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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行政院災害防救訪評

簡報

報告人：臺南市政府災害防救辦公室

侯俊彥參議

106年8月25日

M a k e  a  S a f e r  T a i n a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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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考核建議辦理情形

4

105年災害防救業務訪評建議事項及缺點列管表總列管案件，計

35項，已解除列管31項，持續追蹤列管4項:

1.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列管案件詳評執行率有待加

強：(工務局)

辦理情形:

(1)本市106年辦理13處建築物耐震補強作業(新營區衛生所、官

田區衛生所、鹽水區衛生所、仁德區衛生所、柳營區衛生所、

東區衛生所、北區衛生所、中西區衛生所、玉井分局(含玉井派

出所) 、第七救災救護大隊德興分隊、社會福利綜合大樓、州

南社區活 動中心、六甲區公所)。

(2)本市需補強212棟、已補強100棟，整體補強執行率

（47.16%）；將持續督促各機關盡速編列經費辦理補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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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考核建議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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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災害防救業務訪評建議事項及缺點列管表總列管案件，計

35項，已解除列管31項，持續追蹤列管4項:

1.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列管案件詳評執行率有待加強：

(工務局)

辦理情形:

(1)本市106年辦理13處建築物耐震補強作業(新營區衛生所、官

田區衛生所、鹽水區衛生所、仁德區衛生所、柳營區衛生所、東

區衛生所、北區衛生所、中西區衛生所、玉井分局(含玉井派出

所) 、第七救災救護大隊德興分隊、社會福利綜合大樓、州南社

區活 動中心、六甲區公所)。

(2)本市需補強212棟、已補強100棟，整體補強執行率

（47.16%）；將持續督促各機關盡速編列經費辦理補強。

6

2.建議雨水下水道建設實施率及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等

案，列入中、長期計畫辦理，並由相關單位管考實施進度。

(水利、工務局)

辦理情形:

水利局部分:

本府至105年底箱涵建設長度為602.49公里，實施率為62.66％。

106年預計施作雨水下水道10.389公里，總長度612.88公里，

預計實施率將可達63.84％，後續將持續編列預算（含中央補

助經費）實施雨水下水道建設，逐年穩定提高實施率。另為提

高及改善老舊社區雨水下水道設計標準，在中、長期實施計畫

部分，已將本市新營、學甲、歸仁、仁德、麻豆及新化等六區

納入104~109年流域綜合計畫建設內，重新辦理檢討規劃雨水

下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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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務局部分:

本府就「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方案」列管尚未詳評及

未補強的公有建築物(含社區活動中心、衛生所、辦公廳舍

及警政廳舍)，請各局處提報「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城鄉建設

-公共服務據點整備-5.7.2公有危險建築補強重建」之詳評

及補強經費，目前該計畫期程於106~110年共分三期實施；

如各局處提報經費未經中央各部會核准者，107年工務局編

列1千萬詳評費用、1億6千萬補強經費，由各單位向工務局

申請經費補助，補助時依優先次序原則辦理。目前訂於106

年8月18日由秘書長主持，召開有關建築物耐震補強及詳評

之跨局處討論會議。

上開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之提報進度，由本府研考會定期邀集

各局處召開工作檢討會議，本局彙整各局處提報詳評、補強

案件及經費，並由各局處向中央部會(內政部、衛福部等)提

出申請第一期經費，中央部會受理期程約7~9月。
7

8

3.辦理「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方案」工作經補助款

請款進度有待加強：

(工務局)

辦理情形:

105年耐震評估第一期補助款已請領完成，另工務局於106年7月

5日召開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方案諮詢小組會議，俟

審查完成後，儘速將補助款撥付給廠商，並向內政部第二期請

款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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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時減災

辦理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增修訂

災害防救法增修訂條文(新增災害類型)於105年4
月13日公布施行即依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規定，
每二年修訂，同時本市發生0206美濃地震，尼伯
特、莫蘭蒂、梅姬颱風侵襲等，納入106年臺南市
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增修訂範圍。

