
位

7.新增公園點位
8.新增易淹水地區
9.新增持續觀察地
區

19

馬公市民生物資儲備處所分布圖

湖西鄉消防水栓分布圖 白沙鄉防救災據點分布圖

西嶼鄉緊急救護單位
分布圖

106年度檢討繪製六鄉(市)防災電子圖資

七美鄉避難收容場所分布圖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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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地區海嘯災害分析
進行「澎湖地區海嘯災害分析」模擬結果顯示，澎湖
地區受1604年泉州地震誘發海嘯之近岸波高，於200

公尺解析度下，澎湖近岸最大海嘯波高約有0.15公尺
至0.3公尺，判斷並未有太大之海嘯災情，海嘯波於地
震發生後30分鐘至45分鐘會抵達澎湖。

澎湖地區受2006年屏東雙主震誘發海嘯之近岸波高，
於200公尺解析度下，澎湖近岸最大海嘯波高約有
0.025公尺至0.045公尺，判斷由海嘯所引發之波高在
澎湖並未造成災情。

澎湖地區受馬尼拉海溝北段潛在誘發海嘯之近岸波高
，於200公尺解析度下，澎湖群島南部近岸區域最大
海嘯波高約有0.7公尺，七美鄉和望安鄉近岸可能有超
過0.8公尺以上之海嘯波高，海嘯波約震後1小時開始
影響澎湖群島。

參、防災整備情形與作為
四、推動深耕二期計畫(續)

1604年泉州地震誘發之海嘯最大波高圖

和海嘯波抵達時間圖

2006年屏東雙主震事件之海嘯最大波高圖

和海嘯波抵達時間圖

馬尼拉海溝北段潛在誘發之海嘯最大波高圖

和海嘯波抵達時間圖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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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地區風暴潮分析
進行「澎湖區域之暴潮分析」模擬結果顯示，蘇迪勒

颱風於澎湖區域東北部造成之最大風暴潮高於西南部

，澎湖群島東北方最大風暴潮約為1.2公尺，而西南方

最大風暴潮約為0.8公尺，兩者差距可達0.4公尺，顯

示東北部於蘇迪勒颱風個案中，東北部受到之異常水

位上升之威脅高於西南部。

參、防災整備情形與作為
四、推動深耕二期計畫(續)

蘇迪勒颱風期間
澎湖最大風暴潮高(不含潮汐效應)

澎湖區域數值潮位計所記錄之
風暴潮時序變化(分佈於澎湖區域之西部

)

24

 更新六鄉(市)公所防救災資源。
 更新六鄉(市)民生物資開口合約、工程搶修開口合

約。
 重新檢視六鄉(市)避難收容場所建築物結構現況評

估，分為適宜使用、適宜使用，但建議修補、不適
宜使用等三種分類場所。

 更新六鄉(市)避難收容場所收容能量。
 100~105年度六鄉(市)已設置防災避難看板數量共23

處。
 完成106年度六鄉(市)防災避難看板現勘與設置圖面

繪製，並與六鄉(市)公所、澎管處完成設置地點使
用權確認，規劃7月底前完成設置。

 完成現地調查100~105年度已設置看板之受損狀
況，規劃7月底前完成更換與修護。

參、防災整備情形與作為
四、推動深耕二期計畫(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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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六鄉(市)避難收容場所收容能量

參、防災整備情形與作為
四、推動深耕二期計畫(續)

鄉(市)

颱(洪)災害、地震災害 海嘯災害

臨時
收容處

臨時收容
人數(人)

中長期
收容處

中長期收容
人數(人)

臨時
收容處或疏
散空地

疏散人數
(人)

馬公市 47 6,420 47 4,190 39 13,290 

湖西鄉 23 1,545 23 1,010 18 10,550 

白沙鄉 17 1,265 17 835 21 17,120 

西嶼鄉 16 1,020 16 665 22 12,405

望安鄉 10 695 10 450 14 7,375

七美鄉 10 530 10 350 13 3,985

合計 123 11,475 123 7,500 127 64,725

25

26

100~105年度已設置防災避難看板數量

參、防災整備情形與作為
四、推動深耕二期計畫(續)

