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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關鍵詞：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中央前進指揮所、中央前進協調所、地方災害應變

中心、地方前進指揮所 

 

一、 研究緣起 

近年來我國面臨到許多重大的天然災害侵襲，從1999年的921大地震和2009

年的莫拉克颱風造成的大規模複合性災害，考驗我國災害搶救的效率以及制度的

健全與否，隨著每次災害所帶來的衝擊與經驗，我國在災害防救制度已有大幅度

的改善，但是在災害搶救現場的運作機制方面,特別是跨層級單位的運作上,則仍

有許多能待探討改進的空間。當大規模災害或跨行政區域的災害發生時，災害現

場的救災任務牽涉到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中央前進指揮所、地方災害應變中心及

地方前進指揮所四者之間的聯合運作關係，這四者其中各自扮演什麼任務分工、

權責所屬關係為何？實屬救災任務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本研究即為因應上述問

題探討上述四者之成立時機、設立地點、任務分工、指揮權限與編組等運作情形，

進行整體運作機制的探討研究與規劃，為我國現場災害防救體系執行時之參考。 

 

二、 研究方法及過程 

    本研究所採用的研究方法包括：文獻回顧、深度訪談、專家座談、專家問卷

及案例研究，茲分述如下： 

(一) 文獻回顧 

    本研究計畫蒐集國內外有關前進指揮所之設立時機、地點、任務分

工與運作機制等相關國內外災害搶救文獻與研究報告進行分析、比較、

歸納，整理出各國的前進指揮所之優缺點，已做為台灣中央與地方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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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揮所作業要點定訂時之參考。 

(二) 深度訪談 

    藉由深度訪談各防災領域具實務經驗的相關人員以及專家學者，希

望能得到災害現場運作的相關實務經驗和災害管理的理論重點，達到理

論與實務的結合，精進國內災害防救體制之規範。 

(三) 專家座談 

   研究過程中邀請防災領域專家學者共同參與討論的座談會，以適時獲

得更具體可行的意見。藉著專家學者提出之建議、研究進度的規劃以修

正研究方向。 

(四) 專家問卷 

    為求研究問卷施測已符合實際消防救災參與者、政府部門前進指揮

所指揮官以及學者的職業屬性，藉由問卷得到本研究災害應變中心與前

進指揮所之間的規範與建議，強化研究探討之論點。 

(五) 案例研究 

    藉由蒐集、分析、研究國內外重大災害研究案例，輔以彙整作為擬

定的聯合運作機制與作業要點之參考。 

 

三、 重要發現 

 本研究依照研究方法流程所探討和歸納的重要發現，主要有 

(一)    從成立時機、地點、任務分工、權責、運作機制研究現行我國前進

指揮所運作機制，目前前進指揮所設置位置雖以災區附近為主，但是沒

有明確的設置地點與開設時機，如果無法掌握災情變化，隨之移動會造

成救災資源的浪費與低落效率。前進指揮所的指揮官指揮協調的權限為

何？如何有效調度中央與其他的資源協助地方救災，必須確定中央前進

指揮所的權責任務為何，前進指揮所的開設為協助地方政府救災，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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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前進指揮所與地方災害應變中心和地方災害應變中心前進指揮所彼

此之間的權責與任務劃分，就能釐清災害搶救業務責任所屬。 

(二)    從成立時機、地點、任務分工、權責、運作機制研究現行我國地方

前進指揮所的運作機制，目前我國並沒有統一的前進指揮所作業規定，

其任務編組、組織與災害類別進駐過於龐雜，本研究參考美國緊急救災

功能的災害類別模組方式，機動增減前進指揮所進駐組別，以提高救災

效率。 

 

四、 主要建議事項 

    本報告依據上述工作進度，從文獻探討、案例研究、專家訪談與專家座談會

等相關研究進度，整理歸納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中央前進指揮所、地方災害應變

中心、地方前進指揮所四者之間分別的任務分工、協調、互動、權責劃分與聯合

運作情形，列舉出之行政單位在業務工作情形，提出建議。 

建議一 

    修正內政部主管災害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前進指揮所作業規定方面，立即可行

的建議 

主辦機關：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內政部消防署 

協辦機關：各災害防救法規定之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國防部 

  現行內政部主管災害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前進指揮所作業規定於 101 年 2 月

10 日發布施行後，迄今尚未經歷重大災害之檢驗，本研究為暸解其執行效能，

經參考國內外文獻資料、做法及以九二一大地震、莫拉克颱風等災害案例驗證

後，從研究中發現，過去中央前進指揮所執行情形最常出現的問題是中央前進指

揮所工作任務與開設時機、地點不明確，無法有效發揮協調調度之職責，另外在

中央前進指揮所作業要點之任務編組過於複雜，造成分組工作權責不明之情況。

本研究提出建議如下：名稱修正為中央前進協調所，修正內容為訂定開設時機與

進駐地點、將原有作業規定之功能編組之網路資訊組和行政庶務組編入幕僚參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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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將原本 10 組精簡為 8 組、並確認各行政部會進駐工作任務，以強化各級政

府災害應變效能。 

 

建議二 

  修訂地方縣市政府災害應變中心前進指揮所作業規定方面，立即可行的建議 

主辦機關：地方縣市政府、內政部消防署 

協辦機關：內政部、國防部 

  現行地方縣市政府依照各自編定之災害防救計畫、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規定執

行災害防救業務，本研究參考國內外文獻資料、專家學者訪談及案例驗證後，發

現由於各縣市城鄉發展等的差異性，各縣市所面臨的災害威脅也不相同，因此現

行地方前進指揮所作業規定，主要皆以消防局所擬定，實際和其他縣市政府局處

等平行單位運作與互動的情形有資訊之落差，造成消防局主要擔當所有搶救業務

等情形。本研究提出建議如下：將地方前進指揮所依照啟動時機、開設地點、任

務分工、權責所屬等作業事項，制定統一以供地方縣市前進指揮所的作業規定，

參考美國災害管理系統之 ESF(Emergency Support Function )模組，以災害類型模

組方式進駐，設立各縣市前進指揮所作業要點，統一救災程序與權責所屬認定。 

 

建議三 

  每年定期辦理強化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中央前進協調所、地方災害應變中

心、地方前進指揮所四者(以下簡稱四者)相互間之救災分工、協調、互動、權責

劃分、聯合運作等演練機制方面，立即可行之建議 

主辦機關：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各災害防救法規定之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

機關、各縣市政府 

協辦機關：內政部、國防部 

    為強化四者相互間之救災分工、協調、互動、權責劃分、聯合運作等機制，

四者在救災權責與任務如下： 



災害應變中心與現地指揮官之指揮、協調權限探討之研究 

 X 

(一)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掌握各項災害狀況，即時傳遞災情，並通報相

關機關督導及橫向協調、聯繫事宜，處理各項災害應變措施，及災情之

蒐集、評估、處理、彙整及報告緊急救災人 力、物資之調度、支援事項。 

(二) 中央前進協調所：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派災害現場執行協調地方與地

方、地方與中央、中央部會等人力資源物資聯繫及協調調度支援事宜。 

(三) 地方災害應變中心：評估各種災情狀況與搶救業務單位的橫向與縱

向協調聯繫事宜工作，指揮並協助地方前進指揮所搶救與後送工作。並

將災情回報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四) 地方前進指揮所：於災害第一現場進行災害搶救、工程搶修、醫療

救護、資訊傳遞等現場工作。 

    建議中央與地方每年定期透過演練四者之聯合運作，以達到演習之效益，以

利救災分工權責所屬規範。 

    

建議四 

  增修地方前進指揮所設置與中央前進協調所相關規定方面，中長期建議 

主辦機關：內政部 

協辦機關：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 

     現行我國災害防救法並未將中央前進指揮所和地方前進指揮所作業規定納

入災害防救法法規，參照日本的災害對策基本法將前進指揮所組織與任務納入規

範，建議在災害防救法第 12 條原條文增修地方災害應變中心得視災區現場之規

模與情況設立地方前進指揮所，以及增加原第 13 條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之成立，

於評估災害規模後，成立中央前進協調所，可使得中央跟地方權責更加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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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Keywords: Central Disaster Emergency Operation Center (CEOC), Administrative 

Command Post (ACP), Administrative Coordination-Liaison Office 

(ACLO), Disaster Emergency Operation Center (EOC), Incident 

Command Post (ICP) 

    In recent years, Taiwan faces many major natural disasters attacks such as the 

921 earthquakes in 1999 and Typhoon Morakot in 2009, which caused a large-scale 

composite hazard with mass casualty incidents. This tests the efficiency of the disaster 

rescue system as well as integrity of disaster management. There are several spaces 

for improvement to be explored for the on-site disaster rescu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the incidents, especially for the operation of cross-level units. Theoretically, when 

mass casualty incidents happened, the central administrative Command Post (ACP) 

plays the role as a coordinator who requested resource assistance directly to the 

Central Emergency Operation Center (CEOC). Local government's Emergency 

Operation Center (EOC) is the mainly in charge of providing all sufficient rescue 

resources and dispatching relief manpower supplies for the local Incident Command 

Post (ICP). What is the division of tasks and power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affiliation?      

    It is the key factors to the relief mission success. The study comes in response to 

the above problem. The main purpose is to explore the timing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above four, the location of the operation of the division of tasks, command 

permissions and grouping situations. Research methods used in this research project 

include: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depth interviews, expert seminars, expert 

questionnaires and case studi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cess of research methods, 

important findings of the study which were explored are summarized, 

1. Clarify the authority and responsibilities between the central Administrative 

Command Post and local disaster response centers, local Disaster Emergency 

Operation Center, and local Incident Command Post will be able to clarify the 

disaster rescue operations task belongs.   

2. At present, Taiwan does not have a unified Incident Command Post regulation. 

Too numerous types of disaster for Incident Command Post to fulfill its task 

forces and station in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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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ur suggestions have been made as following, 

1. Terminology using 「Administrative Coordination-Liaison Office(ACLO)」

instead of  「Administrative Command Post (ACP)」. In addition, opening 

timing and stationed location of ACLO were proposed as well as its functional 

grouping. To strengthen all levels of government disaster contingency 

performance, the original ten groups downsizing into eight groups was 

suggested. 

2.  A concrete recommendation of「Local Incident Command Post regulation」was 

suggested in reference to ESF (Emergency Support Function) modules, such as 

rescue, communications, motorized adjustment manpower. 

3. Regarding to coordination, interactive, responsibilities, a joint operation 

mechanism among four of the CEOC, the central ACP, local EOC, and the  ICP 

was proposed. 

4. Amendment of the relevant regulation of ACLO and Local ICP onto the 

operating points of the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sponse Act (Article 12 and 13) 

and the set-up guidelines of Central Emergency Operation Center was 

sugge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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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與目的 

 

台灣位處於西太平洋颱風路經區域及季風帶交會區，近年來遭受颱風豪雨侵

襲的頻率逐年增加，而且再加上地勢坡陡流急，以及位於地震斷層帶，地震頻率

頻仍，讓地質鬆軟脆弱，只要河川集水區上游發生坡地崩塌，就會造成土石流災

情，中下游地區嚴重淹水災情也時有所聞。根據聯合國資料調查，台灣已被列為

全世界最容易遭受天然災害侵襲的地區。 

除了天然颱洪所造成的複合式災害，也因為台灣工商業相當發達，人口密

集，使得人為災害發生頻率提高，例如化學物質的使用多樣化，環境中各類毒性

化學物質的生產、儲存、運輸若有些微不當，就會造成毒性外露的危機，現代交

通科技的發達，高運量交通工具以及隧道也成為台灣近年必須重視的災害潛勢因

素。全台灣目前有三家核能電廠正在運作，核能處理不當所帶來的危機更是會危

及整體的生命及安全。因此減災、整備、應變、復原的四個階段就為我國目前面

對災害的首要目標。 

災害發生時，救災單位執行效率為重要因素，從國外案例來檢視，卡翠娜颶

風為路易斯安那州的紐奧良市帶來嚴重的洪水災難，造成嚴重的災害損失，事後

歸咎於美國聯邦、州、郡(市)三級體系缺乏協調指揮、救災現場任務分工形同虛

設、法律無法約束已經失序的秩序，造成美國近年來最嚴重的天然災害。  

台灣近年來發生最嚴重的天然災害就是民國 98年 8月 8號莫拉克颱風所帶

來強大的暴雨造成台灣嚴重的慘劇，中央政府成立災害應變中心並派駐屏東成立

中央前進指揮所統籌各部會與南部地方政府救災指揮工作，各地區如需支援相關

救災人力與機具，將透過地方災害應變中心向災區前進指揮所提出需求，為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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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救災應變效能。高雄縣政府亦在旗山、林邊、內埔等地成立前進指揮所，進

行災害現場的救災物資協調與進行搜救任務。從莫拉克風災所看到的權責分配來

看，位於新北市的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為全國整體防災資訊指揮與協調工作，地方

縣市的高雄縣政府成立的災害應變中心統籌現場救災物資與支援調度事項，掌握

鄉鎮市區前進指揮所彙報，並將災情狀況陳報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形成中央、地

方、鄉鎮市區的三級體制。當中央前進指揮所與地方前進指揮所成立時，中央前

進指揮所與地方前進指揮所為支援調度與執行任務的關係，現場的任務分工與權

責關係的所屬的研究，則是值得探討的問題，怎麼樣的任務分工編組與指揮所的

設置位置對前進指揮所搶救任務的成敗有很大的影響，因此前進指揮所與中央前

進指揮所、地方災害應變中心之間的聯絡與權責所屬為救災效率的成敗。 

  根據上述的研究背景，為完備我國災害防救相關應變機制，落實各項災害防

救工作之執行，期能在短時間內完成支援調度作業，使各種救災資源在有系統指

揮體系運作下，發揮最大功能與效率，以提升災害現場應變作業效能，減輕災害

的衝擊與損失，瞭解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設置之前進指揮所、

地方災害應變中心；地方災害應變中心設置之前進指揮所 4者之間互動、權責、

與聯合運作情形，有效掌握、調度與聯合運作機制，提出相關具體建議與作法，

以為我國未來執行前進指揮所及前進指揮官執行之參考。 

 本研究已完成以下五項工作目標： 

一、 蒐集並分析、比較國內外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設置之前進指揮所之時機、地

點、任務、指揮權限、編組等運作情形。 

二、 蒐集並分析、比較國內外地方災害應變中心設置之前進指揮所之時機、地

點、任務、指揮權限、編組等運作情形。 

三、 研究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設置之前進指揮所、地方災害

應變中心、地方災害應變中心設置之前進指揮所，四者相互間之救災分工、

協調、互動、權責劃分、聯合運作等機制。 

四、 藉由國內不同災害個案，檢討我國目前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設置之前進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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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及地方災害應變中心設置之前進指揮所之法令規範、實務運作等相關問

題，並提出解決對策。 

五、 研提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設置之前進指揮所及地方災害應變中心設置之前進

指揮所分別成立及聯合運作之時機、地點、任務、指揮權限、編組等作業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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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及過程 

 

一、 文獻回顧 

本研究主要參考國內外有關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與前進指揮所之設立與運作

模式、作業規定、國內外災害防救法令機制等相關文獻與研究報告進行蒐集與比

較，歸納整理出各國前進指揮所開設及運作之優缺點，為我國未來相關部會單位

開設中央與地方前進指揮所提出調整和建議。 

 

二、 深度訪談 

本研究邀請國內參與過中央前進指揮所與地方前進指揮所實際運作的專

家、參與國內重大災害案例現場搶救的公職人員以及相關防災研究領域的學者，

進行深度的訪談。藉由訪問各防災領域有實際操作者以及學者，希望以深度訪談

能得到寶貴的實務經驗和災害防救理論的重點，達到理論與實務的結合，精進國

內災害防救體制之規範。 

 

三、 專家座談 

本研究邀請各界專家學者共同參與討論的座談會，達到定時討論之目的。藉

著專家學者提出之建議、研究進度的規劃以修正研究方向。 

四、 專家問卷 

問卷的設計與目的在於藉由量化專家學者之建議以達到研擬完整分工、協

調、互動、權責劃分之聯合運作機制。為求本研究問卷施測目的能符合實際消防

救災參與者、政府部門現場搶救以及學者的職業屬性，希望藉由問卷得到本研究

災害應變中心與前進指揮所之間的規範與建議，檢討目前我國中央前進指揮所以

及地方前進指揮所在法令規範、實務運作等運作機制上的問題提出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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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案例研究 

藉由研究國內外重大災害研究案例，瞭解國內外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設置前進

指揮所、國外地方前進指揮所開設與相關運作情形，輔以彙整加以分析。 

 

六、 研究方法之限制 

(一) 由於我國進行組織再造及直轄市合併升格，過去處理相關業務之

單位已經合併或裁撤，找尋當時資料有一定的困難。僅能從現有文獻

與訪談資訊 

(二) 現有探討國外重大案例與前進指揮所設置的文獻，囿於經費與研

究時程，缺乏現場資料的第一手文獻，之後若有探討同性質的研究，

可建議至國外相關機構進行實地考察專訪。 

(三) 根據文獻的蒐集與分析，相關文獻主要以災害防救、中央災害應

變中心、地方災害應變中心、現場事故體系(Incident Command System，

ICS)等研究居多，前進指揮所的文獻主要都僅在其一章節，探討篇幅

並不大，因此僅就現有文獻的資料進行分析與推論。 

 

七、 問卷訪談分析之限制 

(一) 因為受訪業務單位工作繁忙等其他因素，回收率無法達到 100%。 

(二) 同上，接受訪談人員因為臨時公務繁忙，轉由其他業務同仁代為

施測，可能會和原本問卷施測之目標不同。 

(三) 國軍相關救災單位因為涉及軍事機密，不方便接受問卷訪談。 

 

八、 名詞定義 

本研究先就主要名詞做下列定義，之後文章名詞以下列名詞為主： 

(一)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Central Emergency Operation Center，CE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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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為全國災害應變的中樞，當重大災害發生時，

能即時掌握各地災情，經由彙整分析而擬定迅速正確的應變對策。主

要任務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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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各項災害狀況，並通報相關機關

應變處理、災情之蒐集、評估、處理、彙整及報告事項、緊急救災人

力、物資之調度、支援事項等。 

(二)  中央前進指揮所 (Administrative Command Post，ACP) 

中央前進指揮所為掌握災害現場救災情形及支援需求，加強中央

與地方協調聯繫，整合中央救災資源，協助地方政府救災。由直轄市、

縣(市)政府或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主導，國防部、內

政部消防署及各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配合參與，辦理災害現場

協調、聯繫及調度支援事宜。 

(三)  中央前進協調所(Administrative Coordination-Liaison Office，ACLO ) 