作業期程 辦理情形

11月5日 辦理105年度臺南市地區災
害防救計畫增修訂委託服務
案

11月5-11日 研議服務企劃書徵求說明暨
評審須知

11月28日 辦理評審

12月14日 決標

106年10月31日 完成核定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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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區級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備查：召開本市災害防救
會報或利用三合一會報完成追認備查

105年9月5日召開三合一會報，提案通過下營區、關廟區、
將軍區、善化區、北區、東區、山上區、北門區、七股
區、左鎮區、學甲區等11區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備查。

106年3月31日召開三合一會報，提案通過南區、玉井區、

白河區等3區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備查。

編印臺南市市民防災手冊

12

參照日本東京防災手冊，於105年12月完成編輯
「臺南市市民防災手冊」，兼具英文版本及電
子書功能。於市府防災資訊服務網、消防局及
各公所官網，都提供民眾閱覽及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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賡續推動災害防救深耕第2期計畫

 106年度市府編列280萬元賡續推
動，執行績效從100-105年度連
續六年榮獲評定為特優殊榮。

 經由深耕計畫之執行，辦理圖資
更新、人力培訓、建置地震防災
示範社區等，讓臺南市成為耐災
韌性宜居幸福的城市，105年度
榮獲健康城市安全獎。

 鼓勵各校參與教育部防災校園建置計畫

推動多元活潑的防災教育策略

由防災教育輔導團針對防災校園建置學校之

在地化災害類型開發教學模組及教案，舉辦

防災教育教案設計徵選，深化防災教育。

 開發防災教育教學模組及教案

運用創意推廣防災教育

委請樹人國小結合傳統藝術及防災教育，

演出防災布袋戲並錄製影片，以更生活化

的方式推廣及建立正確的防災思維及行動。

106年17校參與，107至112年，每年規劃約38

校申請，預計於112年完成全市第一類防災校

園建置。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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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防災教育研習、傳承會議及公告，
請學校向師生宣導內政部消防署1991報
平安留言系統並推廣家庭防災卡。

結合本市古蹟進行防災教育館校外教學

105下半年至106上半年計71校申請至本市
防災教育館參觀，補助23所偏遠地區國小
進行防災體驗戶外教育活動(結合本市古
蹟參訪) 。

訂定風災通報、應變及災後復建應變計
畫，本局各單位及各校於遇風災時有所
依循。

15

16

 颱風、豪雨期間以簡訊通報自主防災社區適時啟動維運
，如緊急廣播通報、自主觀測水位、雨量及預置砂包等
防災整備應變作業。

 後壁區新嘉里成立防災教育公園、仁德區二行里將企業
納入自主防災、永康區崑山里防災組織轉換、柳營區八
翁里結合社區計畫獲低碳永續家園銀級認證、安南區鹽
田里對外勞防災宣導、大內區石城里進行社區營造等。

16

加強防汛演練及教育訓練，落實自主防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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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推廣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觀念與行動

17

災前整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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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多元化通報民眾疏散撤離

多元化通
報撤離方

式

南化區災害即時影像監看

東山區災害預警
無線電廣播系統

新市區無線電
廣播手機

臺南水情即時通APP

臺南市政府
災害應變告示網

建置相關單位
LINE群組

民政、警、消廣播車

全方位防救災，早準備零傷害講習訓練

1. 106年4月20日及4月25日辦理公共設施災後復建工程技術暨列

管抽查作業講習。

2. 106年4月21日辦理 37 區公所主任秘書班及防災夥伴教育訓練，

加強防災整備與實務傳承運作

3. 106 年5月4日區長班講習，市長親臨開幕典禮，籲請區長做好

各項防災整備，如同「小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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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離通報系統訓練及講習或演練