鄉(市) 已設置村(里) 數量(處)

馬公市 山水里、嵵裡里、東文里、風櫃里 4

湖西鄉
龍門村、湖西村、湖東村、南寮村、
尖山村、隘門村

6

白沙鄉 赤崁村、港子村、通梁村、岐頭村 4

西嶼鄉 外垵村、池東村、內垵村、小門村 4

望安鄉 西安村、將軍村 2

七美鄉 南港村、南港村、中和村 3

合計 23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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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選定可設置防災避難看板地點分布

參、防災整備情形與作為
四、推動深耕二期計畫(續)

鄉(市) 預計設置地點 備選設置地點

馬公市
復興里、中央里、長安里、啟明里、重

慶里、中興里
(中正國小)

菜園里(石泉國小)

石泉里(石泉社區活動中心)

湖西鄉
北寮村

(北寮社區活動中心、奎壁山等共2處)

青螺村(青螺村活動中心)

西溪村(西溪國小)

白沙鄉
鎮海村

(鎮海國中共1處)

講美村(講美國小)

後寮村(後寮社區活動中心)

西嶼鄉
二崁村

(二崁古厝、西嶼鄉立圖書館等共2處)

赤馬村(赤馬國小)

竹灣村(竹灣國小)

望安鄉
東安村

(潭門漁港、東安社區活動中心等共2處)

水垵村(水垵社區活動中心)

西安村(西安社區活動中心)

七美鄉
東湖村

(東湖社區暨農漁民活動中心、雙心石滬
等共2處)

平和村(平和社區活動中心)

西湖村(西湖社區活動中心)

27

28

完成六鄉(市)防災避難看板現勘與設置圖面繪製，

並與六鄉(市)公所確認圖面，目前廠商製作看板，

預計7月底完成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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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查100~105年度六鄉(市)設置防災避難看板現況，針對受損防災看板

(或指示牌)進行加固或重新製作

馬公市山水里指示牌扭曲

馬公市嵵裡里立柱扣環脫落 白沙鄉赤崁村立柱基座生鏽

白沙鄉赤崁村立柱基座與看板扣環生鏽

西嶼鄉池東村指示牌遺失

西嶼鄉池東村螺絲生鏽

七美鄉南港村看板遺失

七美鄉南港村看板扣環掉落

七美鄉南港村指示牌掉落

29

30

六鄉(市)防災宣導文宣(結合觀光景點及避難收容場所)，發送遊客或民眾；

並同步進行翻譯越南文與印尼文，提供外籍新住民與印尼漁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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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
災
宣
導
品-

無
痕
掛
勾(

印
製1,1

0
0

份)

完成建置湖西鄉龍門
國小周邊獨居老人與
弱勢族群分布圖

完成建置六鄉(市)消
防水栓分布圖

32

104年度製作馬公市公所(70件)；105年度製作西嶼鄉公所(30件)、望安鄉公所

(22件)、七美鄉公所(16件)；106年度製作湖西鄉公所(45件)、白沙鄉公所(29件)

災情查報員背心，發送鄉(市)公所災防業務主管與承辦，以及村(里)長與村(里)

幹事，六鄉(市)災情查報員背心皆已全數製作完成，總計212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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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爭取救災時效，律定救災責任區，強化國

軍與本府救災機制，提升整體災防效能，第

一時間投入緊急救援，確保縣民生命安全。

本縣國軍救災能量共計劃分為5大責任區及1

個預備隊，共計有救災兵力2,312員，救災

車輛、船艇、機具及裝備共計20類6艘244

部。

參、防災整備情形與作為
五、國軍救災能量、兵力、機具之整備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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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落實執行本縣災害防救深耕計畫，乃由林

副縣長擔任召集人，縣府組成跨局處任務編

組，結合六鄉(市)公所，以及協力團隊，啟

動區域性災害防救作業的整合與支援效能，

健全縣府與鄉(市)層級應變與運作機制，提

升整體防救災技術與整備防救災資源。

 105年度召開2次災害防救工作會議；106年

度召開1次災害防救工作會議；六鄉(市)災

防會報皆定期召開。

參、防災整備情形與作為
六、災害防救工作會議

36

參、防災整備情形與作為
六、災害防救工作會議(續)