經本研究討論出取代中央前進指揮所的名詞，在本文研究範圍

中，會有中央前進指揮所與前進協調所，兩者名詞相互交替的情形，

本文內所有的案例和名詞僅當作純粹敘述，都以中央前進指揮所名詞

為主，若有特別註明修正後或本文結論的建議改名為中央前進協調

所，則以此一名詞取代中央前進指揮所。 

中央前進協調所為強化中央與地方支援協調聯繫的機制，能有效

整合中央救災資源，協助地方政府救災，中央前進指揮所應依照災害

的規模與程度，成立中央前進協調所，就近掌控災害情勢、以利執行

災害現場協調聯繫調度支援等事宜。 

(四)  地方災害應變中心(Emergency Operation Center，EOC) 

地方災害應變中心為加強災害防救相關機關(單位、團體)之縱向指

揮、督導考核及橫向協調、聯繫事宜地方縣市最高的災害應變處理單

位，各縣市之運作要點不盡相同，經綜合歸納後的主要工作任務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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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各項災害應變措施、掌握各種災害狀況，並通報相關單位(團體)應變

處理、災情之蒐集、評估、處理、彙整及報告事項即時傳遞災情、緊

急救災人力、物資之調度、支援事項。 

(五)  地方前進指揮所 (Incident Command Post，ICP) 

地方前進指揮所為地方縣市災害現場搶救單位，為強化災害應變

機制、統籌、調度及運用整體救災資源，協調各災害防救編組單位於

災害現場有效分工，確實達成縱向指揮及橫向聯繫，提升災害現場各

項緊急應變之效率。 

地方前進指揮所主要任務及功能為災害現場搶救計畫之擬訂、災

情蒐集及掌握、救災訊息之發布、統一指揮現場編組人員執行災害搶

救、人命救助、緊急救護、警戒封鎖、障礙排除、人員機具調度、後

勤補給及其他各項災害應變等相關任務、接受各救災機關(單位)、人員

報到集結及任務調配、統合各相關單位之救災資源以利執行各項救災

事宜。 

根據以上四者之成立時機以及災害任務的定義，按照災害發生的

規模，發生頻率高的可以將之定位為意外(Incident)，意外的發生頻率

高，相對應變的處置也相對容易，通常為接獲災難訊息後前往災害現

場立即搶救，單靠少許人力就可以完成的災害規模。緊急(Emergency)

為災害規模稍大於意外的災害事件，可能是災害現場評估後發現必須

增加人力救援，但還是於短時間內可以掌控災情。以上的災害通常由

地方前進指揮所或地方災害應變中心即可以將災害規模掌控。 

雖然災害規模成為危機(Crisis)狀態以上發生的頻率不高，一但發

生，就會造成難以估計的損害，詳細災害規模如圖 1-1所示。 

因此在災害管理方面，由於危機狀態是跨區域且大規模的災害，

此時地方災害應變中心可能已無法負擔，中央政府就會開設中央災害

應變中心，隨時監控災情，進行救災任務的協調與支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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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從災害規模研判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救災時機(資料來源：一元的な危機対応過程繪製) 

 

(六)  權責(Rights and Liabilities) 

權責為權限與責任兩者合併之意，權責為救災單位部門的業務權

限與責任，用意為確定權限與責任，避免工作單位任意擴張與縮小所

屬責任，以提昇工作之效率。 

(七)  大規模災害(Large-scale disasters) 

利用災害規模來判斷災害規模多利用死傷人數、受災損失與依據

來作為判斷依據，究竟多少規模才能定達到大規模災害? Sheehan 和 

Hewitt以人員傷亡超過 100人或超過 100萬美元的經濟損失定義為重大

災害。 

不過 Sheehan 和 Hewitt 也提出環境災害在不同的文化地區、開發

程度不同的國家造成的災害損失情況地不同。1從我國的經驗來看，過

去只要有重大災害事件，就要有隨時都升級為大規模災害事前準備。 

(八)  災害防救法(Disaster Prevention and Protection Act) 

                                                 
1
 張長義等，地震災害及潛在危險地區環境識覺與調適行為比較分析研究－以南投埔里、台中東  

勢與台南白河為例(Ⅱ)，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報告，2003。 

A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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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防救法為我國災害防救相關法令之最高依據，其主要任務與

目的於災害防救法第一章第一條定義災害防救法為健全災害防救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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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防救法為災害之預防、災害發生時之應變及災後之復原

重建等措施。2
 

(九) 指揮官(Incident Commander) 

本研究之指揮官為災害現場所設立的前進指揮所執行現場救災工

作的指揮官，負責指揮現場災害搶救及應變工作。 

在小型事故中，指揮官可承擔所有的職責；在大型或較複雜的事

故中，救災指揮官可指派一般幕僚或指揮幕僚共同處理事故。 

一位有效的救災指揮官必須是果斷、客觀、冷靜且快速思考反應，

具彈性、實際之考量的狀況指派各種職務。 

(十) 指揮權移轉之時機(Transfer The Timing of Incident Command Post 

Rights) 

本研究探討之指揮權移轉之時機，主要為探討地方災害應變中心

救災現場由消防分隊隊長轉移到消防局長、縣市政府業務單位局處長

等轉移時機的確認，以臺北市政府執行重大災害現場搶救作業規定

中，災害現場指揮官權責轉移的部分，隨著事故擴大時，指揮權可能

移轉至一位更有經驗或法令律定的人員。當移轉指揮權時，應注意時

效並親自交接，並向新任指揮官作簡報，並提供事故狀況、緊急事故

行動計畫執行情形、作業部門的裝備及人員之派遣情形及安全上之考

量等相關訊息。3
 

                                                 
2
 災害防救法，全國法規資料庫入口網站。 

3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臺北市政府執行重大災害現場搶救作業規定，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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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研究架構及流程 

本研究架構以蒐集相關資料與案例，探討出國內外前進指揮所執行運作面上

的優缺點，再用五項研究方法來分析研究議題的規劃，歸納出研究重點，提出解

決現行問題之對策，整體研究架構與研究流程如圖 1-2、1-3所示。 

 

研究主題設定

蒐集並分析比較國內外四者連合運作之
任務、指揮權限、編組等運作情形

歸納與整理

專家問卷 專家座談 文獻回顧 深度訪談 案例研究

研究四者相互間之救災分工、協調
、互動、權責劃分，連和運作等機制

藉由個案，檢討我國的法令規範、
實務運作等相關問題，提出解決對策

提出中央前進指揮所與地方現地指揮所
聯合運作規劃

 

圖 1-2研究流程圖(資料來源：本單位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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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主題界定

文獻探討

研究設計

研究執行

專家訪談
問卷設計

專家座談
議題設定

期中報告

前期專家問卷
訪談施測

第一次專家
座談會議

修正研究進度

綜合彙整與初步
結論

期末報告

修正研究進度

提出研究成果報告

專家問卷
訪談施測

第二次專家
座談會議

期末報告審查

期中報告審查

 

圖 1-3研究架構圖(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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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進度與效益   

一、 研究進度   

 本研究工作事項包括： 

(一) 蒐集並分析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之前進指所成立時機、地點、任務、指

揮權限、編組等運作情形。 

(二) 蒐集並分析地方災害應變中心之前進指揮所成立時機、地點、任務、

指揮權限、編組等運作情形。 

(三) 研究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中央前進指揮所、地方災害應變中心、地方

前進指揮所，四者相互間之救災分工、協調、互動、權責劃分、聯合

運作等機制。 

(四) 藉由國內不同災害個案，檢討我國目前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設置之前進

指揮所及地方災害應變中心設置之前進指揮所之法令規範、實務運作

等相關問題，並提出解決對策。 

(五) 研提中央前進協調所、地方前進指揮所之作業要點。 

(六) 專家問卷施測並進行深度訪談。 

(七) 專家座談會修正研究進度方向。 

(八) 期中報告審查會。 

(九) 期末報告審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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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工作進度以及完成時機如表 1-1研究進度甘特圖所示： 

表 1-1研究進度甘特圖 

        月   次 

 

 工作項目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備 註 

蒐集並分析、比較國內外中央災

害應變中心設置之前進指揮所之

時機、地點、任務、指揮權限、

編組等運作情形 

          

蒐集並分析、比較國內外地方災

害應變中心設置之前進指揮所之

時機、地點、任務、指揮權限、

編組等運作情形 

          

研究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中央災

害應變中心設置之前進指揮所、

地方災害應變中心、地方災害應

變中心設置之現地指揮所，四者

相互間之救災分工、協調、互動、

權責劃分、聯合運作等機制 

          

藉由國內不同災害個案，檢討我

國目前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設置之

前進指揮所及地方災害應變中心

設置之現地指揮所之法令規範、

實務運作等相關問題，並提出解

決對策 

          

研提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設置之前

進指揮所及地方災害應變中心設

置之現地指揮所分別成立及聯合

運作之時機、地點、任務、指揮

權限、編組等作業模式 

          

專家問卷 
          

專家座談會 
          

期中報告 
          

期末報告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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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計畫預期成果與對政府施政之具體效益 

(一) 瞭解國內外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設置前進指揮所之運作、推動方法、指揮權

限、機制。 

(二) 瞭解國內外地方災害應變中心設置前進指揮所之運作、推動方法、指揮權

限、機制。 

(三) 彙整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設置前進指揮所與全國各縣市災害應變中心設置

前進指揮所之作業模式與運作模式。 

(四) 利用專家座談會與專家問卷，瞭解實務機關、學界對於中央前進指揮所與

地方前進指揮所之觀點與想法，檢討現行作法與運作模式，並進一步修

正符合我國現行防災體系運作的方法。 

(五) 利用過去我國發生大規模災害之案例，進行前進指揮所與前進指揮所之運

作機制檢討，瞭解我國推動前進指揮所與前進指揮所作業之優、缺點，

並進行檢討。進而研擬一套較為完整的聯合運作與分別成立的作業模

式，使未來若遇各種災害時能運用更為妥適，提升國人之生命財產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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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國外資料蒐集與分析 

一、 國外文獻蒐集 

本研究參考美國、日本、英國、國家的災害防救體系介紹的文獻，為參考各

國的災害防救體系與前進指揮所的設置情形，藉由災害案例探討國外面對災害所

遇到的問題以及處置上的優點，探討國外重大災害發生時如何整備、應變與復原

的過程。 

(一) 美國防災體系關於中央前進指揮所文獻 

  美國的災害防救體系架構主要為國家應變架構 (National Response 

Framework，NRF)內對各參與災害應變之政府機關等角色定位，界定災害是地

方首長對選民基本責任，聯邦政府是協調資源予以支援協助，為能達到支援效

果，需統整災害應變措施。爰採用現場指揮系統(Incident Command System，

ICS)、多組織(跨層級、跨組織)協調系統等國家事故管理系統(National Incident 

Management system，NIMS) 機制，協調各政府層級之災害應變作為。4
 

  主管美國災害防救的單位為美國國土安全部所屬之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FEMA)，FEMA為災害發生嚴重情況

時，州政府認為需要聯邦政府協助時，聯邦政府選擇接近災害區域的 FEMA

辦公室執行救災，FEMA 可調度與管轄的行動小組，如城市搜救隊可以為全國

各州和地方的第一時間動員人力，當災害發生即自願參加應變行動，迅速到達

救援地點，FEMA同時也加強與救援有關的標準制定、資格審查等工作，並承

擔設備和培訓費用，代表聯邦政府接受州的援助請求，然後要求擁有技術或資

源的其他聯邦機構完成有關援助任務。5
 

                                                 
4
 陳稔惠，災害應變中心制度之研究-以中央與地方為主題，東吳大學法律系碩士論文，2010。 

5
 施邦築等，美國、日本、韓國與澳洲災害防救體系之介紹，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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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在災害現場搶救指揮官授權的災害現場聯合辦公室之全權代表聯邦

災害現場聯合辦公室(Joint Field Office，JFO)行使其職權，JFO其工作任務為

負責協調陸軍工兵署和 FEMA 的相關問題，並協同 FEMA、其他聯邦單位以

及州與地方政府共同合作完成任務。6從實務經驗來看美國 FEMA 和州政府之

間的任務工作分配，參考美國近年的重大災害相關資料，例如卡翠娜颶風、紐

約 911 恐怖攻擊事件。卡翠娜颶風為例，美國在卡翠娜颶風風災期間，FEMA

和州政府、市政府之間在救災協調上面出現問題，導致災區現場失序，彼此都

無力將災情控管，7由卡翠娜颶風的經驗所延伸出的聯邦(中央)與州(地方)所扮

演之任務定位的問題。卡翠娜颶風災害之經驗亦可為平時減災工作以及災害發

生時都會區電力為升系統之維持以確保現場搶救的任務分工能有效執行。8
 

  另外從探討 911 事件相關搶救現場資料文獻中發現，世貿大樓災害現場崩

塌後，消防員前往救災卻遇到通訊系統失聯、現場指揮官層及錯亂的情形，面

對現場事故的重大災害搶就該如何有效分工和調度，能避免未來遇到相似情形

的重複上演。9
 

(二) 日本災害防救體系前進指揮所文獻 

日本的災害防救體系主要是以「非常災害對策本部」或「緊急災害對策

本部」為中央最高之權責單位，其執行為中央災害防救業務相關省廳之大

臣、廳長於內閣府召開緊急會議，依據相關省廳蒐集之災情資訊及自衛隊、

警察部門直昇機拍攝災區影像畫面，經災害損失評估系統進行即時災害損失

評估，分析災情規模，研判災情嚴重性，呈報內閣總理大臣，決定初步災害

應變對策，對於大規模災害，地方政府無法處理情況，經總理大臣依據相關

資訊決策後，於內閣府設置，由負責防災業務之政策統括官或內閣總理擔任

對策本部部長，各相關部會亦派員進駐共同作業；災情彙整與救災指揮調度

                                                 
6
 Hoe I. Ling 主持，從美國災害復建快速評估機制之運作探討台灣公共設施災後復建相關機制 

未來改善策略之研究，2005，頁 15-37。 
7
 戴晉綱，美國緊急應變機制之研究－以 2005 年卡翠娜颶風為例，中央警察大學，2007。 

8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美國卡翠娜颶風災害事件初步分析報告，2005。 

9
 周國祥、陳以鋒，赴美國參加事故現場指揮體系（ICS）實習，內政部消防署，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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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總務省消防廳負責。 

  經內閣總理大臣決議設置「非常災害對策本部」或「緊急災害對策本部」，

由中央政府提供援助外，對於派遣自衛隊、緊急消防救援部隊等需中央政府支

援情況，係由都道府縣提出派遣要求。而中央政府亦同時於災區設置前進對策

本部，派遣調查隊進駐災區，以瞭解災情之嚴重程度。10日本將各級政府於災

害應變時所得執行之事項與權限，依市町村長、都道府縣長、國家等三個主體，

分別條列於災害對策基本法內。同時又為調整三層級間緊急應變措施，俾能發

揮及時救助人命等效能，又特別立法授權，得以「指示」、「妥託」、「代行」、「應

援」、「要請」、「緊急宣告」等手段，進行統整性災害應變措施調整。11
 

日本 311大地震，日本災害對策本部在宮城縣成立現地對策本部，協調東

北地區災害資源調度，嚴重災區的縣市像是岩手縣、宮城縣、福島縣成立縣市

級的現地對策本部執行救災，自衛隊及外國救難團體也偕同搶救。關於福島核

能電廠的事故，日本政府除了在災害發生，成立緊急應變小組隨時觀察，核電

廠狀況，災後就管理、制度、體系、法規等各方面進行檢討，包括統一核能管

理單位的措施等進行改善與檢討。12
 

(三) 英國災害防救體系前進指揮所文獻 

英國的防災機制由中央和地方共同建立。英國政府各部門根據自己的工作

職責制定了不同的預警防災體系。強調地方分權之職權分配，更進一步強化各

部會間之協調整合工作。13一旦發生災害，英國政府會調動所有應急機制，從

陸地、河道和空中提供急救與支援。正因為有了完整防災體系，大規模的洪水

災害也再短時間內得到控制。 

英國的事故管理系統係視層級、角色的改變而移轉，分為金、銀、銅三層

級，分別代表著中央、地區、地方。舉例而言，在中央策略層級上，思考的方

                                                 
10

 施邦築等，美國、日本、韓國與澳洲災害防救體系之介紹，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2006。 
11

 陳稔惠，災害應變中心制度之研究-以中央與地方為主題，東吳大學法律系碩士論文，2010。 
12

 蘇昭郎等，福島核電廠事故一週年回顧，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2012。 
13

 祝匡華，我國防災體系之強化管理，大葉大學，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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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是研擬策略，區域的戰術層級，思考的方向是給予建議與方向，地方首長為

銅級的執行者，不過地方層級的市長身為地方政府最高行政首長，必須將自己

的角色思考方式，轉換角色為金級，亦即站在策略面的制高點思考成立地方的

策略協調小組(strategic co-ordinating Group，SCG)，請警察局局長、消防局局

長、衛生局局長等等進駐現場，則是銀級思考，如何在災難發生後，以地方的

資源快速達到整備、應變及災害復原。 

另外，必須說明的一點是，在地方政府擔任策略協調小組的主席，很可能

不是市長(或議長)，而是地方政府的秘書長，因為民選的市長(議長)並不瞭解

實際運作面，而秘書長是常任文官，不需隨市長更迭而下臺，因此，累積許多

實際的現場經驗。英國的事故管理架構則分為以下三個層級： 

金(Gold)級：戰略(策略面)： 

以 2009年打破 2000年洪災紀錄之 11月份水災為例14，當事件的發展足以

對經濟、民生產生重大之影響、或延續很長時間，中央政府會成立跨部會之金

(Gold)層級指揮救災，稱為策略協調小組(Strategic Co-ordinating Group，SCG)，

SCG建立策略交由銀級執行，主要項目如下： 

1.決定清楚的策略目標並視狀況發展審視有無修改之必要。 

2.建立事故的整體政策管理架構。 

3.優先考量銀級的需求並分配人員與資源以符合需要。 

4.制式化並實施媒體處理與溝通。 

5.指引計畫及執行以加快災後復原過程。 

銀(Silver)級：戰術(技術面)： 

因災害類型的不同，相關應變的部會涉入程度亦不一而足，但是災難不可

避免地一定是跨部會聯繫，很少只有單一部會應變處理，非策略協調小組成員

的部會也需派協調官進駐。小組成員經過一連串討論後成形共識，依各自機關

的權責執行決議之共識，因此，為確保銀級(區域)、銅級(地方)能確實執行，

                                                 
14

 當時災情請參照：BBC http://news.bbc.co.uk/2/hi/uk_news/8370865.stm  

http://news.bbc.co.uk/2/hi/uk_news/8370865.s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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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成員清楚瞭解各自的角色、責任並確實地傳達至下層機關，益形重要，而