1. 105年11月27日仁德區大樓防震演練、106年3月24日

龍崎區土石流防災演練、106年3月29日楠西區土石流

防災疏散避難演練共700 人次參與。

2. 本市各區公所結合里鄰長及志工進行疏散撤離之講習、

教育訓練或演練共計224場、42480人次參與。

仁德區大樓防
震演練

龍崎區土石流防
災演練

楠西區土石流防
災演練

22

五星級的災民收容處所與安置體系

結合臺南市熱心社會公益之旅宿業者簽訂支援協議，計有東山區
等23區42家旅宿業者，當重大災難事件發生時，提供安全、穩定
、舒適的房間，作為臨時收容安置處所，協助災民收容，建構完
整災民安置收容體系。

華 南 商 旅 吉 村 大 飯 店 斑芝花高爾夫俱樂部飯店

尖山埤江南渡假村 楓華沐月台南行館 斑芝花高爾夫俱樂部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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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42間旅宿業簽訂支援協議

23

單位 簽訂旅宿業者 單位 簽訂旅宿業者 單位 簽訂旅宿業者

社會局 華南大飯店旅館 永康區 吉村大飯店

六甲區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東山區 斑芝花高爾夫俱樂部 歸仁區 青森精品商旅 尖山埤江南渡假村

仁德區

國妃鷹堡汽旅 北區 朝代大飯店 南元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假日汽旅 麻豆區 棕梠家汽車商務旅館 農漁牧綜合休閒農場

夏卡爾汽旅

東區

塔木德連鎖飯店集團：臺
南會館

烏山頭開發股份有限公
司

溫莎堡汽旅 華南商旅有限公司 新市區 新大南科大飯店

長榮興商務汽旅 臺南榮譽國民之家 安定區 迎嘉花園酒店

善化區 南科商務旅館

安平區

臺邦商旅股份有限公司 安南區 台江民宿

新營區

丹尼爾有限公司
森鼎股份有限公司(歐薇
汽車旅館)

龍崎區 玉山大旅社

歐堡汽車賓館有限公
司

大員開發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大員皇冠假日酒店) 關廟區

吉安醫院(特殊收容安
置支援協書)

中西區

英代大飯店

南區

揚悅精緻大飯店台南館 玉山大旅社

臺灣嘉南農田水利會 楓華沐月台南行館 學甲區 敦煌維夏有限公司

全美旅驛 臺南國軍英雄館 北門區 鹽鄉民宿

東寧文旅(新生旅館) 南門勞工育樂中心 下營區 南安大旅社

南門勞工育樂中心 佳里區 黃東公園大飯店

防汛期前加強側溝清淤作業

針對本市易積淹水區段，由各區清潔隊對於防汛期前側溝進

行清淤，以利排水通暢，每月彙整清淤長度。

安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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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區公所防災整備▁兵棋推演

為強化各區公所防救災能力
105年辦理37場次兵棋推演。

105年

兵棋推演

土石流

5區

水災

5區

風水災

8區

地震

17區

複合式

災害

2區
災害情境種類 辦理區公所 小計

土石流災害
南化、楠西、東山、玉井、
白河 5區

水災災害
永康、左鎮、北門、安南、
新市*(推演暨災害防救演練)

5區

風、水災災害
六甲、山上、仁德、北區、
南區、安定、學甲、新營

8區

地震災害

善化、東區、後壁、七股、
下營、關廟、鹽水、佳里、
官田、柳營、西港、將軍、
麻豆、龍崎、新化、大內、
歸仁(示範觀摩)

17
區

複合災害 安平、中西 2區 歸仁區地震災害
兵推示範演練

學甲區風水害兵推

26

成立全國首創登革熱防治中心

鑒於氣候暖化加重防疫困難度，考量登革熱防治非原本防治
規模，於105年4月20日成立全國首創登革熱防治中心，以二
大目標-低病例數、低死亡率及健康城市、美麗家園及八大原
則來進行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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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入境旅客分發旅遊吊飾與貼紙

27

行李掛牌 境外旅遊安全宣導內卡

本市登革熱防治中心設計並製作行李吊牌，透過旅
行公會協助分發，提醒民眾自登革熱流行區域返國
後進行2週自主健康管理

委由旅行社發給旅遊東
南亞旅客宣導、張貼

「劍獅布袋戲」創新宣導腸病毒防治

28

時間:106年4月20日 地點:永康區大灣國小
活動主題：濕搓沖捧擦，腸病毒GET OUT!(第一場次)
活動內容：「螢龍驅疫病，劍獅舞平安」開場，市長
宣導洗手重要性、大灣國小師生齊跳洗手歌。