災害防救工作會議

鄉(市)災防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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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106)年度開發澎湖縣災害應變中心資訊平
台，結合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時，設置於本縣之
中央部會、縣府單位、鄉(市)公所、事業單位
及其他單位分享防救災資料的資料庫。

參、防災整備情形與作為
七、颱風災害應變中心開設作業

訊息公告

單位分類

相關連結網站

38

參、防災整備情形與作為
七、颱風災害應變中心開設作業(續)

本縣災害應變中
心成立後，協力
團隊依據協助研
析計畫，由進駐
人員與協力團隊
成員共同協助本
縣災害應變中心
作業，亦有建立
澎湖縣災害應變
中心LINE群組，
提供各單位即時
通報災情。

 

接獲開設訊息 颱風警報發佈 

確認災害可能影響範圍 

與消防局及鄉(市)公所聯繫 

由計畫主持人安排進駐人員 

本計畫人員進駐縣災害應變中心 

進行災情研析以協助 

縣府團隊進行應變 

應變中心撤除 

返回 

確認開設 

或須支援 

ye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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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度颱風發佈警報及開設災害應變中心共
計3次，分別為尼伯特颱風(07/06~07/09)、莫蘭
蒂 颱 風 (09/13~09/15) 、 梅 姬 颱 風
(09/26~09/28)。

 106年度截至07月15日止，本縣尚未發佈颱風
警報及開設災害應變中心。

參、防災整備情形與作為
七、颱風災害應變中心開設作業(續)

請補充照片

40

參、防災整備情形與作為
七、颱風災害應變中心開設作業(續)

澎湖縣災害應變中心進駐紀錄(LINE群組)─以莫蘭蒂颱風為例(部分)

莫蘭蒂颱風(105/09/13~09/15)

日期/時間 發布單位 進駐紀錄

09/12(一)上午08:17 南亞技術學院 提供NCDR災害情資

09/12(一)下午18:52 澎湖氣象站 上傳澎湖地區即時氣象資訊

09/12(一)下午19:06 南亞技術學院 莫蘭蒂颱風預警說明-20160912，1600。

09/12(一)下午23:26 消防局 上傳海上颱風警報

09/13(二)上午08:54

臺灣港務股份

有限公司

高雄港務分公司

馬公管理處

馬公管理處報告：

今日(13)澎湖對外海運交通如下：

1.臺華輪09時開航往高雄。(14、15日因受颱風影響取消

航班)

2.凱旋3號、滿天星2號原訂下午4時往布袋航班提前於下

午1時開航。(14日因受颱風影響取消航班)

09/13(二)上午09:08 消防局 莫蘭蒂颱風澎湖縣災害應變中心，於本13日9時3級開設。

09/13(二)上午09:34 人事處
本縣今日照常上班、照常上課，消防局勤務中心惠請協

助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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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修訂年度防災教育計畫，並結合教育處輔

導本縣各級學校完成校園災害防救計畫之制

定及各項防災工作之推動。

配合每年國家防災日，本縣各級學校亦同時

辦理各項防災演練，落實防災教育工作。

辦理各項研習活動，運用種子師資加強校園

防災工作之推動事宜。

學校廳舍定期實施安全檢查及各項養護工

作，確保學校安全無虞。

參、防災整備情形與作為
八、防災教育部分

42

於106年06月23日辦理「防災校園規劃與推
動講習」教育訓練，參訓對象為本縣各級
學校教職員，講授課程為「防災校園規
劃」、「防災校園推動」等。

規劃106年9~10月設置「澎湖縣防災校園教
育館」，後續採取逐年建置，朝向建置
「澎湖縣防災校園推動教育中心」。

參、防災整備情形與作為
八、防災教育部分(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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篩選2所國中(小)學，協助申請107年度之防
災校園計畫。

規劃白沙國中結合赤崁社區活動中心，辦
理白沙鄉公所、社區與學校之整合性防災
地圖，以及避難疏散演練與觀摩，強化防
救災工作的自救與互救機制，深耕社區層
級。

擴大防救災教育訓練對象與多樣化，規劃
辦理「西嶼鄉防災社區」推動示範觀摩、
社區暨校園防災整合宣導活動(湖西鄉龍門
國小)等，擴大防救災宣導的效果。

參、防災整備情形與作為
八、防災教育部分(續)