這仰賴良好的跨部會協調溝通與平時的訓練與演習。 

銀級(區域)執行主要項目如下： 

1.決定分配救災資源的優先順序。 

2.計畫、協調如何、何時執行任務。 

3.評估事故風險並據以告知銅級執行之指揮官。 

4.確保公共大眾與救災人員的健康與安全。 

銅(Bronze)級：戰技(執行面) 

銅級則是地方的行政機關，負責實際執行，銅級為先到達事故現場救災人

員，指揮官可對現場狀況進行評估，如果事件超出本部門處置能力而需要與其

他部門協調時，得向上級報告，啟動銀級處理機制；如遇事件影響範圍較大，

需要啟動金級處置機制。15
 

 

(四) 國外前進指揮所文獻分析  

本研究文獻蒐集的方向為美國、日本、英國、等國家的災害防救體系介紹，

輔以探討例如地震、颱風等外重大天然災害案例，研究國外災害政府災害防救

體制運作機制上的優缺點。 

從政治體制而言，無論是聯邦國(美國)或是單一國體(日本、英國等)，防救

災體制都以中央(聯邦政府)政府、地方(州)政府、鄉鎮市(郡)政府的三級防災體

系，中央政府在必要時得支援地方救災工作。另外，國外長期接受 ICS 的訓練，

因此運作上能按照架構進行災害事故現場的統整工作。從國外案例中可以得

知，由於國土面積大，三級政府權責分明，因此較能順利運作所謂的三級體制，

但是遇到大災難的危機處裡也並非處理順暢，還是需要時間去磨合。也因為地

理幅員廣闊，中央現地指揮所的設立有其必要性。 

                                                 
15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派員赴英國考察防災體系運作機制，臺北市政府消防局，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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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參考美國郡級前進指揮所架構模組，16國外前進指揮所設置主要以

ICS 架構進行任務編組，現場指揮官依照災害規模進行搶救決策。 

 

EOC協調員

管理部門
Management

安全官

保安官

公共事務官

連絡官
地方代表

志工組織與私人部門代表
州層級緊急處理代表

作業組 計畫組 後勤組 財務/行政

消防

法律

法醫

醫療

避難/照護

結構/工程

公用部門

狀況評估
小組

進階計畫
小組

文書小組

復原計畫
小組

解散小組

通訊小組

資訊系統

運輸小組

補給小組

人事小組

EOC支援
小組

設備小組

採購小組

賠償/要求

會計

時間小組

DSR紀錄
小組

危機處理
小組

註1：實線為組織連接架構

圖 2-1美國郡級 ICS體制架構圖(資料來源：本單位參考臺北市現行災防體系之研究改寫) 

 

                                                 
16

 魏智群，臺北市現行災防體系之研究-以地震災害為例，國立中央大學碩士論文，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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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內資料蒐集與分析 

 

一、 國內前進指揮所文獻蒐集 

(一) 國內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與中央前進指揮所相關文獻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功能探討的相關文獻很多，主要為探討中央災害應變中

心之功能應在於協調並非指揮；確認應變作業為地方之工作，中央則為支援之

工作，且系統設計應使地方政府掌握資源之動態。對於縣市內部應可自行調

度，若要調度其他縣市則以中央調度之權限17現行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係依功能

及任務，採分組方式運作，由各相關機關派員參加，並由主導機關統籌、指揮、

整合各該分組之運作。為落實功能分組運作，有效發揮協調整合功能，亟需針

對此功能分組運作之方式深入研析探討，訂定細部作業規定，並檢討相互配合

之機制，以充分提供對地方政府之支援與協助；同時探討地方災害應變中心之

制度、功能分組運作模式。 

在探討災害防救法問題的文獻上面，探討中央與地方比此之間的權責，我

國災害防救法所制定相關災害應變措施皆以各級政府得而為之，致無法分辨中

央與地方差別，僅在於第 34 條規定，直轄市、縣 (市) 政府無法因應災害處

理時，該災害之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應主動派員協助，或依直轄市、縣 

(市) 政府之請求，指派協調人員提供支援協助。有提出應修正災害防救法之建

議，對災害為地方事務及中央為支援之方向予以確立，並釐清災害防救體系內

各角色與權責，將災害應變措施依層級加以區隔設定，使得中央與地方得以各

依災害發展規模、嚴重程度採取必要與適當的應變措施，以發揮保護人民生

命、財產安全之目的。18
  

                                                 
17

 馬士元主持，建立我國救災資源調度制度化及推動落實之研究，內政部消防署委託研究報告，

2011。 
18

 陳稔惠，災害應變中心制度之研究-以中央與地方為主題，東吳大學法律系碩士論文，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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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就災害防救法而言，地區災害防救工作並非僅直轄市、縣(市)政府，

鄉(鎮、市、區)公所亦有職責，整體政府三級制防救體系中最基層的鄉(鎮、市)

公所，其技術、經驗、人力與各方面資源都相對貧乏，加上過去各地縣(市)級

政府相關作業能力與機制未臻健全下，以致對於鄉(鎮、市)公所的災害防救任

務與執行能力，或地區災害防救計畫研擬與操作情形，使得國內各地災害防救

工作職責仍多偏重於中央與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主動積極參

與或主導相關工作之意識仍薄弱，行動力更顯不足，這使得災害的第一時間的

防(搶)救多數不易遂行，仍須仰賴上級政府機關的協助與事後馳援。希望找出

我國三級體制的前進指揮所與地方應變中心彼此的權責相關缺點及問題，檢討

其運作方式，提供政策建議，以強化鄉鎮市層級的防救災能力，發揮功能。19
 

另外關於我國國軍災害搶救的地位與任務的相關文獻，探討地方縣市政府

對風災及水災等造成大範圍災害之應變處理能力較薄弱，主因為雖有相關災害

防救應變機制，卻無專業且人力、設備均齊全之單位可以執行災害救援；因此

國軍的救災支援就顯得其重要性。如何規劃未來災害救援人力需求並審慎檢討

派遣軍隊支援之必要性，為加強其國軍救災功能，得為軍方救災定位應明確、

審慎評估派遣軍隊之必要性及民防組織與全民防衛動員機制應發揮實際功效

等事項。20
 

探討我國災害現場事故管理系統的文獻，由於我國的特殊地理環境，使得

意外災害事故頻傳。搶救的任務成敗關鍵從 921 集集大地震、汐止市東方科學

園區大樓火災、桃芝颱風以及納利颱風的搶救過程中均凸顯出，各類救災資源

並沒辦法達成整合，未使災變現場各類救災資源達到最大的功效。因此建立一

套具備單一指揮、統合的指揮架構、共通的救災語言、彈性及模式化的組織及

整合通訊的救災指揮體系實為刻不容緩。本文探討意外事故指揮體系所建構之

現場指揮系統的優劣分析為出發點，作為欲規劃之緊急事故現場指揮標準作業

                                                 
19

 戴荏國，提升地方政府鄉鎮市層級防救能力之研究-以新竹縣竹北市、竹東鎮、五峰鄉為例， 

國立中央大學，2011。 
20 王銘福，我國派遣軍隊從事災害救援之執行現況與問題改善之研究，中央大學碩士論文，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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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的基礎。   

要強化我國現場 ICS 救災工作的流暢，前提仍然是得融合國內現況救災指

揮體系之特性，建構本土化緊急事故現場指揮標準作業系統之雛型，才能將 ICS

的運作方式使用得當。本文中所參考的事故管理系統為我國各災害搶救單位通

用，但如何提升效率，就得靠不斷的演練與經驗的累積而達成目標。21
 

(二) 國內前進指揮所相關文獻分析 

本節介紹探討我國防災體系的相關文獻，主要為探討中央與地方政府彼此

的災害應變中心互動與權責所屬的關係，以及建立能因應大規模災害的而穩定

的災害防救體系，強化聯絡協調的機制： 

我國歷經多次重大災難，包括天然災害如 921 大地震、納莉風災及人為災

害如新航空難、阿里山火車意外事故等．在災害救與緊急應變所發生之問題可

以歸納為下列五點： 

1.缺乏共同組織結構。 

2.缺乏聯合救災計畫。 

3.災情資料傳訊不全。 

4.臨場指揮機制缺乏。 

5.資源運用管理不足。 

另外現行災害防救體系及法規並無國家緊急應變隊動員機制，建立一套國

家級緊急應變隊之基本架構，其目的在以最精簡之組織編制，在災害發生必要

時之第一時間迅速派遣到災害現場，結合現有之中央與地方之救災資源與人

力，運用科技化、系統化之單一指揮系統迅速偵搜災情，報告現況並立即整合

救災實施救災救護。22
 

另外參考文獻主要有地方政府透過桃園縣政府處理華航大園空難事件及

花蓮縣政府處理桃芝颱風災害的案例，檢視當時的現場搶救任務編組以及工作

                                                 
21

 施邦築、熊光華，大規模災害救災標準作業系統之建立，內政部消防署委託報告，2002。 
22

 蔡行瀚主持，國家緊急應變隊動員運作模式之研究，臺北醫學大學傷害防治學研究所，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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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為單一定點的大規模重大災害的前進指揮所任務編組。並在重大災害發

生時做好危機處理，並在最後提出現況檢討及改善建議。23
 

從莫拉克颱風探討我國中央前進指揮所的運作上，為檢討我國救災體系層

級體系在莫拉克風災後所出現的問題，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搶救因為缺乏大規模

動員人力物力之處理機制與程序，以致於無法有效進行跨部會與跨縣市之資源

調度。地方政府主要長期以消防局全盤負責災害防救業務，各局處對於災害防

救體系之運作概念較為陌生，平時無法有效監控災害風險，發生重大災害時，

無法有效整合救災。 

莫拉克的災害讓中央政府在救災時的指揮調度失序、未能及時掌握災情、

各相關政府部會縱向與橫向聯繫失靈等缺失，引發各界撻伐聲不斷，而諸多的

批評則是突顯了中央政府救災體系失靈與亟待檢討改善之處。 

對於災害防救業務涉及許多的政府相關部門，如何能在各個不同的政府部

門間達到橫向資料交換，以利縱向之災情舒緩，以面對災害的不確定性，非有

一災害(或危機)統整機構及完善之防救災體制不可。因此可以從檢視莫拉克風

災期間我國防救災體系的運作情形及缺失，期能提供我國未來修正其架構運作

邏輯性及整合性之參考。24
 

莫拉克颱風時期，高雄縣災害應變中心危機處理的過程，並以危機管理理

論作為理論基礎來進行研究。主要在於災情通報系統、資源的調度與災民的疏

散的方式研究，災情通報系統、救災資源的調度和災民疏散與收容面向上的問

題與回應本文之研究問題，並提出相關政策建議作為參考。25
 

關於國內重大災害研究，主要以莫拉克颱風、九二一地震等大規模災害為

主，然而國內目前仍以探討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與地方災害應變中心之間的權

責、災防法的適法性為主，整理並分析國內文獻的內容，發現我國在中央前進

                                                 
23

 戴國仰，地方政府重大災害危機管理之研究-以華航大園空難及桃芝風災為例，國立東華大學 

碩士論文，2003。 
24

 黃文玲，我國中央災害防救體系精進之研究－以莫拉克風災後為例，國立臺北科技大學，2010。 
25

 余君山，高雄縣災害應變中心危機處理之探討-以莫拉克風災為例碩士論文，國立臺北大學，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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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揮所中央與地方就災情需求，亦曾就鄰近災區之處成立前進指揮所，就近指

揮應變事宜，以求指揮體系能達到最佳的運作，減少生命財產的損失。但國內

對於前進指揮所的相關運作機制，仍有許多值得討論的空間，我國雖然在中央

災害應變中心有設置前進指揮所之相關規定，但在規定中並未描述中央災害應

變中心應派遣何種人員，或扮演何種角色，而在實際狀況中，近年來亦僅有地

方機關或單位成立前進指揮所，我國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雖也派員進駐地方災害

應變中心進行作業，但在災害現場作業上明顯不足。故應將前進指揮所再加以

定義，並研擬其任務、分工、協調、互動、權責劃分與其聯合運作等方面的機

制，才不置產生莫拉克颱風期間，我國出動救災速度迅速但現場欠缺整合之問

題。 

一般而言，前進指揮所是指現場應變指揮官所在的位置。事件初期，不見

得有『辦公室』的設置，有可能只是在一輛救護車輛內，或是在某個臨時搭建

的帳棚內，災害應變中心在離現場一段距離外的地方，有各種單位代表及決策

人員的集合，很多戰略戰術的問題可以在此協調與討論。這些地方由於不是在

災難現場，大部分的應變人員也不能進入，其位置可能只是資訊流上的一個點。 

地方前進指揮所的傷患集中區，為傷患初步集結，等待評估與處置的地

方，為救災與救護任務(傷病患)交接之處。另外還有待命區、現場的人員、車

輛、設備。 

等的集結地區，各區已經不需要的人力、設備、物資也會放回到此處，等

待重新任務指派。直昇機起降場等現場後送措施。 

衛生署緊急應變指揮中心在九二一地震的埔里地區及阿里山森林小火車

事故，都有因為直昇機起降事故所造成的悲劇，可見地面作業的配合的重要

性。以上這幾個區域與所有人員的運作都有密切的關連，所以要盡早公告周

知。其他還有很多的位置需要指定，例如媒體接待區、聯合訊息中心、家屬接

待區等，這些地區的作業只與一部分人的運作有關，等運作很熟悉之後，再一

一加入比較好。一般而言，地點的指派會影響到所有的人員，是現場指揮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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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責，但是可以隨著事件的演變再做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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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比較與目前運作問題 

 

一、 國內外中央前進指揮所比較 

本研究共蒐集我國、美國、日本、英國的前進指揮所成立時機、地點、任務、

指揮權限、任務編組，整理如下表 2-1所示： 

表 2-1國內外中央前進指揮所比較 

國別 台灣 美國 日本 英國 

名稱 中央前進指揮所 
聯邦緊急事務管理
總署(FEMA) 

緊急災害現地對
策本部 

社區及地方政府部
內緊急應變中心
(Community and 

Local Government) 

開設時機 

經中央災害應變
中心經評估過後
成立 

州政府依據史丹佛
法，無法處理災害
時聯邦政府得進行
支援 

經內閣官邸災情
評估後決定成立 

地方消防單位會向
中央請求支援，CLG

緊急應變中心會與
中央消防指揮中心
積極展開協調 

開設地點 
當地軍營等公家
機關單位 

FEMA 於全美國十
區設置之辦公室 

當地縣廳 

(政府) 
當地消防局 

指揮官 
由中央災害應變

中心指派 
FEMA聯邦協調官 副災害主管大臣 災害主管機關首長 

指揮官權責 支援協調調度 支援協調調度 
支援協調調度、
宣傳 

支援協調調度 

任務 

掌握災害現場、
加強中央與地方
整合救災資源，
協助地方救災 

中央協調、地方政
府執行救災 

回報災情、加強
政策宣導、協調
調度救難人力物
資 

提供建議、蒐集與分
配救災資源，跨局處
及中央、地方政府協
調 

編組 

中央災害應變中
心前進指揮所作
業要點任務分組

所示 

FEMA 協調調度災
難管理救援隊、都
市搜救特遣隊、衛
生部國家災害醫療
隊等。另外，分署

緊急通訊協調工作
組分別負責該區緊
急通訊系統建置及
維護的協調工作 

統括班、專案調
整班、各省廳協

調官 

統一指揮現場編組
人員執行災害搶
救、人命救助、緊急
救護、警戒封鎖、障
礙排除、人員機具調

度、後勤補給及其他
各項災害應變等相
關任務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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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內外地方前進指揮所比較 

 

表 2-2國內外地方前進指揮所比較 

國別 台灣 美國 日本 英國 

名稱 前進指揮所 

事故指揮站

(Incident 

Command Post) 

市町村災害 

對策本部 

前進指揮所 

(Strategic Holding Areas) 

開設 

時機 

經地方災害應變中心評估

災害規模後決定成立 

由郡級災害應變

中心決定事故指

揮站開設規模後

以 ICS架構增員

成立 

市町村災害對策本

部評估災害現場指

揮所災情後，按照

地區計畫成立災害

對策本部 

當超大規模的災害發生

時，會選擇一個適當的場

地成立前進指揮所 

開設 

地點 

災害現場足夠空間與通訊

之場所 

災害現場足夠空

間與通訊之場所 

災害現場附近之辦

公場所 

需能夠放置大量人員、裝

備及器材，並全天提供救

援人員報到、輪替等全天

候後勤條件 

指揮官 
最先到達現場的消防單位

大隊長擔任指揮官 

最先到達現場的

消防單位大隊長

擔任指揮官 

最先到達現場的消

防單位大隊長擔任

指揮官 

最先到達現場的消防單位

大隊長擔任指揮官 

指揮官 

權責 

執行現場指揮救災搶救工

作 

執行現場指揮救

災搶救工作 

執行現場指揮救災

搶救工作 

執行現場指揮救災搶救工

作 

任務 

災害現場搶救計畫之擬

訂、災情彙整與回報 

統一指揮現場編組人員執

行災害搶救、人命救助、

緊急救護、警戒封鎖、障

礙排除、人員機具調度、

後勤補給及其他各項災害

應變等相關任務 

參照 ESF架構系

統救災任務編組 

回報災情、加強政

策宣導、協調調度

救難人力物資 

1.英國國軍 

2.民間團體 

3.消防搶救 

4.志工團體 

5.社會救助單位 

6.交通搶修單位 

7.疏散組 

編組 

主要現場任務執行應發揮

之功能歸納為 

指揮官 

副指揮官 

人命搶救 

1.消防 2.警政 3.國軍 

4.醫療 

工程搶修 

1.交通 2.工程 

資訊傳遞 

1.新聞媒體 2.網路 

指揮所功能維持 

1.行政作業 2.場地管理 

ICS任務編組 

指揮官 

副指揮官 

作業組 

1.消防 2.執法 

3.空勤 4.醫療 

規劃部 

1.評估 2.調查 

後勤部 

1.糧食 2.補給 

財務部 

1.賠償 2.行政 

ICS任務編組 

 

統括班 

支援 

專案調整班 

1.情報 2.分析 

廣報 

1.災害通報 

2.被害者相談 

通信 

通信整備 

事故管理架構(Incident 

management System)，

金、銀、銅三級防災體系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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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針對蒐集的災害案例分析 