106年度臺南市腸病毒防治誓師活動

劍獅布袋戲 開場 市長衛教時間 市長與學生示範正確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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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進道路地下管線防災作為
遠端監挖管理機制

以原有手機APP功能蒐集自主品管、缺失改善、緊急搶
修相片，即可呈現全市即時施工動態

精進道路地下管線防災作為

管線單位於道路挖掘前
應逐案向危險性管線單
位確認其管線位置及實
際埋深

國道1號

國道3號

台1線→南138→南177

防災應用 危險管線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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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行地下道整備應變作為

本市車行地下道計有12座，每年
進行檢測

106年4月檢討地下道預警性封閉
應變機制，律訂市府工務局、警
察局、水利局等單位分工事項

105、106年共辦理2場地下道封
閉及人員車輛搶救演練

災害期間委託廠商進行側溝清淤
並24小時巡查，尼伯特颱風期間
巡查13次、莫蘭蒂颱風期間巡查
12次、梅姬颱風期間巡查18次。

0616豪雨前進行地下道側溝清淤

106.06.27大同地下道演練

改建重點橋梁防洪治災 治本兼治標

積極辦理橋梁梁底抬高或橋

基保固之橋梁改建工程，

105年7月至106年6月完成4

座橋梁改建，總經費約8千

萬元

區域 橋梁名稱

左鎮 舊台20乙郵局前方橋梁

楠西 南186區道往龜丹泡腳池雙孔
箱涵

鹽水 南76線水秀橋

南區 8號橋

楠西區南186區道往龜丹泡腳池雙孔箱涵 鹽水區南76線水秀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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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氣體與油料、工業管線災害預防與應變

1. 組成查核小組進行轄內公
用天然氣管線安全診斷，
配合經濟部能源局委託辦
理查核石油業。

2. 依「工廠工業管線公共安
全管理督導計畫」會同本
府消防局、工務局、環境
保護局辦理查核。

3. 本市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
等圖資已全數匯入公共設

施管線圖資資料庫，並已
建立本市工業管線資料庫。

道路挖掘
系統

災害

預防

事後

處置

緊急

應變

4. 執行年度公共設施管線調
查前，召開公共設施管線
位置調查暨管線資料庫建
置說明會，請管線單位提
供調查區圖資資料。

5. 管線單位如辦理管線新設、
汰換或撤管時，須依本市
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申
請道路挖掘許可，施工完
畢後須依實際施工情況逐
案上傳GML即時更新管線
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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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中應變

105~106年度本市災害應變中心開設運作

105年開設
591小時5分鐘

106年截至
8.15.開設

267小時2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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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開設期間，隨時與協力團隊成大防災研究中心、南區氣象中心、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及NCDR災害情資網、水庫管理單位密切聯繫，
掌握最新氣象情資，高規格戒備。

2. 與37區公所防災夥伴，保持通訊暢通，透過Line群組，提供颱
風行徑及降雨趨勢和災情通報等。

3. 不定期訪視區公所應變中心開設作業(尼莎暨海棠颱風7月31日

凌晨訪視中西區及永康區公所)。
4. 應變中心結束後，災情彙整及製作專案報告書。

應變中心開設處置作為

災時交通管制疏導與治安維護

尼伯特
颱風

莫蘭蒂
颱風

0906   
豪雨

梅姬
颱風

0929  
豪雨

0601  
豪雨

0613  
豪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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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時間 支援人力及機具 執行項目

尼伯特颱風
(0706-0709)

兵力194人 機具6類28項 悍馬車4台 10.5T6
台 城市型救護車1台 中戰5台 抽水機2台鋸
子10枝

滯洪池排水 環境清理 預防撤
離 道路障礙物清理

莫蘭蒂颱風
(0913-0915)
(0916-0918)