44

規劃「赤崁社區疏散避難暨白沙國中避難收容場所開設演練與觀摩」

參、防災整備情形與作為
八、防災教育部分(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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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縣屬離島地形，對外交通主要依賴空運，為強化

面對大規模複合型災害之整備、應變及復原措施，

使本縣相關防災編組單位在面臨複合型災害時，能

充分發揮統合應變作業能力，結合全民防衛動員及

全民戰力綜合協調體系，妥善運用防救災資源，貫

徹災害防救法及加強防災演練、教育宣導工作。

 106年4月26日舉辦「澎湖縣政府暨馬公航空站106

年度空難災害防救演習」，本次演習採實物、實作

方式演練，由本府結合馬公航空站、陸軍澎湖防衛

指揮部，並動員民政、社會、旅遊、工務、警察、

衛生、消防、環保、湖西鄉公所等相關單位參與演

習，過程務求結合計畫與實況。

參、防災整備情形與作為
九、實兵演練

46

參、防災整備情形與作為
九、實兵演練(續)

項次 項目 演練重點

一 災害事件緊急通報
模擬災害事件發生後，各單位依所屬作業原則第一
時間緊急通報各所屬單位。

二 災害應變中心運作 模擬風災暨空難災害應變中心聯合作業演練。

三
機組人員導引機上旅客
導引疏散

模擬空服人員展開緊急疏散作業，緊急引導旅客逃
生。

四 火災搶救及人命救助
模擬消防局接獲災害通報後，立即調派消防分隊至
現場火災搶救及人命救助，並將現場情形回報至消
防局救災救護指揮中心及提出後續支援。

五 交通管制
模擬災害發生後，現場圍設封鎖區進行現場秩序維
持及管制救災車輛出入。

六
空難現場前進指揮所成
立及運作

模擬災害現場前進指揮所成立及各災害應變編組單
位運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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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防災整備情形與作為
九、實兵演練(續)

項次 項目 演練重點

七 航站處置作為
模擬馬公航空站災害應變小組抵達現場，派員進駐

前進指揮所及辦理相關處置作為。

八
大量傷病患緊急醫療救

護

模擬受災人數達15人以上，啟動大量傷病患緊急醫

療救護，立即調派醫院及衛生所等救護人力支援成

立急救站，執行檢傷及救護任務。

九
旅客家屬安置及災民收

容

模擬家屬至現場嘗試尋找家人未果，情緒不穩由安

心關懷站協助平撫情緒，另針對災民接送至收容處

所安置。

十
罹難者大體安置及財物

處置

模擬搜救人員由災區搜救出大體完整罹難者及許多

非完整性大體，進行罹難者安置及散落物處置。

十一 媒體中心作業 模擬新聞中心作業演練。

十二 環境清理及善後處理 模擬災害搶救結束後，環境清理及善後處理。

48

參、防災整備情形與作為
九、實兵演練(續)

火災搶救及人命救助

教育宣導、來賓及長官致詞

機組人員導引旅客疏散

國軍支援搶救

家屬安置、災民收容及環境清理消毒

大量傷病患緊急救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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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升鄉(市)公所防災應變能力，於105年
辦理地震海嘯災害兵棋推演；106年辦理颱
(洪)與風暴潮災害兵棋推演，藉由推演使鄉
(市)公所更了解各項防災應變工作之執行。

參、防災整備情形與作為
十、兵棋推演

50

參、防災整備情形與作為
十一、辦理各項防災講習及訓練

105年度7~12月已辦理教育訓練(共9場次，合計161人次)