從上述文獻資料來看，本研究參考的國外大規模災害主要為地震和颱風為

主，因為上述兩項天然災害所造成的範圍大且造成的傷害嚴重，參考國外的案例

再和我國做比較如下表所示，下表根據文獻整理歸納出災害類別、災害規模與整

體救災的缺失提供參考。 

表 2-3近年國內外重大災害類別、規模與整體救災缺失 

國別 災害類別、名稱 災害規模 整體救災問題 

中華 

民國 

莫拉克颱風(風災帶來的土

石流崩塌、淹水等複合性

災害) 

大，擴及兩直轄縣市以上 

1.錯估整體雨量態勢 

2.中央跟地方應變處置狀況混亂 

3.媒體救災亂象，影響政府形象 

4.未能及時疏散災民 

5.國軍協調情形不如預期 

中華 

民國 

梅姬颱風(風災帶來的土石

流崩塌、淹水等複合性災

害) 

大，主要災情以宜蘭縣為

主，中央部會主管機關所成

立的現地指揮所案例 

1.蘇花高救災缺乏橫向與縱向的

聯絡機制 

2.蘇澳鎮淹水前三天造成救災現

場混亂，工作完全停擺 

中華 

民國 

雪山隧道火燒車(交通事

故) 

大，主要災情以雪山隧道內

事故為主，中央部會主管機

關所成立的現地指揮所案

例 

1.安全門完全開啟後無法回復關

閉，造成人員嗆傷及影響救援 

2.逃生引導設施及標示不足，造成

逃生時混亂情形 

3.未能落實隧道行車安全規定，造

成雪隧內事故率增加 

4.現有應變計畫、救災能量以及作

業程式無法適用於一發不可收

拾的火災救援需求 

5.高溫損毀現場設備，造成照明、

監視、通訊失效，影響救援效率 

6.雪隧受限早期設計概念及當時

科技，未隨時代發展更新等 

中華 

民國 

阿里山小火車翻覆(交通事

故) 

小，主要災情以阿里山森林

遊樂區為主，中央部會主管

機關所成立的現地指揮所

案例 

1.未注意森林人員的訓練及鐵路

周圍的巡視狀況 

 

美國 911 事件(恐怖攻擊) 

大，主要災區擴及美國華盛

頓特區、賓夕法尼亞州、不

過以紐約曼哈頓世貿中心

最為嚴重 

1.災害現場指揮混亂、層級不分 

2.現場救災通訊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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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別 災害類別、名稱 災害規模 整體救災問題 

美國 
卡翠娜颶風(風災帶來的、

淹水等複合性災害) 

大，擴及美國東南部，以路

易斯安那州的紐澳良市災

情最為嚴重 

1.聯邦、州、市三者之間溝通協調

失當，導致救災速度遲緩 

2.災害現場秩序混亂，錯估天颶風

所帶來的雨量情勢 

日本 

地震(地震帶來的海嘯及核

能電廠受損導致核能外洩

的可能性) 

大，東北大地震擴及日本東

北區域，地震所造成的海嘯

以及核能輻射災害將近擴

及全國 

1.政府救援遲疑，尤其是當時的日

本首相沒有在災害發生第一時

間出來穩定民心士氣，甚為大忌 

2.地震所引發的核能災害造成日

本未來都會遭受到核能輻射外

洩的陰影 

英國26
 水災 

大，洪水遍佈英格蘭、威爾

斯地區 

1.受災民眾沒有得到即時資訊 

2.洪水預報已經發出但相關單位

未及時應變，風險評估不足 

3.政府部門未考量整體防洪系統 

菲律賓27
 
地震(地震所帶來的土石流

及房屋崩塌等災害) 
小，嚴重災區僅限於特雷伊 

1.環境失衡 

2.土石流災害嚴重 

智利28
 

地震(地震所帶來的土石流

及房屋崩塌等災害) 
大，擴及多處區域 

1.交通設施毀損 

2.維生管線毀損 

3.坡地災害 

4.社會經濟的毀損 

澳洲 水災 

大，水災範圍擴及昆士蘭

州、維多利亞州和新南威爾

斯州 

1.水災警示系統未啟動 

2.公設避難中心設置緩慢 

3.未建立完善的避難清冊 

紐西蘭29
 
地震(地震所帶來的土石流

及房屋崩塌等災害) 
小，災區僅限於基督城 

1.救災人員缺乏教育訓練 

2.紐西蘭中央與地方政府在訊息

傳達上出現失調 

海地30
 

地震(地震所帶來的土石流

及房屋崩塌等災害) 

大，造成整個海地國家機能

幾乎已經喪失，成為無政府

狀態 

1.國家整體應變機制完全癱瘓。 

2.通訊聯繫中斷 

3.交通運輸瓶頸 

4.災民安置不易 

5.救災物資匱乏 

6.疫情傳染 

7.趁火打劫情形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26

 游保杉等，英國淹水紀實與災因分析，國家科技災害防救中心，2008。 
27

 游繁結等，2006菲律賓雷泰伊島土砂災害之分析，國家科技災害防救中心，2006。 
28

 劉淑燕等，智利地震評估報告，國家科技災害防救中心，2010。 
29

 New Zealand Fire Service, Chief Executive/National Commander’s Inquiry  

   into Canterbury Earthquake 22 February 2011, Final Report, 2011。 
30
 劉淑燕等，海地地震評估報告，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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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國內與國外的相關資料，整理出我國現有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與中央前進指揮

所還有地方災害應變中心與地方前進指揮所之間在運作機制上面的問題。整理出

以下列四項的問題： 

(一) 現行我國中央前進指揮所，欠缺整合各支援單位之明確規定與辦法。 

(二) 地方縣市政府為災害搶救作業第一線之單位，負有搶救之重責，而現

行僅部分縣市針對地方災害應變中心設置之現地指揮所擬訂其作業要點。 

(三) 現有現地指揮所作業要點無統一規範與執行方式。 

(四) 現地指揮所面對現場搶救作業時並無法有效整合資訊，而降低整體救

災效率。 

上述文獻相關資料不僅是我國，世界各國的震災和風災為主的大規模災害會

帶來嚴重的傷亡及經濟損失，無論是已開發國家的美國，或是都市開發化較低的

海地，面對重大天然災害時，無一倖免。國家政治體制是聯邦制還是單一體制?

地方自治程度為何?中央政府、中央前進指揮所、地方政府、地方前進指揮所四

者之間的運作情形各國國情各不相同，無論是從災防體系和現場搶救制度的探

討，都有值得參考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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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專家訪談與專家座談 

第一節  訪談問卷擬定與座談議題之設計 

問卷設計是一種將抽象的概念轉化成具體可測量之指標的過程，這個過程也 

稱為操作化。過程包含兩個步驟： 

一、 概念化：將理論層次的概念賦予明確定義的過程。好的定義應該是清楚、

明確、特定的。要做到這個目標要靠慎密的思考、直接的觀察、

詢問或閱讀別人的意見。 

二、 操作化：是連結概念定義與測量之間的過程，也是概念一個操作化定義

(Operational Definition)的過程。 

本問卷將題目分主要以實際災害現場指揮官與實際救災經驗的第一線人

員、政府各部門災害應變中心災害權責單位以及學者專業經驗談。以選擇題勾選

的問答方式，瞭解本研究所要研究之問題。   

本研究將問卷調查分為三個階段，分別為 

一、 草擬問卷初稿：期初報告至專家問卷座談會，針對訪談問卷進行修正。 

二、 問卷前置作業：專家問卷座談會修正後的問卷，經過前置作業的訪談測試，

再進行問卷題目的修正。 

三、 .問卷題目確定：期中審查會結束後，將問卷題目制定完畢。 

研究問卷設計的流程分為三階段，分別為問卷初稿的設定、問卷前置作業的

施測、最後確定問卷題目，實施大規模問卷訪談。整體訪談計畫如圖 3-1 所示。   

訪談規劃目的為瞭解各層級消防人員參與的地方前進指揮所開設經驗與實

際參與執行情形，期能從消防專家的現場救災、開設前進指揮所的經驗，修正並

增加問卷題目的專業性，用量化選項的研究方式，達到問卷施測的目標。前三個

月為問卷前置作業施測，以中南部縣市五區的消防單位長官為施測對象。於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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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後再根據審查委員之意見與開會決議修改問卷問題，將問卷分為消防單位和

政府部會單位兩份問卷，確定問卷所需得到的回饋，進行專家訪談及問卷施測，

問卷設計圖如下圖 3-2 所示。 

 

問卷初稿

問卷前置作業

訪談問卷完成

訪談問卷
(1)中央部會
(2)消防單位

專家問卷審查會
會後問卷修正初稿

訪問中部地區消防單位
進行問卷前置作業施測

訪談問卷
題目內容確定

訪談單位接洽及
問卷施測進行

 

 

 

圖 3-1研究問卷設計流程圖(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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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主題
災害應變中心與現地
指揮官之指揮、協調
權限探討之研究

      研究目的
探討中央災害應變中
心、中央前進協調
所、地方災害應變中
心、地方前進指揮所
四者之間的協調權限
與權責分工的運作機
制

    研究問題意識
1.地方前進指揮所作
  業要點的增設評估
2.地方前進指揮所與
  地方災害應變中心
  彼此聯繫關係
3.中央前進協調所作
  業要點的增設評估
4.中央前進協調所與
  其他搶救單位之間
  的協調與聯繫權限

地方前進指揮
所作業要點的
增設評估

地方前進指揮
所與地方災害
應變中心彼此
聯繫關係

中央前進協調
所作業要點的
增設評估

中央前進協調
所與其他搶救
單位之間的協
調與聯繫權限

制定地方前進指
揮所開設所必須
進駐之單位與任
務分工的作業要
點

地方前進指揮所
與地方災害應變
中心彼此聯繫關
係與必須改善之
問題

制定前進協調所
開設所必須進駐
之單位與任務分
工的作業要點

前進協調所的位
階、與其他部會
單位橫向與縱向
協調關係

1.開設規模與進駐人數規劃
2.開設地點
3.任務編組
4.指揮官權限移轉時機
5.新聞組與對外發言人的任
  選方式

1.地方災害應變中心與地方
  前進指揮所協調困難之處
2.地方前進指揮所的資源調
  度分工

1.開設規模與進駐人數規劃
2.開設地點
3.任務編組
4.指揮官權限移轉時機
5.新聞組與對外發言人的任
  選方式

1.前進協調所與搶救單位的
  分工情形
2.前進協調所與地方災害應
  變中心的位階比較情形
3.前進協調所與其他部門橫
  向與縱向聯繫情形

研究問題擬定 研究設計 研究問卷產出

 

圖 3-2問卷訪談問題設計圖(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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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專家訪談與專家座談之進行 

 

一、 專家訪談對象  

 

  本研究以深度訪談的方式，透過深入訪談該領域之學者與相關業務承辦人、

具有擔任指揮官經驗者，蒐集相關資料，藉由聽取訪談對象之實際執行經驗，以

及理論上所關注的問題，並彙整相關意見協助修正本研究研擬之中央前進協調

所、地方前進指揮所的作業要點草案，訪談專家名單如下表 3-1。 

  

表 3-1專家訪談名單 

編號 機關單位 姓名 訪談重點 備註 

1 
高雄市政府 

消防局 
江淑芬科員 

莫拉克颱風前進指揮所救災機制
的維持運作 

101.06.14

已完成 

2 
台中市政府 

消防局 
陳良安科員 

台中市災害應變中心前進指揮所
的運作與演練 

101.06.27

已完成 

3 
嘉義市政府 

消防局 

蘇耀星 

副局長 

嘉義市消防局救災經驗以及中央
與地方任務分工的權責 

101.06.28

已完成 

4 
南投縣政府 

消防局 

丁詠晉 

大隊長 

南投縣救災的救災經驗以及南投
縣前進指揮所的運作機制 

101.06.29

已完成 

5 雲林縣消防局 楊毓麟局長 
雲林縣消防局的救災經驗，相關

救災時機的前進指揮所設置情形 

101.07.02

已完成 

6 彰化縣消防局 葉明波科長 
彰化縣前進指揮所的運作機制，
探討相關前進指揮所的救災經驗 

101.07.03

已完成 

7 
高雄市政府 

消防局 
黃古彬科長 

高雄市災害應變情形、莫拉克颱
風現地指揮所開設情形 

101.09.04

已完成 

8 
高雄市政府 

消防局 
樓振宇股長 

高雄市災害應變情形、莫拉克颱
風現地指揮所開設情形 

101.09.04

已完成 

9 
經濟部水利署 

水利防災中心 

吳東昇 

正工程司 

水利防災前進指揮所成立時機、
編組、作業與任務 

101.09.06

已完成 

10 
臺北市政府 

消防局 
顏富平股長 

臺北市大眾捷運系統與前進指揮
所實際經驗研究 

101.09.06

已完成 

11 
新北市政府 

消防局 
陳國忠科長 

新北市救災的救災經驗以及新北

市前進指揮所的運作機制 

101.09.07

已完成 

12 
臺北市政府 

消防局 
葉俊興科長 

中央與地方災害應變中心權限以
及臺北市災害應變中心運作機制 

101.09.17

已完成 

13 
國家災害防救 

科技中心 

地震組 

柯孝勳組長 

日本 311 大地震中央與地方應變
作業之看法、機制建議 

101.09.17

已完成 

14 
國家災害防救 

科技中心 

坡地組 

張志新組長 

國際著名的崩塌案例如菲律賓等
國家應變作業之看法、機制建議 

101.09.17

已完成 



                                                          第三章 專家訪談與專家座談 

 37 

編號 機關單位 姓名 訪談重點 備註 

15 
國道五號 

坪林行控中心 

周立三 

工程司 

雪山隧道災害發生的救災分工、
演練 

101.09.20

已完成 

16 
宜蘭縣政府 

消防局 

陳立育 

副大隊長 

台 9線崩塌配合應變作業情形與
事項(梅姬颱風) 

101.09.21

已完成 

17 蘇澳鎮公所 張重洋課長 
台 9線崩塌配合應變作業情形與
事項(梅姬颱風) 

101.09.21

已完成 

18 蘇澳鎮公所 曾明哲秘書 
台 9線崩塌配合應變作業情形與
事項(梅姬颱風) 

101.09.21

已完成 

19 
水土保持局 

土石流防災中心 

羅文俊 

正工程司 

土石流防災前進指揮所成立之成
立時機、編組、作業與任務 

101.09.24

已完成 

20 
林務局 

阿里山工作站 
李志珉主任 

阿里山小火車翻覆事件現場搶救
情形 

101.09.25

已完成 

21 
林務局嘉義 

林管處鐵路課 
劉金源課長 

阿里山小火車翻覆事件現場搶救
情形 

101.09.25

已完成 

22 屏東縣消防局 李彬正祕書 
天秤颱風中央前進指揮所開設情
形 

101.09.27

已完成 

23 新竹市消防局 李梵池技佐 

新竹市災害應變處理機制、中央
與地方災害應變中心彼此權限探
討 

101.10.03

已完成 

24 
台灣高鐵 

股份有限公司 
李振展專員 台灣高鐵災害應變機制 

101.10.08

已完成 

25 高雄市港務局 林冬富經理 
高雄港重大災害應變處理運作機
制 

101.10.09

已完成 

26 基隆港務局 薛明生專員 
基隆港重大災害應變處理運作機

制 

101.10.09

已完成 

27 
高雄市政府 

社會局 
趙若新專員 莫拉克颱風現地指揮所開設情形 

101.10.09

已完成 

28 
台南市政府 

消防局 
李明峯局長 

台南市災害應變及前進指揮所參
與的經驗 

101.10.11

已完成 

29 內政部空勤總隊 林金柔科長 
空勤總隊在救災程式以災害應變
的運作機制。 

101.10.12

已完成 

30 
行政院災害 

防救辦公室 

周國祥 

副主任 
莫拉克颱風前進指揮所開設重點 

101.10.12

已完成 

31 
桃園機場 

股份有限公司 

黃永標 

大隊長 
桃園機場災害搶救應變運作機制 

101.10.15

已完成 

32 基隆市消防局 陳進源科長 基隆市面對災害應變處裡機制 
101.10.16

已完成 

33 交通部公路總局 
公路防災 

中心 
前進指揮所開設重點 未回覆 

34 內政部消防署 
陳文龍 

副署長 

莫拉克八八水災救災經驗、現地
指揮所之作業、運作機制與建議 

101.10.17

已完成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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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訪談分析 

本研究進行的問卷訪談專家單位如表所示，問卷規劃共 34人，問卷與訪談

內容為顧及受訪者的個人觀點，未將訪談全文放進研究報告，僅以整理重點方

式呈現訪談對話的重點。將問卷分成 AB兩卷，目的為區分消防搶救單位與其他

部門單位的任務性質。 

消防單位為主的問卷 A，目前總計回收 11 份，以及其他公務單位的問卷 B

發放問卷回收 14 份填寫總回收有效問卷目前 25 份，加上前測問卷 6 份，目前

總計 31份。問卷分析與施測分析請參考附錄五，專家訪談與資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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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專家訪談與專家座談結果之分析 

 

一、 專家訪談重點如下： 

(一) 確認中央前進指揮所設置的時機與規模。 

(二) 中央前進指揮所與地方前進指揮所彼此之間的關係。 

(三) 所屬單位的救災機關概述。 

(四) 所屬單位的災害應變中心與前進指揮所聯繫上的問題為何? 

(五) 現地指揮所定義為何? 