949人 機具9類121項 10.5T 5台 1.75T 1台
大巴士1台 偵防車3台中戰35台 鏟子20枝救
護車1台 悍馬車4台

清運土石 淤泥清除
沙包堆疊 路樹清運
疏散撤離 民眾安置

國中小學 路樹清除

梅姬颱風
(0926-0930)

981人 機具4類54項 10.5T 10台
1.75T 1台 中戰38台 悍馬車5台

沙包堆疊 疏散撤離
清理路樹 環境消毒

0212禽流感
(0212-0302)

兵力69人次 機具2類6項 撲殺雞隻 清理消毒

森林失火
(0405)

兵力6人次 機具1類2項 空中灑水減火

105-106年國軍協助救災
開設期間協助人員搜救、災民疏散撤離及物資發放、避難收
容 安置及災後復原重建、砂包裝填、環境清毒及清運等工
作，計2,199人次

40

國軍人力支援照片剪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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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禽流感疫區作業清運及消毒
協助禽流感疫區斃死禽及受污染飼料等清運。

禽流感斃死禽場所四周環境進行消毒

42

106年1月6日與統一速達物流業(黑貓宅急便)簽訂「重大災

害緊急物流運輸與倉儲管理支援協議」以提供物流技術支

援方式，用最快速度把需要的物資送到需要災民手中，並

於106年4月6日參與106年度全民防衛動員暨災害防救（民

安3號）避難收容處所開設演練，動員2部運輸車輛(3.5噸

急配車1部、17噸救災大貓車部)及3人員參與演練。

民生物資儲存管理與緊急配送服務



2018/1/8

22

建立毒化災風險潛勢評估

依「土壤液化潛勢查詢系統」進行套疊本市運作場所分布
點位，篩選出本市在中、高風險液化區內使用儲槽之業者
共4間，並安排專家輔導作業。

風險 行政區 廠家名稱 毒化物 儲槽

高 南區 奇美實業
1,3丁二烯

丙烯腈
公秉級

高 安平 華惠企業 乙二醇乙醚 公噸級

中 永康 秋雨塑膠廠 三氯乙烯 公噸級

中 安定 永捷高分子
鄰苯二甲酸

二異壬酯
公噸級

資料來源：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土壤液化潛勢查詢
系統

建立毒化災風險潛勢評估
建立並更新本市運作廠家Google雲端資料庫

毒化物廠家google雲端資料庫圖資版 毒化物廠家雲端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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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行動流感疫苗施打車，提高施打率

 為提升接種可近性，出動「行動流感疫苗施打車」深入民眾日常生活
之社區設立接種站。

 105年12月1日設站於花園夜市，讓民眾透過專業的醫療團隊評估身體狀
況後，再進入行動疫苗車內接種流感疫苗。本次創新作為提升了流感疫
苗接種政策的能見度與便利性，獲得了攤商與民眾的讚同與迴響。

45

民眾進入行動流感疫苗施打車內接種

流感疫苗
接種站與
行動流感
疫苗施打
車

民眾踴躍
諮詢及接
種流感疫
苗

臺南市登革熱疫情週報

自4月11日起，每週二發布「臺南市登革熱疫情週
報」，週報內容含本市疫情分析、病媒蚊監測成果
及貼心小叮嚀

週報亦於衛生局登革熱專區上架，並寄給媒體及37
區區公所LINE群組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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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型移動式抽水機299台，0.5CMS沉水式抽水機22台，共
計321台。

參考歷年易淹水區、工程改善狀況及當地里民建議，因地制

宜預佈機組278台；另機動機組43台，可隨時因應各種待命、
出勤、啟動或故障之意外。

106年編列5,055萬元辦理(4標)移動式抽水機維護保養(汛期
前皆完成採購作業)，另設算經費1,991萬元予各區公所就近
辦理代操作管理，並建置數量及管理人員清冊。