項
次

教育訓練主題 講授對象 時間
參訓
人數

1
湖西鄉災害防救深耕
第2期計畫說明與交流

湖西鄉首長、防救災業務主
管及人員、村長、村幹事

105.07.20 35

2
西嶼鄉災害防救深耕
第2期計畫說明與交流

西嶼鄉首長、防救災業務主
管及人員、村長、村幹事

105.07.21 32

3
0206地震台南維冠金
龍大樓倒塌搶救經驗
分享

澎湖縣政府、六鄉(市)防災
業務相關人員

105.09.08 25

4
澎湖地區溢淹與暴潮
分析

澎湖縣政府、六鄉(市)防災
業務相關人員

105.09.30 16

5

EMIC應變管理資訊雲
端服務暨下半年度
Thuraya手持式衛星行
動電話操作

本府防救災業務承辦人員、
各局處進駐人員及鄉市公所
防災人員

105.10.28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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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防災整備情形與作為
十一、辦理各項防災講習及訓練(續)

105年度7~12月已辦理教育訓練(共9場次，合計161人次)

項
次

教育訓練主題 講授對象 時間
參訓
人數

6
馬公市里簡易疏散避
難地圖製作教育訓練

馬公市首長、防救災業務承
辦人員

105.11.25 5

7
西嶼鄉村簡易疏散避
難地圖製作教育訓練

西嶼鄉首長、防救災業務承
辦人員

105.11.29 11

8
湖西鄉村簡易疏散避
難地圖製作教育訓練

湖西鄉首長、防救災業務承
辦人員

105.12.01 12

9
白沙鄉村簡易疏散避
難地圖製作教育訓練

白沙鄉首長、防救災業務承
辦人員

105.12.02 10

52

參、防災整備情形與作為
十一、辦理各項防災講習及訓練(續)

106年度已辦理教育訓練(共9場次，合計192人次)

項
次

教育訓練主題 講授對象 時間
參訓
人數

1
106年度載客小船實
務人員研習會

澎湖縣各載客小船從業人員
106.03.24 33

2
望安鄉災害防救深耕
第2期計畫說明與交
流

望安鄉首長、秘書、防救災
業務主管及人員、村幹事 106.04.25 12

3
望安鄉村簡易疏散避
難地圖製作

望安鄉首長、秘書、防救災
業務主管及人員、村幹事

106.04.25 12

4
消防署訊息服務平台
暨澎湖縣災害應變中
心資訊平台教育訓練

澎湖縣政府、六鄉(市)防救
災業務人員及進駐人員 106.06.02 32

5
應變管理資訊系統
(EMIC)教育訓練

澎湖縣政府、六鄉(市)防救
災業務人員及進駐人員 106.06.07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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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防災整備情形與作為
十一、辦理各項防災講習及訓練(續)

106年度已辦理教育訓練(共9場次，合計192人次)

項
次

教育訓練主題 講授對象 時間
參訓
人數

6
防災校園規劃與推動
講習

澎湖縣各級學校教職員 106.06.23 42

7
七美鄉災害防救深耕
第2期計畫說明與交
流

七美鄉首長、秘書、防救災
業務主管及人員、村幹事 106.06.27 13

8
七美鄉村簡易疏散避
難地圖製作

七美鄉首長、秘書、防救災
業務主管及人員、村幹事 106.06.27 13

9
白沙鄉災害防救深耕
第2期計畫說明與交
流

白沙鄉首長、秘書、防救災
業務主管及人員、村幹事 106.06.28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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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防災整備情形與作為
十一、辦理各項防災講習及訓練(續)

災害防救深耕第2期計畫說明與交流

0206地震台南維冠金龍大樓
倒塌搶救經驗分享

澎湖地區溢淹
與暴潮分析

望安鄉村簡易疏散避難地圖
製作教育訓練

106年度載客小船
實務人員研習會

防災校園規劃與推動講習應變管理資訊系統(EMIC)

消防署訊息服務平台暨
澎湖縣災害應變中心資訊平台

EMIC應變管理資訊雲端服務暨
下半年度Thuraya手持式衛星行動電話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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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縣轄區狀況單純，縣內無高山、河

流，故天然災害的威脅比台灣本島降
低許多，較常侵襲本縣之天然災害，

仍以颱風災害為主。

但因本縣位處離島，無比鄰縣市，一
旦發生重大災害，於救災初期僅能仰

賴本縣之能量進行救災。

未來本縣仍將秉持精益求精的態度，
持續加強各項防救災工作之推行。

肆、結語

55

澎湖

簡報完畢

恭請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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