(六) 功能分組是否正常運作。 

(七) 災害防救業務永續發展問題。 

(八) 災害現場的通訊問題。 

 

二、 專家訪談單位重點整理摘要 

(一)  內政部消防署陳文龍副署長訪談摘要 

計畫內容建議可將研究案的現地指揮所和災害現場搶救指揮站兩者

定義釐清。並可事先調查有足夠通訊設備和空間的場所，當做中央前進指

揮所的設置地點。災害現場的通訊整合很重要，現場指揮官對於救災物資

調度、搶救與重建工作都需要協調與效率。而中央基本上是跟地方合作，

以協調支援為主，不會介入救災工作。例如，台九線遊覽車事件所涉及的

搶救指揮以中央災害所屬機關為主，因為發生在單一地點與單一事件，較

為單純，若像是莫拉克颱風的大規模災害案例較為複雜。且現場幕僚作業

很重要，提供災情與現場狀況的資訊協助。其他方面，軍方比較接近幕僚

與後勤支援任務的角色。最後，現地指揮所要派一位協調協調官到災害現

場觀察災情狀況。 

 

(二) 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周國祥副主任訪談摘要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前進指揮所不能取代地方指揮任務，中央必須在協

調面的工作作業，可將它定義成一個前進協調中心。而中央前進指揮所的

目的為打破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地區上的限制，到現地進行協調任務，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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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用指揮的字眼。 

單一災害搶救現場協調較為容易，如果是多區域的大規模災害，就必

須考慮到地方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縣市長)資源調度的問題，這就是指揮

官權限所需要探討的，中央就要在這邊做好妥善的協調分配。 

中央救災資源有限，地方彼此之間取得救災資源的競合關係，需要中

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取一套事先評估機制，以明確授權救災物資分配。

以莫拉克颱風為例，它涵蓋高屏地區，因此中央得做一個跨區域的協調整

合，所以必須要達到大型災害的規模才需要這樣的協調。對於災害防救領

域未來發展的看法，防災工作為政府與民眾環環相扣的工作，民眾必須體

認到一點就是，政府無法對所有民眾都能百分之百的搶救，不僅政府要加

強推廣，民眾也要主動積極的瞭解災害防救的重要性。 

 

(三) 屏東縣消防局李彬正祕書訪談重點摘要 

天秤颱風，內政部來屏東設立中央前進指揮所的情形，在恆春鎮公所

成立，颱風期間定期召開兩次會議，參與的成員部會有消防署、社會司、

經濟部水利署、原民會、中華電信、自來水公司，內政部與經濟部成員居

多，還有恆春、車埕、牡丹等鄉公所鄉長進駐討論工作事宜。(本段所提

的進駐部會單位僅為受訪者之印象，正確進駐人員與任務分組仍以其他的

相關資料為準。)中央前進指揮所負責協調、地方災害應變中心如果有能

力可以先提出支援地方搶救任務。中央只是支援，地方才是執行救災工作

的主體。所以建議將中央前進指揮所的指揮字眼拿掉，以協調聯絡代替比

較好。 

面對大型災害時，縣市災害應變中心救災能量可能就只有一個單點的

能力，如果要處理兩點以上的災害位置，這時候就是需要中央的協調支援

物資。因防災工作業務繁重，所以異動性很大。若能提升整體防災位階到

縣市層級，由中央帶動地方工作。且中央下來的協調官必須要有決斷力與

夠高的位階，這樣支援協調才會有效率。 

 

(四)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張志新組長訪談重點摘要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與中央前進指揮所關係密切，但地方災害若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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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可以考慮不設立前進指揮所的情形。中央與地方彼此在救災工作上必

須相互合作，但會發生中央有資源，但不會分配，地方會分配，但是無資

源的問題。 

現地指揮所最忌諱就是可能對現場人員與專業才能會錯置，因此要事

先調查好救災者的專業，才不會造成資源錯置的問題，搶救指揮官還是要

由縣市政府自己的指揮官來擔任會比較恰當。中央可以是主動協助、但是

被動等待要求，主動去前往支援並提供可協助之地方，地方在和中央提出

所欠缺物資的申請，再和其他縣市去做協調。所以得避免原本地方已經編

制好的救災編組，在中央下去之後會被打亂，中央得瞭解主動協助、被動

等待要求。 

中央前進指揮所建議在現場附近設置，和現地指揮所結合。最好的範

例是國道三號軍方就直接在現場開設前進指揮所，軍方協助操作器具，所

以要將前進指揮所開到第一線，要不然僅僅是協調官的性質。鄉鎮公所的

設備可能並沒有很完善，資源不足可能無法提供協助中央前進指揮所的進

駐，開設前進指揮所得要有中央的資源開設到地方去，也許並非是第一線

指揮，可是要提供資訊的時候中央就可以用，要不然單純指揮官或協調官

的性質。不能增加地方的困擾，才能增加地方前進指揮所的價值。要開設

前進指揮所，一定要把所有設備都帶到，才能發揮功能，架通訊和網路。 

建議將三個前進指揮所設定為三個規格，一種是只需協調官以及二至

三位幕僚的小型災害規模最小規格。中規格可能要增加人數，人數的工作

分組為何?大型規格就要以最大規模的規格進駐指揮所，設定出來之後才

會有效，就像現在的一級開設與二級開設一樣，要多少人多少規格，得確

定清楚。區域分級、分類的概念，也許不用太多災害分類，根據災害類別

分類分區。 

 

(五)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柯孝勳組長訪談重點摘要 

311跟紐西蘭大地震差異：紐西蘭比較接近都會區、範圍較集中，紐

西蘭都會區跟災損建築物馬上做管制，第一時間處置機制較好處置。311

位於東北又靠海的地區，整個新幹線橫向縱向聯繫道路都被破壞掉，很難

在第一時間判斷出來。中央協助地方只在縣的部分，鄉的層級執行人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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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日本這次縣的能量比較大，很多搶救仍然要靠自衛隊。救援來講，縣

為主要主力，中央前進指揮所設在宮城縣廳辦公室。紐西蘭災害規模較

小，動員能量沒像日本那麼大，有一個民防的體系，還有一個地震保險基

金，能很快的進行災損鑑定。紐西蘭比較偏向地區性，以省單位為災區，

中央主要和省的層級作協調，但中央仍有一個應變層級。中央也是到省政

府成立前進指揮所，著重溝通協調。 

台灣設立前進指揮所以莫拉克為例，著眼在災害現場，中央災害應變

中心和地方災害應變中心分途開設，前進指揮所也許會設在一起，很多現

場要反應回報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中央前進指揮所著眼於現地決策與災情

反應，實際操作會回報調度。且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針對災害進行任務編

組，前進指揮所比較要做現場災情實際決策，都會有人參與。 

然而，中央前進指揮所目前沒有一個明確位階，中央前進指揮所指揮

官必須要有高的職位與決策權力。中央前進指揮所會保留地方的參與，很

多執行事項仍是回到地方災害應變中心。設置地點不見得會在縣災害應變

中心，牽涉到現成設備或消防局，到現場不能增加現場的困擾，不能佔用

現場資源。 

 

(六) 國道北區高公局坪林行控中心周正立三工程司訪談重點摘要 

針對國道五號雪山隧道火燒車事件當時的過程回顧。事後檢討改進，

改善隧道內自動門門檔，加強隧道內空氣流通以及逃生的宣導。雪山隧道

外包公司的救災訓練、待命人員的訓練以及工作環境的問題，主要希望能

讓工作人員能有好的工作環境，提升薪水待遇，固定請廠商派員至消防局

受訓，希望能給他們好的福利讓他們繼續留下來工作，將工作人員穩定。 

雪山隧道搶救機制為，隧道內災害搶救現場，以及行控中心的指揮

站，指揮站就是現場的聯絡中心。現場指揮官權責轉移依據交通部國道五

號雪山隧道公路事故暨整體防救災應變計畫有所依據。搶救的指揮權問

題，誰先到達現場指揮，那單位就是負責整體指揮工作。現場回報系統以

第一個到達現場的指揮所為通訊回報，之後就直接和現場指揮官的頻道聯

絡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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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林務局嘉義林管處阿里山工作站李志珉主任訪談重點摘要 

當災害發生時阿里山管理處跟地方災害應變中心聯絡，工作站只通報

農委會的災害應變中心。災害發生後，第一時間正駕駛和副駕駛就立即通

報現場處置，事故副駕駛通報林務局，鐵路課有阿里山監工區、依照轄區

分工整個鐵路沿線設置車站和車庫。現在阿里山車站要負責載客，接獲駕

駛的通報，在 1230 到現場，擔任第一時間現場指揮官，所以救災除了林

務局體系、還有警察、自來水公司等都會幫忙救災。 

林務局的救災系統遊客(受傷與重大事故)、森林火災(現場撲救)根據

實際現場運作，到現場分配的組別：指揮組(工作分配、橫向聯繫、停機

坪的準備與現場淨空、媒體與長官的問題解答)後來副處長 1400到，就把

指揮權轉交給副處長，主任就負責媒體聯絡的工作。另外一組就是救護

組，林務站有兩個技正，其中一位技正帶領同仁進行人員搶救，用火車接

送。到監工區(急救組)，聯絡衛生室、醫師、山下醫院派出救護車進行道

路救援，負責協助人員分類與後送。並做一個傷患人數的統計，不過最後

統計仍然是以消防單位為主。現場都清理結束，另外派一組人員做現場清

理，將現場遊客掉落的手機或相機等蒐集起來後送至派出所保管，另外派

警察到現場進行警戒，直到檢察官到現場鑑識之後，警察才撤離現場。 

對外發言人之設置，所有統一對口，檢察官下達指示由副處長及竹崎

分局局長在六點召開聯合記者會說明整個救災情與後續處理方向，管理處

也在第一時間由局長召開記者會。嘉義縣政府的消防與警察和醫療都在阿

里山有駐點並設立警急應變系統，同步在現場管理體系整個運作起來就會

開展，訊息對內就會統一接收，由管理處這邊統一發布。 

 

(八) 高雄市政府消防局災害管理科黃古彬科長、樓振宇股長訪談重點： 

高雄市前進指揮所作業規定草案任務分工為設置幕僚參謀組、災情監

控組、新聞發布組、網路資訊組、搜索救援組、疏散收容組、工程搶修組、

醫衛環保組、行政庶務組等編組。針對問卷填寫，認為問卷的部會協調選

項，可以調整為局(消防局)處(縣市政府單位)協調。高雄市並沒有因為縣

市合併而造成救災調度上的困難，一切運作得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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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災害搶救科嚴富平股長訪談重點摘要： 

臺北市目前並沒有發生需要中央政府協調的災害，臺北市政府自己能

力夠處理。對於局處協調所遇到的困難是通常一項災害經由通報後消防局

接獲前往救援，其他市府局處也會前往處理，造成救災資源重複投入，如

能有效協調，就可有效運用人力。而臺北市地區災害應變指揮官為區長，

再回報給市長的逐級陳報制。 

 

(十)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災害搶救科陳國忠股長訪談摘要： 

現地指揮所是設在災害現場搭用簡用設備、桌椅加帳篷搭置而成的救

災指揮所，還是設在轄區消防局的前進指揮所?就新北市而言，目前並沒

有遇到需要中央協助的重大災害，以五股爆炸案為例，當時的救災機制為

侯副市長擔任指揮官，綜理災害現場應變，到目前為止，新北市能有效的

處理災害。現地指揮所接受地方災害應變中心的指導，並不需要設立規範

兩者之間的作業要點。. 

 

(十一) 宜蘭縣消防局陳立育副大隊長訪談重點摘要： 

災害發生後，消防隊就是依照地方災害應變中心來做，沒有真正前

進指揮站，應變中心前進指揮所由副局長做指揮，以無線電方式做指

揮。以梅姬颱風當時為例，前進指揮所在 11 點半成立，縣長到現場之

後消防局成為現場救災單位，工務處、農務處、社會處、以及警察局類

似災害都會在現場成立前進指揮所，縣長或副縣長擔任指揮官。有些細

部的單位作法可由細部的要點看的出來，現在需要釐清的是消防前進指

揮或當地指揮站的作法，縣府的部分如果要進來可能會不太一樣，沒有

統一的救災機制規定，實務上的做法再做修正與整合救災的機制，以增

加效率。 

 

(十二) 內政部空勤總隊林金柔科長訪談重點摘要： 

空勤總隊的直升機救援，有需要支援的單位元地面不通的時候透過

管道程式申請，經過程式評估後，從全國六個駐點就近派出支援。直升

機只是載具，申請者得派適當的人前往作業。空勤總隊只派直升機，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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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人員得是任務而定，整合人員到直升機進行工作作業。目前只提供飛

行員，看單位派什麼人員共勤一起救災。 

無線電通訊很重要，飛機沒有無線電，就會停止作業回來。 

另外如觀察災情，會事先用飛機監看災情狀況評估救災任務，監看

後若不嚴重自動會結案，假如案件多的時候，調度無法負荷，就會找國

防部幫忙。前進指揮所與接到任務的飛行員兩者的災情通報同時進行回

傳至空勤總隊，一直達到目標。前進指揮所做其他整合，行政訊息的協

調、影片傳輸等任務。如果災區附近的要協調飛機，總隊會派一位官員

到現場溝通，直接對口聯繫。 

 

(十三)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整備應變科葉俊興科長訪談重點摘要： 

資源協調整合，涉及到國軍與地方資源整合(協調指揮官，不是代

行處理) 地方還是由地方指揮官為主。地方災害應變中心需要的資源，

一定要中央來幫忙、大型機具、目前是透過地方災害應變中心之間的協

調。不管中央地方，救災資源都是有限的，中央有優先順序地方也有，

資源有限狀況下要自行評估做取捨，優先順序定的時候也要和地方作協

調。對於很嚴重的災區，應該要有直接到那邊開設設立前進指揮所，直

接到現場就可以直接靈活運用。 

救災現場重災區連民間救災資源都該聽地方指揮，資訊整合還是要

有一個統籌單位，就是地方單位，支援要知道目前進度狀況，強調優先

順序，中央可提供建議做法，中央也不希望設置在災害現場。像是空難

設置位置可以就近，離太遠醫療搜救等管制，中央可投入的方面可以就

近開設，實際搶救還是地方，中央可以擔任協調指揮官角色。 

前進指揮所要能夠掌握全貌，考慮到後續會不會在影響，不能選在

會二次災害的地方。最好是可以直接綜觀掌握狀況的地方。能夠做為各

單位能報到、考慮到交通腹地的問題在做選定，不過卻沒辦法做事前指

定。現地是無法事前幫你提供場地位置，支援可能不只支援一個單點，

因此中央不能太早推進，不能把全部東西太早預置下去，定義是要災害

發生後再去作，等災害發生後在綜整災區去做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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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高雄市政府消防局江淑芬科員訪談重點摘要： 

從八八風災嚴重的那天起，交通與通訊都被阻斷，就在寶來地區失

去基地台與任何的通訊聯絡方式的艱苦時刻，但是應變機制並未失序混

亂，反而更有組織的協調與分工，最終讓寶來地區和外界救災團體取得

聯繫，後續救災得以順利進行。當時的分工機制，寶來地區當時已成為

失去聯繫之孤島，外界亦無法有效且正確掌握該地區內任何狀況。寶來

地區當時僅剩警察局與消防局兩個公部門機關，其他都是民間救難團體

與當地居民，8 月 8 日到月 12 日之間，寶來地區自動組成一個分工協

調機制，日間各司其職、各自擔任救災工作，也有生活飲食專責之負責

單位。夜間在當地商店共同召開工作協調會，討論隔日之各項事宜。當

地派出所警察維持秩序、消防隊持續進行災情回報與搶救工作、寶來山

莊為臨時的避難中心，提供收容場地及討論救災事宜、當地居民提供交

通工具運送人員下山(以及罹難者遺體)，仍然有效率的救災分工。而四

天後國軍和中華電信進入災區，恢復救災與通訊之後，江科員再協調交

通工具在災民的遺體下山等後續工作。寶來地區所面臨的危機以及應變

之方式，面對不可預測的重大災害，最重要的就是要先掌握災害現場的

狀況，做好危機管理，領導的指揮官必須要對自己目前的單位組織有所

瞭解，做出最好的分工協調。     

第一線的救災任務有時會出現災害規模過大而無法控制的情形，在

此情形之下，法規命令已經無法有效加速救災程式的進行。面對災害第

一線時，消防單位被賦予統整救災的主要任務，但消防無法涵蓋所有救

災的業務，此時就必須靠其他單位的相互協調，身為前進指揮所基層單

位的鄉鎮市里長、幹事就得靠平常的防災訓練與教育，災害發生時，才

能第一時間有效執行調度工作。 

 

(十五) 台中市政府消防局陳良安科員訪談摘要： 

台中將前進指揮所設置在豐原區。係考量距離此地區很近，若於災

害發生時能立即反應。然而在指揮官的評選上，台中市以上級指派為

主，雖有明確的分工如消防隊以搶救人命，公務機關以道路救援等專業

業務為主，但以現階段來看，大部分搶險業務仍然是以消防局為主，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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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與公務單位並無明確的分工，例如水災發生時，其應變中心應該設在

水利署，但現階段還是設在消防局。 

針對中央物資運送的時效性，中央運送物資得看當地道路狀況來決

定時效性，並無硬性規定。像 610水災，道路物資的話社會局在梨山地

區有儲備物資可以直接送至災區，三十分鐘內不太可能，至少要六十分

鐘左右，要看當地的道路狀況。因此，雖然救援時效，不可避免仍需要

許多時間調度，不過如果能在六十分鐘內的是可以接受的。 

台中市是目前遇到重大災害的運作機制及應變中心成立後，各局處

都要進駐，地方區公所提出需求時仍要回報進駐的單位，要有處理能力

的單位，由各專業的單位來處理。如果面對太多不確定因素的大規模災

害，這是目前現階段不會遇到的狀況，故平常只能靠演習訓練以達到最

佳的救援方式；如高鐵之類的大規模災害演練，高鐵災害管理也有台中

市消防局參與。總之台中市前進指揮所比較偏重在任務方面的編組，最

後運作上還是就任務編組方式。 

 

(十六) 嘉義市政府消防局蘇耀星副局長訪談摘要 

指揮所指揮官第一個先定位他們的災害事故現場，原則上目前的基

本單位以大隊幹部為指揮官，如果對象為五都或是阿里山等地區時，就

要因地制宜，看事故規模大小、分區遠近、進行定位。由於事故規模須

大到一定程度時中央才會設立前進指揮所，中央要不要接管地方，則皆

需要按照災防法令分辨清楚後辦理。此外，災防法跟地治法不同，地方

制度法是災害事故為地方事務，中央災害防救法是中央協助地方指揮官

領導。假如中央派請部長，代表前進指揮所與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先把

法的位階瞭解清楚，希望也可以建立一個制度上的機制，希望所有的指

揮人員可以清楚這個機制和法源。 

一個重要的關鍵就是需求和供給可以在相互的認知內達到，才叫做

協調，如果需求得不到任何一方滿意的答覆那就協調不成了，中央不是

只有單一指揮官來做決策的，中央本身橫向協調也是必須經過一番功夫

的。除非中央前進指揮所是在現場，或是設在地方災害應變中心總指揮

的位置，要先釐清中央與地方的權責，可以確認的是，現在部長和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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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現場是由現場指揮官向他們報告，實際權責還是在指揮官。 

 

(十七) 南投縣消防局第三大隊丁詠晉大隊長訪談摘要 

中央與地方權責部分大型事件如果是整個縣就會成立縣的災害應

變中心，如果是屬於單一事件的話，則只會設立消防局的災害應變中

心。申請支援就不是前進指揮所之權責，那是由消防局指揮中心，或是

縣的災害應變中心來做申請的部分。對於指揮官評選的標準，對現場事

故熟悉但是他的職位並不高，給他做指揮但是給他其他單位他卻不能調

動，即使他有調動權但是可能不熟悉指揮體系。必須應用指揮官幕僚，

幕僚一定要由對事故現場熟悉且對於此案件有經驗的，但若產生問題則

由指揮官負責。 

消防與救災單位的分工通常只要牽涉到前進指揮所的部分皆是跟

救災或急迫性的救援有關係，故主管機關通常不會直接的介入，但若是

消防單位主導救災，則災後的復原工作，應由權責單位來處理。 

 