汛期每月二次、非汛期每月一次之試車例檢，皆有保養維護
紀錄及照片。

抽水機預佈位置

移動式抽水機維護管理及調度

資訊 站數

雨量站資訊 66
河川水位資訊 33
區排水位資訊 73
水庫資訊 7
潮汐資訊 24
土石流資訊 7
淹水警戒資訊 37

建置地理資訊平台，可

透過相關警戒值(淹水、

水位)進行警戒值預警。

建置有「水文資訊收集

平台」，整合相關水情

及水位資訊。

48

洪水與淹水預警系統維運及資訊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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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防災–車行地下道抽水預警作為

61

災情查報及淹水調查作業
每年汛期前由市長召開防汛整備會議，每月份由副

局長召開防汛整備會議。

水利署賴署長親自出席106年4月28日防汛整備會議。

 106年4月6日結合106年全民防衛動員暨災害防救
（民安3號）演習，演習科目以風水災為主，邀集
水災主管機關水利署、第五及第六河川局等指導，
符合河川管理辦法第19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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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後復原

尼伯特強颱重創台東市，市府由工務局總工程司陳
世仁帶領馳援台東的市府團隊，主要負責41間受創
的高中及國中小校園整理工作

市府總計出動96名人力、85部各式機具，清運了近
千車次的斷裂樹枝及飛落鐵皮等，完成41所受創各
級學校及處所的環境整理工作

馳援台東風災重建 樹立地方支援典範

協助台東校園整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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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12月29日成功動員各專業技師、建築師達98人，其
中簡訊報到達72.28%，實地報到比例達到59.03%，確實達
成動員各專業技師公會及其成員

 另分別於105年11月16日假本府永華市政中心，邀集各區
公所里幹事辦理災害後危險建築物緊急通報作業人員講習
，共計75人出席。

落實災害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組訓演練

危險建築物緊急鑑定組訓動員演練實況
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作業人員

講習會實況

 針對本市轄內86年5月1日前取得建築執照之行政中心、警察
局、消防局、衛生局、活動中心等公有建物，市府工務局目
前列管建築物總計412案需辦理耐震評估

 105年度已完成本市6件公有建築物耐震能力詳細評估，且評
估結果為不合格，分別為大同里活動中心、仙草里活動中心
、莊敬社區活動中心、東聖里活動中心、沙灘忠誠社區聯合
活動中心、東安中西社區活動中心，已於106年7月5日召開諮
詢小組會議，後續將評估結果及補強建議對策函送建物所有
單位參用

加強公有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

列管需辦理初評 已辦理初評者 初評合格 初評後有疑慮需辦理詳評者

412 412 94 318

列管需辦理詳評 已辦理詳評者 詳評合格 詳評後需補強或拆除者

318 267 48

219

詳評後已辦理補強或拆除者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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轄內雨水下水道系統機動清淤，每月開孔檢查查有淤積即派
工清淤，105年7月份至106年6月份全市開孔檢查總數 5,485
孔。

本市雨水下水道規劃總長度960.03km，至106年底箱涵建設
長度612.88km，至106年底箱涵涵累計建設百分比63.84%。

雨水下水道維護管理及實施率

105
年7月

105年
10月

106年
1月

106
年4月

1364

643

2174
2433

3789

5030

5485

103年8月起全面清查本市雨水下水道箱(管)涵遭穿越情形，雨

水下水道經清查計908處 ：

其中43處為瓦斯、中油管線，已完成遷改27處。

非危險管線單位865處，已改善23處，餘因尚未影響排水安全

或路平管制中，持續與管線單位會勘排定改善期程。

14 15
21

26
31

(106年度)全市管線穿越雨水下水道遷改期程

危險管線

雨水下水道維護管理及實施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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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12月18日府法規字第1011064457A號令發布臺南市雨水下水道
暫掛纜線管理辦法，規範本市纜線業者暫掛纜線於各區雨水下水道
內，需依規定進行掛設，避免因暫掛欠當而影響排水功能。執行成
效，106年獲審計部臺南市審計處優選拍攝幽靈纜線現行專題影片