(十八) 雲林縣消防局楊毓麟局長訪談摘要 

災害現場如果同時有兩三個單位要運作，才必要成立前進指揮所，

如果一個單位要運作，比如說火災，消防局出動再多人，還是消防局主

導。雖然自來水處會來配合，但主角還是消防局。那時候就不必成立前

進指揮所。像化學災害，就有必要成立前進指揮所，因為那畢竟是消防、

環保、勞工、建設幾個單位處理，那種情形就有必要成立前進指揮所。

只要龍捲風還未變成大型龍捲風時，前進指揮所就設置在龍捲風形成的

地方，像是現場標準作業程式就必須是消防局長先到達，首先必須報告

縣長，之前通知警察和公務單位，發現現場救災人員必須再增加，民政

和社會單位都得進駐前進指揮所，縣長就直接坐鎮在前進指揮所。雲林

縣的等級就可以應付。從龍捲風事件的經驗來看雲林縣前進指揮所的運

作雖然較不具制式規定，但運作過程順暢。 

目前最大的問題是現場整個應變體系容易使現場指揮官無法負

荷，若上屬長官及媒體皆要立即性之資訊，將造成前進指揮所無法有效

率運作。如六輕現場不是通信問題而是火聲太大，所以得跑到一百公尺



                                                          第三章 專家訪談與專家座談 

 49 

外手機才能打的通。制定前進指揮所法規方面，整體架構都已具備，然

運作仍需更為熟練與成熟，在人員調動上經驗無法傳承，無法銜接才是

問題所在。過去完全沒有法令依據時仍舊在執行。中央與地方權責部

分，因考量地方有各自的不同機制，中央應採用指導建議之方式取代要

求，秉持協調的立場，協助有效執行各項作業。 

 

(十九) 彰化縣消防局葉明波科長訪談摘要 

彰化縣的前進指揮所運作模式，較相似於 ICS 的運作架構模式，架

構是隨著災害類別跟屬性去做調整。ICS 是一個任務功能性的編組，有

指揮官和副指揮官的作業，這幾年的災害可能是廣域複合的，可能會涉

及到很多橫向的機關，所以公務部門內的組織可能是公用事業單位，也

可能是民間團體，彰化縣的做法是整合的平臺，希望在同一個平臺架構

運作。指揮官應該都是由縣層級指揮官就是縣長來指定，如果災害規模

不大，有可能指定災害規模的局處機關首長，亦可能是消防局。凡涉及

到的相關單位局處，要指定相關部會副首長加入前進指揮所的擔任副指

揮官。如果要談地方政府於災害應變執行的臨時任務編組，相關單位的

副首長很重要。 

台灣目前沒有很嚴謹的去劃分災害規模的標準，故無法明確說明於

何種等級就需成立前進指揮所，目前的運作上僅是當縣災害應變中心指

揮官認為有必要成立，而考量災害無法於短時間結束，或是災害涉及多

面向而各單位有整合必要性時方執行之。但較特殊之重點是設立點的問

題，且如何去設立，如彰化發生災情，中央要設立前進指揮所，其中，

彰化的災害可能有五個點，要設在哪個點?必定是選擇最受關注的點。

結論是哪一種災害等級或是災害狀況成立，應該想辦法訂出一個規模標

準。 

中央跟地方權責的分配上，目前是地方政府向中央或向有簽定橫向

支援的模式有特定模式，但沒有申請的時間，所以關鍵在決策。申請的

程式應該要簡化然後量化，這個表最好是表格化，要件都寫在上面，直

接請中央支援。災害應變中心做決策，但是我覺得到後來都回歸到經費

的因素。我們國家縣市及經費專業的考量，都習慣用任務編組的做法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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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特殊，或者重大急需應變的一個運轉機制，當然這是最省錢的，災

害應變平常不運作，災害的經驗傳承是很重要，因為人員會轉換，培養

的人才可能一下就會走，所以台灣目前最大的問題就是要成立應變機

關。可能叫做災害應變局，中央就是叫做災害應變所，台灣的政府需要

一個常態的災害應變單位，這非常重要。他就是做應變相關的法令鋪

陳，政策的執行或是計畫的擬定。 

 

(二十) 經濟部水利署吳東昇正工程司訪談摘要 

水利署訂有前進指揮所作業要點做為成立前進指揮所作業及運作

依據，發生重大事件需要成立前進指揮所時，設置地點原則設立在災害

之權責單位(河川局或水資源處所在地)或直接在災害現場成立。中央與

地方的資源調度必須要有事先周詳的計畫、原則和演練。中央所設立之

前進指揮所應屬於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層級，在法律位階上高於地方災害

應變中心。 

水利署進駐災害應變中心及前進指揮所開設情形，水利署為經濟部

緊急應變小組幕僚作業單位，該小組開設地點設在水利署。風災時，水

利署派員進駐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值班組長 1人，作業 2人，替代役 2

人，與經濟部共同派員負責風災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水電維生組」應變

事項。水災時水利署負責成立「情資研判組」之情資研判工作。中央開

設前進指揮所時，水利署會派員進駐，以天秤颱風中央在恆春鎮公所開

設前進指揮所為例，水利署由副總工程司及轄管河川局局長進駐參與運

作。水利署防災中心與消防搶救單位救災情形：淹水、河川水位、水庫

洩洪之預警及通報。水利攝氏搶險搶修。支援移動式抽水機協助地方淹

水救災。 

 

(二十一) 農委會水保局防災中心羅文俊正工程司訪談摘要 

農委會水保局未獨立開設過前進指揮所，地方請求重機械，農

損勘查時，需要跨縣市需求時，農委會協調官可協調調派資源，但

無提供機具與人員搶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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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 台灣高鐵公司黃振展專員訪談摘要 

台灣高鐵目前的防救災體系能量算是充足，可自行處理災害。

台灣高鐵的防颱機制從防汛期開始運作，有專業氣象顧問公司幫忙

研判颱風走勢。台灣高鐵公司主管單位為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

指揮官權責轉移最高到交通部高公局局長，詳細救災作業標準程式

以及 ICS 架構的任務編組，在「台灣高速鐵路交通事故整體防救災

應變計畫」該書裡面都有詳細介紹。 

倘若發生災害，除了現場路段災害現場指揮官，台灣高鐵分別

會在南港總公司、桃園運務總部、左營維修基地同時設立災害應變

小組監控災情。如果高鐵災害發生在兩個縣市之間，權責單位為高

鐵局和高鐵公司，支援協調救難單位的協助則以鄰近高鐵站所屬轄

區為主。 

高鐵的搶救困難度在於時效性高，吊掛機具的機具規格不符

合。建議中央前進指揮所可先派員進駐地方災害應變中心，可有利

於相互協調。 

 

(二十三)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趙若新專員訪談摘要 

八八風災時高雄縣政府業務繁忙，中央前進指揮所要求地方回

報資料，但高雄縣業務繁忙時間無法配合中央的工作。 

不贊成設立中央前進指揮所，認為會造成疊床架屋，因為當災

害發生時社會局的業務應該直接向內政部社會司對口即可。社會局

平時擔任督導的角色，災害發生時協調安置收容災民，不過由於並

非災害現場搶救機關，所以並沒有救災任務編組。 

 

(二十四) 台灣港務局高雄港務局林冬富經理、內政部消防署高雄港務局分隊曾

重乾課長訪談摘要 

港區有港區的範圍，發生災害由港區負責，但又會牽涉到高雄

市政府，業務主管機關雙方平行的協調案例，垂直關係為地方去救，

中央來協調支援。若機場發生災難，地方跟機場都要設置前進指揮

所。海上外海處設置有航港局、港務公司，高雄港發生災難由港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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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負責，中央主管機關為交通部，基本上發生事情都是在港區內負

責，船污染與船的救難金額為船東負責。大型災害市政府會介入，

港務公司跟高雄市政府之間的應變主體為何?誰該處置?目前沒有明

確的規定。兩個應變單位是否有轉換機制，還是都是由同一單位負

責? 

前進指揮所由誰設定，小組工作為何?先明確化，中央下去沒支

援要怎麼調度與結合資源?如果災害致高雄市政府，港務局會有熱線

直接通報高雄市政府，怎麼樣協調需要的資源，這時中央也許會成

立指揮中心來幫忙協調。 

建議定義一個劃分災害權責的標準。災害現場通訊個個單位都

有自己的頻道，救災效率無法有效整合。 

 

(二十五) 新竹市政府消防局李梵池技佐訪談重點摘要 

前進指揮所要找靠近重災區而且相對安全的地方。且現場指揮

官還是要縣市災害應變中心做連結回報。 

中央前進指揮所單獨對口現地指揮所最好。中央前進指揮所成

立時機得為大規模地方無法應變時成立才有意義。 

 

三、 專家訪談重點綜合整理分析 

 綜合以上專家學者訪談的意見，本研究歸納出下列重點： 

(一) 中央前進指揮所為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所派設置災區附近的單位，不

涉及現場災害搶救的現地指揮所業務，建議將協調、支援地方救災的功

能定義清楚。 

(二) 本研究的現地指揮所，為地方災害應變中心設置於災害現場附近場

所，並非災害第一搶救現場的臨時指揮所性質。 

(三) 中央前進指揮所的開設時機與進駐人數的標準得視災害程度的規

模、損傷人數、擴及區域等視情況事先選一定點接近災害現場的縣市區

域開設。 

(四) 現地指揮所各救災單位擁有各自的無線電頻道，缺乏統一通訊整

合，建議可由災害搶救第一現場最先到達的指揮官統一律定搶救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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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中央前進指揮所指派的協調官職級必須夠大，九職等或相同位階以

上，能瞭解災害現場狀況，遂有足夠能力處理現場所需支援及調度的需

求，回報到中央前進指揮所。 

(六) 無論是中央或是地方的救災資源都是有限，絕對不可能達到所有救

助物資都能完善分配，這就必須考慮大規模災害發生，中央前進指揮所

成立時，如何觀察與協調調度地方所需求的救災資源。 

(七) 關於中央前進指揮所設置地點，建議要先將辦公室現場裝備準備完

善，不足的設備得由中央自行攜帶，並建議設置時機在災害發生後，明

確瞭解重災區位置所在，才開始設立中央前進指揮所。 

(八) 災害防救業務經驗傳承為訪談學者中多有提到的重點，無論是消防

單位或是政府部會防災業務單位，都遇到防災工作業務承辦流動率大，

造成無法順利傳承的問題。 

(九) 空難為特殊性的案例，雖然擴及範圍不大，僅一縣市或一區，但是

涉及的民眾與建築物等毀損的機率很高，地方縣市與航空站或許能力不

足已處理救災，中央前進指揮所的協調工作任務在這就可以發揮功用。 

(十) 中央支援，地方執行的政策方向正確，但若遇到地方與地方相互平

行單位之間的救災協調該如何處置?指揮權以誰為主?可以作為界定。 

 

四、 專家訪談重點問題之解決方案 

 

 根據上述十點建議與問題，本研究的回應如下： 

(一) 本研究已經將研究限制部分，將研究範圍定位在中央災害應變中

心、中央前進指揮所、地方災害應變中心、地方前進指揮所四者的運作

關係，建議將中央前進指揮所改名中央前進協調所，以強調協調調度的

功能。 

(二) 本研究限制已將現地指揮所，定義為地方災害應變中心派設置災害

現場的現地指揮所，例如為當地消防局、鄉鎮市公所等單位，以區別在

縣市政府附近的地方災害應變中心，和災害搶救現場的指揮站。 

(三) 關於設定中央前進協調所的開設時機與設置地點已在本研究所草

擬的中央前進協調所作業要點中已明確定義。(請詳見本研究研擬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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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前進協調所作業要點) 

(四) 關於通訊問題，根據訪談專家的建議以及研究文獻參閱，有兩方

案。其一為首先到達災害現場的救災單位指揮官統一做現場救災通訊統

整，之後其他單位協助現場救災就以第一位到達現場的救災指揮官的通

訊頻道為準。 

(五) 前進指揮所的總協調官與派駐現地的協調官職級，本研究建議總協

調官為由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指派災害權責機關副首長或適當層

級人員擔任。現場協調官則為工務人員九職等以上層級擔任為主。 

(六) 中央救災資源分配的問題，為救災效率提升的重點，建議可以從平

時建立災害通報管道，鄉鎮市到地方縣市再到中央的逐級陳報制度，逐

級觀察現場缺乏的物資並回傳上級做評估，這時候中央前進協調所派駐

現場的協調官就得準確瞭解地方災情與物資需求，並立刻估算所需支援

之人力物資，回傳至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參考。 

(七) 關於設置地點，本研究建議將中央前進協調所依照我國領土，北、

中、南、東選一地點分區設置，中央設置辦公室人力也以此分區數量為

限。 

(八) 防災業務的傳承問題，因為涉及專業性，已超出本研究題目範圍，

因此本研究目前無法對此專門探討解決之道。不過建立全民防災意識、

政府面對救災責無旁貸，民眾再提升防災意識，瞭解災害的重要性，共

同參與防災工作，相信是最好的方式。 

(九) 關於空難是否成立中央前進協調所?由於涉及大規模的災害，已達

到本研究中央前進指揮所作業要點之開設時機的條件，因此有中央前進

指揮所有成立的必要。 

(十) 關於平行機關單位的權責所屬，本研究建議由災害發生地以及到達

第一現場的指揮官為總指揮官，如果將指揮官職權轉移至縣市長的情形

之下，縣市長為瞭解災情並提出建議，實際搶救仍是現場指揮官為準。 

 

五、 專家座談 

    專家座談依照本研究進度流程，分別在 101 年 5 月和 10 月在內政部消防署

舉辦兩次專家座談會，第一次專家座談會主要討論研究問卷的設定，第二次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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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主要討論本研究團隊所研擬的中央前進指揮所和地方前進指揮所作業要

點草稿，和與會專家學者共同討論。 

 

(一) 第一次專家座談會討論重點摘要 

 本次開會目的是替本研究計畫案的問題與內容做整體性的修正調

整，歡迎各位共同討論。 

 

1. 關於問卷部分 

(1).問卷偏重現場操作，對於學術層面探討的學者來說太難，將問卷

設定在前進指揮所指揮官，但是實際參與的指揮官樣本太少，建

議問卷要改變提問方式，分為四將實務操作者與學者和前線操作

人員與救災人員等四者分四類不同類型題目，分開施測，問卷可

以增加選項，強化量化的操作型定義。 

(2).研究目的是中央前進指揮所的本尊和分身授權程度的多少，為此

研究之目的。問卷必須有個完整的問題架構，釐清四者之間的差

異，將想要得到的問題與要作的目的列表出來，將問卷重新設計

並分類。 

(3).建議詳細介紹前進指揮所主要運作法規，從受訪者實作的經驗，

整理出災情檢討的問題，學者的優勢是可以在法規方面做整理與

分析，因此將學者要和實務操作者的問卷分割，才能得到研究的

目的。 

(4).實際執行上的問題得看現行法令是否足夠?執行上是否順暢?建議

可將參與莫拉克或實際有參與救災經驗者的實際經驗來作為問

卷對象，重點是指揮官的任務該如何協調、如何授權? 因此可以

蒐集指揮官與第一線救災人員的意見，尤其是莫拉克第一線人員

的案例，將他們保存的紀錄作地毯式的蒐集，這是很重要的資料。 

(5).莫拉克颱風就是中央地方權責不清的案例，因此可以從四者權責

為何，運作如何分工探討。最好的情況是災害規模與指揮所的增

減分工、掌握救災人員調度，回傳至中央進行統合，產生權責分

工的作業規範，法令規定列出執行規範產生權責作業規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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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研究重點放在莫拉克風災的經驗。 

(6).訪問問卷不清楚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中央前進指揮所、地方災害

應變中心、地方前進指揮所(四者)四者聯合的運作關係， 

(7).要研究前進指揮所指揮官得先釐清前進指揮所的定義法規。會從

兩組(學者與實際參與者)的經驗來設計效度與信度更高的問卷。 

2. 關於前進指揮所權限探討部分 

(1).中央與地方指揮所的大小層級不同，有沒有中央EOC和現地EOC

進駐同樣的前進指揮所的可能?有沒有地方首長直接處置、接管

全部災害應變指揮之可能? 

(2).每個地方設置位置不一樣，中央應變中心應該以靠近地方應變中

心為中心的延伸。釐清四者之間的橫向、縱向權責區隔，應該做

什麼工作?蒐集日本防災體系，參考美國 FEMA，建立對台灣最

好的體系，緊急指揮以研究出最好的方式。 

(3).近年由中央接管的災害為梅姬颱風，九二一為緊急命令發布所以

一定由中央接管，大規模災害地方已成為受災戶，一定是中央會

接管。另外，本研究可以多搜尋台灣歷年災害發生時設立的前進

指揮所的當時組織架構以及經驗，作一個分析比較，對本研究會

很有幫助。 

 

(二) 第二次專家座談會討論重點摘要 

  本次會議主要重點為討論中央前進指揮所、地方前進指揮所作業要

點草案，以及呈現訪談問卷所得到的回饋，對建立中央前進指揮所、地

方前進指揮所作業要點的要點增修參考提出意見。 

1.中央前進指揮所的建議為下： 

(1).運作架構圖應製作成現狀圖與修正後的架構圖，相互比較。 

(2).用實際案例將新修正的運作架構圖操作，並舉出新架構的優缺點。 

(3).對現狀變動不宜太大。 

(4).前進協調聯絡辦公室的定位必須先釐清為協調災害應變或是保護

生命的重要功能來運作為主，這樣機制啟動下才能有所本，建議

針對災害規模分類定義加以說明，增加災害評估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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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運作機制圖內的英文縮寫建議改成中文。 

(6).實際開設中央前進指揮所的情形下，中央部會參與中央災害應變

中心人力資源或許會不足。 

(7).前進指揮所在名詞上是屬於中央(地方)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和

各部會緊急應變小組有所不同。 

(8).中央前進指揮所是中央全面性的主管機關。 

2.現地指揮所的建議如下： 

(1).之後各縣市是否一定要按照此要點辦理? 