雨水下水道維護管理—纜線附掛績效卓著

防災業務經驗互動，提升合作交流

1.行政院105年12月7-8日災害防救年終檢討會暨
參訪活動：參訪轄內受災古蹟修復、台江國家
公園水患治理。

2.2月17日臺中市政府消防局拜會臺南市政府災害
防救辦公室拜訪，進行組織編制及推動防救災
工作經驗分享。

3. 2月18日臺北市政府民政局參訪永康區公所，
進行0206地震應變處置作為，汲取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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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06年2月22日科技部自然科學及永續研究發展司吳俊傑司

長、災害防救辦公室周國祥主任與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陳宏宇主任等，進行防災決策交流拜會市政府，賴市長親

自接見，與會人員有水利局局長、消防局局長及和協力團

隊成大防災研究中心李副主任等。

5. 南區朱棟區長與金華里柯崑城里長於106年3月6日參加第8

屆亞洲區安全社區會議，地點在伊朗馬什哈德市舉行，朱

區長以跨域治理南區防災作為發表論文，與各國經驗分享。

6. 106年3月10日日本日台青少年交流事業JENESYS 2016參

訪團拜會臺南市政府進行災害防救業務交流，由熊本縣

崇城大學大嶋康裕(OSHIMA YASUHIRO)副教授率25位學

生，參訪大天后宮及祀典武廟地震修復重建。

7. 106年3月12日社會局邀請日本京都大學防災研究所特定

研究員李旉昕博士專題演講，運用製作防災遊戲 「十

字路口」（Crossroad），防災不應是很困難、很陌

生、離我們很遠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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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106年區公所災害防救業務考核
106年3月1日至4月26日，由本府消防、水利、民政、社會、環

保、衛生、警察及災防辦組成考核小組，進行37區公所106年度

災害防救業務考核。區公所推動災防業務明顯進步且積極創

新，績優區公所表揚結合區長會議(第49次，106年8月31日)。

創新亮點
1.南化區公所利用通訊軟體LINE，以吉祥物<獨角仙>為主題，藉著

輕鬆幽默詼諧等方式，設計八種貼圖，防災觀念融入日常生活。

2. 麻豆公所自編自導製作<柚城布袋戲團-防災西遊趣>，強化防

震保命三部曲與緊急疏散避難收容等知識宣導。

3.東區區公所採用QRcode結合Google地圖搜尋避難收容所，並與

超商及電台聯合進行防災宣導，活動多元化，公私協力創新

4. 安平區公所全國首創，結合民間公益社團國際子會捐贈防災避

難處所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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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開講:治水與防災

106年3月16日：加強災害防救教育宣導，市民攜手防災整備，

城市變身臺南躍升，結合新永安有線電視網錄製，水利局局長

彭紹博、仁德區區長郭鴻儀、成大防災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心

平、麻豆區埤頭里長李開通。

市民開講:0206地震省思﹣談地震防災居安思
危

 106年8月9日：提升市民防災認知及災害風險辨識，加強地震防災整

備應變與社區自主防災，居安思危有備無患，消防局局長李明峯、

東區區長吳明熙、專家劉白梅教授、永康區崑山里長李忠信。

播出時間:有線電視網第3公益頻道，市民踴躍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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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國家防災日系列活動:
1.為加強民眾對地震防災教育之推廣，

自我提升地震防災的意識及行動，

邀請樹人國小學生擔綱演出布袋戲。

2.與台灣南區氣象中心共同合辦地震

與生活及專題演講(9月16日)。

3.921國家防災日全民健走活動，網路

報名2000人，已額滿，闖關遊戲、

千人CPR等。(9月17日)

科技整合 資源分享

本府警察局建置之「治安監視錄影系統機組」，目前除提供

本市災害應變中心作為防災應變使用外，另基於機關間協同

合作、資源分享理念，已於本(106)年2月底完成建置「影像

截圖調閱系統」，提供本市各公務單位查閱本局治安監錄系

統路口全景影像即時畫面，作為防災、水情監控及交通管控

等多項用途，提升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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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觀摩凝聚共識

105年12月2日辦理105年災害防救業務參訪學習活動，本

府防救災團隊及37區公所防災夥伴，分乘3部遊覽車，參

訪高雄大樹區舊鐵橋生態濕地教育園區、屏東三地門山川

琉璃吊橋，及屏東來義鄉東部落疏散撤離及河川治理工

程。

連結NCDR災害示警公開資料平台
本府災害應變告示網及防災資訊服務網首頁，已完成崁入國家

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所建置之災害示警公開資料平台，讓災害示

警公開資料能迅速及時傳遞給市民。未來要擴及37區公所及本

府相關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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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2月6日維冠大樓倒塌，運用CCIO指揮系統進行指揮救災
及人員器材管控，成功將所有災民（含死亡）救出。

 105年10月1日永華路世華廣場大樓火警，運用CCIO指揮系統，
成功疏散125人。

 CCIO指揮系統於106年3月取得ISO9001認證。

建立臺南市救災模式(CCIO) 

寒害及動植物疫災---
預防、整備、應變、復原
1. 建置聯繫窗口:

定期更新區公所名冊，建立LINE群組，網路、傳真保持暢
通。

2. 加強人員培訓:
平時辦理教育講習及災損實務認定和南區年度檢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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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災情查報:
當本市發生重大寒害或動植物疫災事件時，立即通報掌握
災情狀況，依13項優先查報作物，督促區公所查報即時傳
報災情資料。

4. 災害救助:
協助損害認定，依客觀指標手冊災損實務認定及處理爭議
案件。

72

管制措施-取締餵飼野鴿野鳥

環保局：

自2月13日起派員前往野鴿常聚集處，進行宣導勿餵養
野鴿野鳥，同時展開勸導及稽查。截至3月20日止，依
「廢棄物清理法」裁處23件，每件裁罰新臺幣1,200元。

完成3次本市37處野鴿野鳥聚集處之環境消毒。

於東區文化中心進
行勸導於林默娘公園進行

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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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措施-野鳥及廢置家禽送檢

動保處及環保局:
 民眾通報野生鳥禽及廢置家禽案件，自106年1月19日至6月30日

共計118件，分布於本市25區。通報禽種：野鴿野鳥89件、家禽
29件。野鳥檢出陽性案例2件。廢置家禽檢出陽性案例2件。

 發布新聞稿請民眾對野生鳥禽不捕捉(碰觸)、勿餵飼、勿恐慌，
若有不慎接觸野鴿野鳥排遺，請確實 洗手清潔做好個人衛生。

警察局：
 警察局接獲疫情通報後即進行移動管制協助架設監視器，計裝設16處

禽場。

統計日期：106年6月30日止

五色鳥
喜鵲

74

管制措施-畜牧運輸車輛消毒

運輸車輛消毒宣導：

蒐集進出本市之化製車、運禽車、飼料車之車牌名冊共313
筆，提供予交通局協助宣導消毒工作。

交通局於106年3月7日函送本市畜牧運輸車輛名冊，請監理
所、監理站協助宣導。

運禽車內部
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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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措施-人員之健康監控

禽流感防疫相關人員健康監控：
衛生局自本市六甲火雞案例場檢出H5N2及H5N6亞型禽流
感後，對後續案例場相關人員進行健康監控管理。

共計監控620人，除3月12日所監控之1名雇工於撲殺隔
日 (3月3日) 出現呼吸道症狀，經就醫採樣送驗後為一
般季節性流感，餘619人均健康狀況良好。

監控日期 人數 監控日期 人數 監控日期 人數

2月19日 16 3月10日 81 4月4日 38

2月28日 47 3月12日 102 4月12日 35

3月1日 62 3月18日 44 6月27日 66

3月7日 83 3月31日 46 7月4日 57

資訊公開:每日更新禽流感疫情資訊，提供撲殺案例場資

料作為Open Data，提供民眾對疫情資訊之快速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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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後
復原

災前
整備

災中
應變

平時
減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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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恭請指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