(2).建議增加新聞發布組、現地指揮所繪製圖能增加人力物資集結的

地點。 

(3).要依照實際任務分工的情形，每個組各縣市有的規定，寧可用嚴

謹的方式考量，最後還是縣市政府自己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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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應變中心與前進指揮所之分工 

 

第一節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與中央前進指揮所之分工 

 

    本節以我國莫拉克颶風、美國的卡翠娜颶風、日本 311 大地震為

例，探討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與中央前進指揮所彼此之間的任務分工。

我國的前進指揮所在莫拉克風災在莫拉克颱風時開設於屏東，其為協

助南部地區的救災人力物資調度，回報至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美國卡

翠娜颶風，FEMA 錯估災害情勢，救災力度小且行動遲緩；日本 311

大地震，日本內閣將現地對策本部設置在宮城縣，主要座落於日本內

閣在災區現場附近的辦公室，另外還有英國的防災體系，如何應變水

災所帶來的威脅，上述之國外經驗都可以為我國帶來有效的參考價值。 

 

一、 案例分析：莫拉克颱風 

(一) 案例背景 

2009 年 8 月，中度颱風莫拉克侵襲台灣，造成中南部多個

縣市重大災情，颱風所帶來的超大豪雨也使得山坡地大量土石

流沖刷破壞，莫拉克颱風累積降雨量 3059毫米為歷年第一，死

亡及失蹤人數之多也是自八七水災後史上最多的，加上災區劃

定總共 11縣市 173鄉鎮，影響範圍遠超過九二一大地震規模。31
 

                                                 
31

 黃文玲，我國中央災害防救體系經進之研究-以莫拉克風災後為例，國立臺北科技

大學碩士論 

文，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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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莫拉克颱風累積雨量圖(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如圖 4-1所示，強大的暴雨量讓中央與地方緊急應變能力不

足，同時錯估災情嚴重性，導致災情逐漸嚴重，中央與地方無法

有效率的協調權責分配，甚至出現了內政部長和屏東縣長在空中

「扣應」互踢皮球、行政院批評地方政府疏散失當情形。 
32

 

  由於莫拉克颱風帶來的重大災害是台灣有史以來罕見，災防

法 34 條規定中央災害防救主管機關單位應依職權主動派員前往

協助，但是在實際運作上，則因進駐地方之人員層級不高而未發

揮協調整合功能，造成中央及地方之三級指揮體系整合不易，發

生權責不清與整合不易的情形。雖然鄉鎮市公所之任務為擔負實

際救災、指揮、調度、協調與整合之重任，但在欠缺救災之必要

人力、物力及財力，超出其掌握之資源，即無法指揮。  

(二) 災情狀況與搶救情形  

    災害應變中心跟前進指揮所在莫拉克颱風期間成立過程，中

央災害應變中心派遣前進指揮所指揮官南下屏東，借用屏東縣警

察局作為初期的前進指揮所，後再轉移至國軍陸軍第八軍團。相

關後勤補給、行政，尚能應急調整或事後補充；然而在緊急災害

搶救與救援這方面，則產生地方政府的現地指揮所、中央的前進

指揮所、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等三方指揮、協調、聯繫上的問題。

                                                 
32

 人民叩應自救 官員還打口水戰，2009/8/10 中時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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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央前進指揮所成立第二天，開設於台北之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指揮官指示，研擬出該中心與中央前進指揮所聯繫分工原則，其

中明定以前進指揮所為主，若有現場無法解決問題，便提報中央

災害應變中心協調協助。但由於臨時的決定，導致實際上的執行

情況並非能遵循此原則。因此，前進指揮所是從中央移動到災

區，要產生救災的功能，中央就只是支援幕僚的性質，真正做決

策是前進指揮所，閣揆應該在當地指揮，各部會派首長副首長，

重點是要可以有決策權，不需要再回報中央，為了搶時效，有需

求馬上就辦。 

(三)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工作 

    莫拉克颱風在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8月 6日成立一級開設，各

部會依據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規定指派簡任12職等司(處)

長級以上之災害防救專責人員進駐，區分為各功能分組，由主管

部會協調整合相關機關，共同執行分析研判、資源調度、災情監

控、搜索救援、水電維生、交通工程、疏散安置等災害應變工作。

為發揮應變處置效能，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於 7 日上午 11 時派遣

協調官進駐桃園縣、新竹縣、苗栗縣、雲林縣、嘉義縣等災害應

變中心，擔任中央與縣市政府應變作業聯繫協調窗口。並在屏東

縣警察局成立前進指揮所，為協調地方政府救災資源，亦多次協

請國防部及台北縣、苗栗縣、新竹縣、台中市、彰化縣、雲林縣、

嘉義市、台南市、宜蘭縣等縣市政府支援災區救災需要，提供橡

皮艇、救生艇、水箱消防車等救災器具及救災人力，前往嘉義縣、

台南縣、高雄縣、屏東縣、台東縣等災區支援。在災情通報方面，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亦運用媒體及網路資源，將民眾及新聞媒體轉

報之報案內容，通報給各縣市災害應變中心，以供查證處置。33
 

  災情通報方面，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統計人命傷亡、維生管線

災情、道路災情、地區淹水情形、水利設施損害搶修、農林漁牧

產物及民間設施災情損失、總共搜救人數等災情資料，並提出調

                                                 
33

 內政部消防署，莫拉克颱風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運作情形， 

   http://enews.nfa.gov.tw/V4one-news.asp?NewsNo=13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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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及調度各縣市消防人員跨區前往災區救災。 

    統籌各部會與南部地方政府救災指揮工作，各地區如需支援

相關救災人力與機具，將透過地方災害應變中心向災區前進指揮

所提出需求，以提升救災應變效能。由內政部次長簡太郎擔任指

揮，環保署、經濟部、內政部民政司、警政署、交通部路政司、

農委會水保局、自來水公司、原民會、國防部陸軍八軍團等進駐。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部會運作情形如表 4-1所示。 

  

表 4-1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部會運作表  

中央災害

應變中心 
救災分工事項 救災互動事項 

救災協調事

項 

救災權責劃分

事項 

救災聯合運作事

項 

內政部 

災害搶救、民眾疏散

安置、房屋倒塌鑑

定、災害應變中心一

般業務 

災害搶救 

協調災害搶

救、民眾疏散

安置、房屋倒

塌鑑定、災情

統計等事項 

負責災防法所

規定之內政部

主管災害業務 

內政部消防署、

警政署、營建

署、民政司、社

會司、空勤總隊

等聯合運作 

外交部 

涉外事務、外國民眾

事務 涉外事務 

涉外事務協

調 

涉及涉外救援

業務時進駐 

災害牽涉到外事

援助、外國人傷

亡時 

國防部 

人員疏散(搶救)、災

民安置、災區清理、

災區現場圖資研判 

與消防、警政、

一般民間搜救

團體共同執行

搜救任務 

國軍人力物

資和救災地

區的救災資

源協調事項 

依照災害防救

法第 34條國軍

支援時機 

國防部陸海空軍

司令部依照軍隊

業務執行救災事

項 

財政部 

救災款項  災害內

地稅之減免災害關

稅之減免。 

NA 

國有財產局

轄管林地內

防救災之協

調。 

災區國有土

地之租金減

免及其他協

助事項 

負責救災業務

款項 

救災款項撥付 

教育部 

各級學校防救災通

報 

各級學校開設

收容中心事項 

大學實驗林

管理處轄管

林地內防救

災之協調 

各級學校、各

級學校實驗林

場 

學校救災災情通

報 

法務部 NA NA NA 

督導各地方法

院檢察署檢察

官儘速辦理罹

難者屍體相驗

工作 

督導各矯正機

關之安全維護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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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災害

應變中心 
救災分工事項 救災互動事項 

救災協調事

項 

救災權責劃分

事項 

救災聯合運作事

項 

經濟部 

水災、旱災、公用氣

體與油料管線、輸電

線路災害及礦災 

提供水災、旱

災、公用氣體與

油料管線、輸電

線路災害及礦

災專門人員搶

修 

協調水災、旱

災、公用氣體

與 油 料 管

線、輸電線路

災害及礦災

事項 

負責災防法所

規定之經濟部

主管災害業務 

水利署、工業

局、能源局、台

電公司、中油公

司等 

交通部 

中央氣象局氣象情

資研判 

交通道路搶修 

提供交通救災

載具執行救災

任務 

協調調度交

通(包括飛航)

機具 

負責災防法所

規定之交通部

主管災害業務 

道路搶修、氣象

情資研判、提供

交通工具 

衛生署 

災區醫療衛生防疫

保健及醫療維護 

醫療人員及藥

品提供、安排醫

院 

災區藥品及

醫療器材調

度。 

負責災防法所

規定之衛生署

主管災害業務 

災區衛生醫療工

作、安排進駐醫

院等工作 

環保署 

災區環境清理及飲

用水水質檢驗等 

災區環境清理 

協調災區環

境清理與環

境保護及毒

性化學物質

災害應變措

施 

負責災防法所

規定之環保署

主管災害業務 

災區環境清理與

環境保護及毒性

化學物質災害應

變措施 

海巡署 
涉及海洋災害、船舶

事務搜救 
NA 海岸巡防 

涉 及 海 洋 災

害、船舶事務

搜救 

海洋事務 

退輔會 
所轄農場林地救災

事項 
NA 

所轄農場林

地救災事項

協調 

所轄農場與林

地 
NA 

農委會 

農、林、漁、牧及農

田水利等單位辦理

災害防救事項 

提供災區航照

圖、協調救災糧

食之供應調節

等 

協助農、林、

漁、牧及農田

水利等單位

辦理災害防

救事項 

負責災防法所

規定之農委會

主管災害業務 

處理土石流、農

林漁牧、水土保

持等事務 

原能會 原子能事務之處理 
凡牽涉到原子

能事務即成立 
NA 

原能會主管災

害業務 
NA 

勞委會 NA 勞工業務 

協調各類勞

工人員參與

救災 

勞工業務協調

事項 NA 

原民會 
原住民族居住地、及

相關事務之辦理 

涉及到原住民

族事務 

協調原住民

族救災事務 

原 住 民 族 之

人、事、地、

物的管理 

原住民族事務安

排 

客委會 
客家地區居住地、及

相關事務之辦理 

涉及到客家地

區事務 

協調客家地

區救災事務 

客 家 地 區 之

人、事、地、

物的管理 

NA 

陸委會 
客家地區居住地、及

相關事務之辦理 

涉及到兩岸港

澳地區事務 

協調聯繫兩

岸港澳地區

事務 

權責為港澳地

區及兩岸事務

業務管理。 

NA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NA表示，經研究未進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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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小結 

  莫拉克颱風所帶來的災害前所未見，當年九月行政院朱副院

長於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召開莫拉克颱風防救災應變檢討會議，重

新檢視莫拉克颱風應變過程中的各個環節檢討改進方向，並就各

級應變中心間、部會間及部會跟地方政府間偕同運作上不順暢的

地方，透過面對面探討溝通，產出具體可行的對策，以下為檢討

會議所提出之決議： 

1. 修正災害防救法，確立國軍主動支援救災機制 

  為因應地方政府無法掌握大規模巨型災害災情，修正災害

防救法第 34條，賦予國軍應不待申請，並預劃及預置救災兵力，

主動掌握災情及進行救災，以提升國軍即時投入救災效能。 

2. 檢討改善災害預警通報系統 

  為解決縣市政府第一時間因報案電話過量而癱瘓，並改善

偏遠地區缺乏救災無線通訊設施，以致災情無法即時通報等問

題，未來將建置傳遞避難撤離訊息之無線廣播系統、強化 119

報案電話系統、建置 1919急難通信平臺、建立災害預警通報系

統，並充實衛星行動電話設備。 

3. 建立高災害危險潛勢地區弱勢族群疏散撤離標準作業 

  對於高災害危險潛勢地區弱勢族群，如養護、護理之家等

安養與護理機構之傷病患、獨居及年邁老人等，律定災時弱勢

族群避難援助對策與指針，建立避難援助計畫，並要求地方政

府強化現有社會福利與防救災資訊系統，掌握弱勢族群，運用

民力，以達到迅速及時疏散撤離目的。 

4. 落實全民防災 

  為提高民眾災害危機意識，加強防災宣導，並推廣普及防

災社區，強化受災民眾自救互救能力，以達到全民防災目的。 

5. 加強災區土石流及水災避難疏散教育講習及演練 

  檢討修正災區土石流及水災避難疏散機制，強化平時防災教

育講習，辦理大型示範演練，督導地方政府依不同災害類別，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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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優先順序之收容場所，並結合民政、警政及民間團體辦理災民

疏散撤離及安置收容演練。34
 

 

二、 案例分析：美國卡翠娜颶風 

(一) 案例背景 

    卡翠娜颶風(Katrina)是百年來美國東南部灣區最強的颶風

之一，卡翠娜颶風登陸後向西南繞過佛州半島，受地形影響風

速雖然稍有減弱，但由於登陸時間僅 7 小時，隨後又進入墨西

哥灣的廣大海域，溫暖海水使得颶風再度迅速發展。26 日下午

卡翠娜已發展為強烈颶風(major hurricane)，行進方向由西轉西

北向墨西哥灣區逼近，由於颶風強度增強太快，8 月 27 日地方

官員已對沿岸地區下達強制疏散令，將沿岸居民撤離灣區。8 月

28 日清晨卡翠娜風速已增強為第五級颶風(相當為超級強烈颱

風)，風速已達 270 km/hr(公里) 以上，且其中心氣壓仍持續下

降，顯示颶風仍持續發展中，直到 28 日下午中心氣壓為 902 

hPa(百帕)，為大西洋颶風史上中心氣壓第 4 低的颶風。美國總

統布希隨後宣佈路易斯安那州進入緊急狀態。8 月 29 日，卡翠

娜颶風登陸美國墨西哥灣區，路易士安那州 Grand Isle 量測到

的颶風風速為 224km/hr，中心氣壓 920 hPa，為史上登陸颶風的

第 3 強紀錄。 

  FEMA 於第四區、第五區等颶風直接影響之區域設立辦公

室，位置如圖 4-2 所示，聯邦緊急徵調臨時救難隊和醫療隊前

往救援協助(FEMA’s Urban Search & Rescue，USAR and Disaster 

Medical Assistance Teams，DMATs)，而地方州政府和紐奧良市

則辦理災情搶修、疏散安置等事項35，但是因為國民兵徵調救災

的問題，造成聯邦和州政府之間協調上的誤差，造成救災緩慢、

相互推卸責任的問題。 

                                                 
34內政部消防署，莫拉克颱風防救災應變檢討會， 

http://enews.nfa.gov.tw/V4one-news.asp?NewsNo=13254。 
35

 Homeland Security Prepping For Dangerous Hurricane Katrina,  FEMA Website﹐

http://www.fema.gov/news-release/homeland-security-prepping-dangerous-hurricane-k

atrina   

http://enews.nfa.gov.tw/V4one-news.asp?NewsNo=13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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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FEMA全國辦公室設立之處(資料來源：http://www.fema.gov) 

 

 

(二) 小結 

 檢討卡翠娜颶風為美國帶來重大災害現場救援失當的主要

原因為下列三點：第一，卡翠娜進入紐奧良造成災害的同時，

FEMA 錯估颶風所帶來的災情，僅以少數人力進駐，也未徵調

國民兵前往救災。第二，聯邦政府的救災行動遲緩，救援人力

物資仍未就緒，同時聯邦政府要求地方政府由聯邦政府接管救

災，以集中資源減少救災程式，但地方政府回絕，造成聯邦政

府與州政府的不同調。第三，市、州、聯邦政府間的缺乏協調

與指揮、地方法律的崩潰和有效之公共通訊的缺乏，造成民間

動亂和延遲災難的解除大量通訊系統損壞和適當的替代計畫失

效，使得應變的努力、指揮與控制、和災情了解受到損害。36
 

 

三、 案例分析：英國洪災探討英國災害防救體制 

(一) 案例背景 

                                                 
36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美國卡崔娜颶風(Katrina)災害事件初步分析報告，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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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長年來受洪水威脅本研究報告探討，2007年的英國洪水

災害，英國政府當時的應變措施。 

2007 年 6 月及 7 月間，連續遭遇到兩次大洪災。2007 年 

6 月 26 日及 7 月 20 日，因持續大雨而造成英國境內多達 25

處發布嚴重洪水警告。其中英格蘭與威爾斯甚至遭到大水淹沒，

造成至少三人死亡，數千人被迫離開家園避難；而在英格蘭北部

甚至有萬戶人家需被迫疏散，估計損失達上億英鎊，僅保險賠償

即高達 30 億英鎊。英國政府也為因應洪災，委員會緊急召開緊

急會議，共同商討因應策略及救助災民之決策。英國洪水主要受

災地區如圖 4-3所示。 

 

圖 4-3 英國洪水主要受災地區圖(資料來源：

http://www.safecoast.org/actueelarchief/?actie=weergeven&jaar=2007 ) 

在這場重大的水災，受創最重的地點為倫敦西方格洛斯特

郡，其自來水廠遭水淹沒造成 15 萬人無水可飲，致使居民搶購

瓶裝水。至少有 50 萬戶斷電、英國各地自來水公司雖已運送大

批水箱進入災區，紅十字會亦發派食物包，卻仍有 35 萬人面對

飲用水及食物的短缺，此問題突顯了災後物資調配的重要性；而

災區附近鐵路系統陷入癱瘓，週遭道路也因洪水而中斷，洪水嚴

重影響變電所、供水和污水處理廠、以及公路與鐵路網的運作。

在本次災害中，洪水對於地方關鍵設施如警察局也被淹沒，亦考

驗著基礎設施防災及當地方救災應變人員失效時，政府之因應能

力。 

(二) 災情狀況與搶救情形  

  整體救災期間，英國政府動員地方及國家層級救援以支援救

http://www.safecoast.org/actueelarchief/?actie=weergeven&jaar=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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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消防單位動員搜救隊及直昇機搜尋損毀之房舍。派遣兩艘備

有高壓抽水幫浦之救生艇前往救援，共救出 80 名災民。救災期

間動員 9 輛救火車、1 艘救生艇、2 特種船隊及 25 個救援小

組；於 7 月洪水災害中則有 1，185 名災民獲救、動員 7 架直

升機及 9 個搜救組織。中央則建立緊急指揮中心，負責執行中

央之決策及指派基層應變緊急人員因應災害。 

  以英國水災為例，因災害對經濟及民生造成十分重大之影

響，英國的事故管理系統係視層級、角色的改變而移轉，分為金、

銀、銅三層級，分別代表著中央、地區、地方。 

    英國從整體災害防救體系評估本次水災的嚴重情形，發現到

災害之損害將延續很長時間，因此政府決定便成立金層級跨部會

指揮團隊，主要係建立事故管理架構、評估考量策略目標、分配

人力物力資源、媒體溝通及災後復原指引，經過共識交由銀、銅

層級之機關執行。而銀層級主要執行項目包括：分配救災資源順

序、協調任務執行、評估風險、確保民眾與救災人員安全，傳遞

至銅層級，亦是地方行政機關實際執行之。當災害發生後，英國

藉由上述應變系統調動所有應急機制，從陸、海、空三方對災害

提供最大急救與支援，並結合層級制度，使各層級間不會因為溝

通不良產生問題，能有效執行應變措施；而這樣的防災體系，也

使得再次發生洪災時，在最短的時間內得到最佳的控制。37
 

(三) 小結 

    英國政府能在這場洪水水患中災害搶救順利，讓災情損失降

到最低，主要有幾點可供我們參考: 

1. 第一時間啟動國家應急機制。內閣應急委員會，為英國災害

應變運作機制的最高處理機構，只要遭遇重大緊急或危急事

件時啟動。任務編組人員可根據災害性質和規模程度而定，

整體災害應變過程中強調中央政府的協調和指揮權威。保持

中央與地方聯絡支援的暢通，中央並掌握地方政府處理災害

                                                 
37

 黃俊能主持，我國因應重大災難物力動員機制之研究，行政院研考會委託報告，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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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情形，提供指導意見和建議。 

2. 地方政府各部門與志工各司其職緊密協作。2004 年英國頒布

民事應急法案，該法案規定地方政府是處理地區性緊急事件

和危機第一責任人，要求地方政府快速提供救援救助受災人

群防止災情惡化，並確保所需資源人力和資訊等有效利用。

地方政府可以要求中央政府和軍隊參與救災舉國之力同舟共

濟。政府鼓勵非官方組織和地方團體組織志工發揮人力、專

業技能和設備優勢，既彌補了政府應急資源的不足，又增強

了民間組織的社會責任感。在這次救災工作中地方政府是主

力軍。地方政府成立了臨時應急中心，警察部隊維護治安，

消防人員負責營救受災民眾，醫護人員保障受災民眾的心理

和生理健康。英國空軍調度直升機救援，並使用重型直升機

運輸沙袋鞏固堤壩。而且軍方在災區發放了 300萬瓶飲用水，

並設置多個臨時飲水裝置，有效解決了受災民眾的飲水問題。 

3. 第一時間、多樣化的提供資訊給民眾。在最早時間內發佈消

息有效地抑制謠言的產生與傳播。政府與媒體進行了有效的

合作，儘早的安排專業人士和官員直接向媒體發佈消息，以

增強資訊的權威性和可信度。同時，政府對資訊進行有效的

管理和控制，準確把握資訊報道的尺度，有效的防止了在民

眾中產生恐慌情緒。38
 

 

四、 案例分析：日本 311大地震現地對策本部運作情形 

(一) 案例背景 

日本位於歐亞板塊交界，地震頻仍，發生過許多重大的地震

災害，日本從災害中學習，建立完善的防災教育以及穩定的災害

應變制度。面對重大災害，已經有良好的處理經驗。但是此次東

北大地震所引發的海嘯超乎預期的猛烈，為日本帶來 1萬 5千多

民眾不幸罹難，3 千多人失蹤，38 萬 5 千多棟房屋百分之 50 以

                                                 
38

 本文參考上海市民防辦公室，

http://www.mfb.sh.cn:82/gate/big5/mfb.sh.gov.cn/mfbinfoplat/platformData/infoplat/p

ub/shmf_104/docs/201007/d_73703.html。 

http://www.mfb.sh.cn:82/gate/big5/mfb.sh.gov.cn/mfbinfoplat/platformData/infoplat/pub/shmf_104/docs/201007/d_73703.html
http://www.mfb.sh.cn:82/gate/big5/mfb.sh.gov.cn/mfbinfoplat/platformData/infoplat/pub/shmf_104/docs/201007/d_737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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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毀損。其中地震引發的海嘯衝擊福島縣第一核電廠，造成核

電廠核能外洩的輻射災害，第一核電廠周邊的核能輻射量，遠超

過一般人能接受輻射的標準，使日本之後都得擔心生活曝射在核

能輻射的生活。遭受天然災害與核能災害的日本，重建之路雖然

漫長，但是全民與政府上下一心，復甦之日指日可待。 

    從災害應變的管理制度來分析日本於災害發生的立即反

應，2011 年 3月 11日 14時 46 分震央在東北地區所發生的大地

震及引發的海嘯瞬間侵襲日本宮城縣、岩手縣、福島縣等地區，

造成嚴重災害。日本政府內閣官房於當日 14時 50分在首相官邸

立即成立官邸對策室，並於 15點 14分設置緊急災害對策本部，

18點 42分起，緊急災害對策本部派遣政府專家調查團前往災區

勘查並設置緊急災害現地對策本部，開始進行整體緊急救災的指

揮。由於日本 311 大地震所帶來的複合性災害，順應救災的時

效，成立「緊急災害對策本部」隔日在宮城縣設置東北地方太平

洋沖地震緊急災害現地對策本部，將核能輻射災害層級提到直屬

中央。日本在面對 311 地震發生後按照 ICS 的作業程式，第一時

間成立緊急災害應變中心，災區蒐集資訊至中央，由中央統一執

行的救災行動。 

(二) 災情狀況與搶救情形  

    本文探討日本「緊急災害對策本部」和「災害現地對策本部」

在 311 大地震時的互動、開設情形。根據日本災害對策基本法條

文，第 28 條之 3(緊急災害對策本部的設立組織成員與開設時

機)，28 條之 6(緊急災害對策本部長的權限)，緊急災害現地對策

本部的業務如下所示: 

1. 受災地區的損傷狀態以及需求支援的狀況項緊急災害對策本

部回報。 

2. 瞭解受災地區民眾的需求，並向緊急災害對策本部報告，維持

與受災地區的公共團體的聯繫，加強政府政策的宣導。 

3. 救災人員物資輸送至受災區域的供給做聯繫與協調。 

4. 搜尋更多能使用的公共設施，給災民找尋能收容安置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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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受災地區的航空安全的調度與維護。 

6. 政府調查團、部會首長(省廳大臣)等政府工作者前往現地調查

與視導的日程安排與聯絡。 

   如以上六點可見，日本的災害現地對策本部，除了維持本部

的運作所需的編組外，還有主動向災區宣導政府政策，提供正確

的官方資料的職責。 

  日本的緊急災害對策本部設置於內閣辦公室所在地東京

都，然而緊急災害現地對策本部則設置在東北受災嚴重地區的宮

城縣，宮城縣的位置如圖 4-4所示： 

 

 

 

圖 4-4宮城縣位置圖(資料來源：蘋果日報) 

 

    由日本 311 的案例來看，日本的緊急災害對策本部(類似我

國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緊急現地對策本部(類似我國中央前進指

揮所)與都道府縣對策本部(類似我國地方災害應變中心)三者之

間的相互對應關係如圖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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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現地對策本部
(縣廳內)

政府(東京)

現地對策本部長(副
大臣)

政府本部長(總理大
臣)

事案對處班
專案調整、救助救急、緊
急輸送、物資調整、醫療

活動、航空安全

統括班

情報集約班 情報集約班

事務對處班

總務、廣報、庶務

指揮統括班

相關部會部會聯絡官都道府縣聯絡官

廣報、庶務、通信

受災都道府縣災害對
策本部

藍色線:平行關係
黑色線:從屬關係

圖 4-5日本三者協調聯繫架構圖(資料來源：根據現地對策本部之役割- 

http://www.bousai.go.jp/3oukyutaisaku/higashinihon_kentoukai/6/naikakufu2.pdf 本

研究彙整) 

 

    黑色粗體線是彼此從屬關係，總理大臣為災害對策本部部

長，係全國最高救災業務負責人員；現地對策本部則是派駐到災

區的政府中央前進指揮所。藍色粗體線所對應的是相互平行的對

等關係，彼此相互協助支援。最下方的協調官負責協調作協調整

合調度支援的任務，和我國的前進指揮所協調官業務類似。 

  現地對策本部位置設在宮城縣廳(縣政府)，設置人力與組織

如圖 4-6所示： 

http://www.bousai.go.jp/3oukyutaisaku/higashinihon_kentoukai/6/naikakufu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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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城縣緊急災害現地對策本部之構成組織

本部長(副大臣)

事務局長(審議官)

本部長代行(政務官)

事務局長補佐
(企劃官)

各省廳聯絡官專案調整班統括班

通信、庶務
警察、消防、防衛、海保、國交、
經產、總務、環境、文科、農水、
林野、水產、厚勞、氣象、地理

搜索救助
(警、消、海防)

物
資

避
難
所

維
生
物
資

糧食
和水

燃料 其他
生活
用品

 

圖 4-6宮城縣現地對策本部工作架構圖(資料來源：根據現地對策本部- 

http://www.bousai.go.jp/3oukyutaisaku/higashinihon_kentoukai/6/naikakufu2.pdf 本

研究彙整) 

 

  從本組織架構圖任務分工來看，統括班與專案調整班為實際

運作現地對策本部的任務。統括班負責通訊、辦公室維護與一般

行政庶務，專案調整班則負責現場救災搜索救難物資以及避難所

需求的維生物資任務的支援協調調度聯繫，日本各省廳派駐協調

官負責相關部會權責業務的協調調度工作。 

  關於參與人數和現地對策本部內部裝備的數量，參與人數從

剛設立的 30人到 4月初重建工作開始時達到接近 60人達到最高

http://www.bousai.go.jp/3oukyutaisaku/higashinihon_kentoukai/6/naikakufu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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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宮城縣提供場地還有桌椅等必備物品，內閣府則準備電腦、

電視、電話、中央防災無線電等通訊系統、糧食、預備存水、印

表機、白板和車輛等設備。39
 

 

(三) 小結 

    從日本 311大地震案例作為參考，現地對策本部的任務工作

以及設置地點為我國參考之處為以下幾項建議： 

1. 日本災害對策基本法有詳細明定現地對策本部的工作任務，

災害發生時能依照基本法的法律程式，位於東京的內閣政府

可以迅速成立現地對策本部。由於國情與運作情況不同，日

本由內閣總理擔任總指揮官、相關部會副內閣大臣擔任現地

對策本部指揮官，和我國由中央災害部會業務所屬機關首長

擔任指揮官的情形不同。 

2. 現地對策本部的除擔任支援協調任務，還有宣導目前政府的

救災政策與進度、對外新聞媒體應對發布新聞稿，相對於我

國現今的中央前進指揮所任務，為支援協調調度的協調聯絡

工作，如能考慮將新聞對外發言單位納入前進指揮所任務工

作，可以加強中央前進指揮所穩定輿論、發布消息能力。 

 

五、 本節災害案例統整比較 

本節所提災害案例之中央前進指揮所設置時機與救災運作情形整

理如表 4-2所示。 

 

 

 

 

 

 

 

                                                 
39

 本文參考

http://www.bousai.go.jp/3oukyutaisaku/higashinihon_kentoukai/6/naikakufu2.pdf。 

http://www.bousai.go.jp/3oukyutaisaku/higashinihon_kentoukai/6/naikakufu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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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本節災害案例國內外中央前進指揮所設置時機與救災運作情形 

災害名稱 莫拉克颱風 卡翠娜颶風 311 大地震 英國洪災 

災害類別 颱風 颶風 地震 水災 

擴散範圍 台灣中南部為主 
美國中南部，路

易斯安納州為主 
日本東北三縣為主 

倫敦為主，不列顛

本島皆受到嚴重水

患 

災害主管機關 內政部 國土安全部 災害對策本部 環境部門 

前進指揮所指揮官 內政部長 紐奧良市市長 副內閣大臣 
社區及地方政府部

災害主管機關 

前進指揮所 

設置位置 
陸軍八軍團 

FEMA第 4 區辦

公室 
宮城縣廰 

倫敦社區及地方政

府部 

權責 
中央協調調度救

災資源 

中央協調調度救

災資源 

中央協調調度救災

資源並宣導政策 

中央協調調度救災

資源 

任務分工 

1.人命搶救(消防

隊、國軍) 

2.人員疏散搶救

(消防隊、國

軍、醫療單位) 

3.現場秩序維護

(農委會林務

局、當地警察

局) 

4.飛行器救援調

度(國搜中心、

國防部、空勤總

隊) 

5.事故現場還原

(國防部) 

6.疏散安置(內政

部民政司、社會

司) 

1.人命搶救(消防

隊) 

2.人員疏散搶救

(消防隊、國民

兵、醫療單位) 

3.現場秩序維護

(國民兵、警察

局) 

4.飛行器救援調

度 

5.疏散安置 

6.交通調度 

7.其他協調調度

事項 

1.統括班(通信、行

政庶務)  

2.專案調整班(搜

索、避難、維生

物資、糧食與水

的協調調度)  

3.各省廳協調官 

1.英國國軍 

2.民間團體 

3.消防搶救 

4.志工團體 

5.社會救助單位 

6.交通搶修單位 

7.疏散組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前進指揮所任務 

協調救災資源，有

效調度中央與地

方之間的物資調

度 

協調工作與任務

大致包括全國災

難醫療系統、都

市搜救、災難醫

療團隊、行動應

變資源系統 

救災人員物資輸送

至受災區域的供給

做聯繫與協調 

 

國家級災害發生

時，為中央政府蒐

集、分配防救災資

源，並且提供作

業、後勤及決策支

援予中央消防指揮

中心。 

與區域災害防救委

員會合作，視實際

需要提供決策意見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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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地方應變中心與現地指揮所之分工 

 

  本節為介紹地方災害應變中心與現地指揮所彼此之間的分工及運

作，本研究以梅姬颱風和雲林縣龍捲風案例為例，以兩種不同災害情

形，來統整現地指揮所和地方災害應變中心彼此之間的運作分工模

式。40
 

 

一、 案例分析：梅姬颱風宜蘭縣政府與蘇澳鎮公所之間的分工與搶救機

制 

(一) 案例背景 

 2010年第 13號颱風梅姬，自 10月 16日 15時 50分受東北

季風影響發布豪雨特報、17 日 21 時 40 分受東北季風及梅姬颱

風外圍環流共伴作用發布豪雨特報、21日 2時 30分發布梅姬海

上颱風警報，並於 17時 30分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報，至 23日

17 時 30 分解除豪雨特報、23 時 30 分解除梅姬颱風警報，共 7

日 1 時 40分處於豪雨警戒、2日 21時處於颱風警戒，其中 2日

15 時處於本島豪雨警戒及離島颱風警戒。主要降雨區位在宜

蘭，轄區內雨量站囊括累積雨量前九名，其中最大累積降雨量

發生於宜蘭縣大同鄉之古魯雨量站，達 1,861毫米，另外宜蘭縣

蘇澳鎮之蘇澳雨量站發生最大時雨量，21日 14時達 181.5毫米，

創本島時雨量最高紀錄。 由於受到外圍環流與東北季風的共伴

效應影響，梅基颱風在宜蘭地區降下超大豪雨，颱風警報期間，

時雨量曾連續 4 小超過 100 毫米之超大豪雨標準，甚至一度超

過 180 毫米，更是破臺灣本島紀錄(以全臺抗洪能量最高之臺北

市雨水下水道保護標準亦僅為 78.9 毫米/小時)，最大 24 小時累

積雨量亦超過 1,000毫米。除造成宜蘭縣許多鄉鎮嚴重淹水災情

外，並於多處邊坡發生土石流災情，蘇花公路也因此發生嚴重

坍方，中斷東部交通運輸近一星期。41梅姬颱風降雨情形如圖

                                                 
40

 感謝蘇澳鎮公所曾秘書、張課長、雲林縣消防局楊局長的經驗分享。 
41

 經濟部水利署緊急應變學習中心，http://wra.caece.net/llc/source/99_megi.html 。 

http://wra.caece.net/llc/source/99_meg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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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所示。 

 

 

圖 4-7梅姬颱風累積雨量圖(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二) 災情狀況與搶救情形  

  颱風所伴隨而來的降雨量瞬間最高達每小時 181.5mm，10

月 21 日 24小時的總雨量更高達 939.5mm，如此龐大的降雨量為

蘇澳地區難得一見的狀況，造成山坡土石滑落，蘇澳地區及南方

澳地區屋毀路斷，聯外道路全被土石流及洪水所淹沒，中華電信

蘇澳地區廠房也被水淹沒，造成蘇澳鎮地有線跟無線通訊設備全

部中斷，導致無法於第一時間瞭解災情及掌握轄內受災情，蘇澳

火車站周圍道路甚至水淹至 350 公分，情況危急。 

    蘇澳鎮公所於 10 月 21 日上午 11 時成立災害應變中心，掌

握所有災情發生地點之災情、通報宜蘭縣政府災害應變中心，宜

蘭縣政府消防局於馬賽消防分隊，成立現地指揮所，就近處理災

害搶救事宜。 

    災情逐漸嚴重之際，蘇澳鎮公所透過里鄰聯合機制，要求里

幹事、里長等協助災情通報，國軍宜蘭後備指揮部於當天晚上進

駐蘇澳鎮公所，進行徵調、徵購及徵用等作為。 

  鎮公所於當天晚上接獲通報，白雲寺後方發生土石崩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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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民眾受困，透過 119及縣府前進指揮所人員請消防與國軍救

災人員前往現場搶救，根據現場搶救人員及農業課回報，確定罹

難人數後報告鎮長並通報宜蘭縣災害應變中心，並於確定罹難者

資料後，對外發布新聞稿。 

  因應豪大雨所帶來的災情，協助遭到淹水及土石流侵襲的居

民安置，蘇澳鎮公所在鎮立圖書館、社區活動中心等地開設收容

所，緊急收容安置人數總計達到 2129人。 

  各界救災資源方面，陸軍六軍團、蘭陽指揮部與陸戰隊 66

旅派駐協調官之後立即進入災區進行災區搶救工作，民間救災資

源如法鼓山與慈濟則提供救災物資與午晚餐等生活用品，救災機

具如橡皮艇和水陸兩用救難車進行道路搶修、人員搶救的任務。

災後重建部分，鎮公所與國軍共同合作進行災後街道清理以及防

疫消毒的工作，坡地復建工程也在中央與地方協力搶修之下完成

復建。 

 

(三) 案例評析 

    蘇澳鎮公所在事後檢討後，提出一項經驗分享與建議之報

告，主要有九項重點如下： 

1. 災害發生突然造成的通訊與電力中斷，造成整體防災通訊機

制無法啟動。 

2. 由於救災機具、兵力及各縣市支援民間團體物資一時大量進

入蘇澳鎮，由於聯外道路(中山路)當時因為淹水造成道路中

斷，指揮中心又限於經驗，垂直及橫向聯繫缺乏溝通，資源

掌握不夠確實，前三天的磨合期造成救災資源的浪費，延宕

工作時效。 

3. 災害發生支出，訊息混亂，民眾因為等待救援而耐心不夠，

無法體諒政府救援，而產生民怨。 

4. 救災行動因受災區幅員遼闊且人力有限情形之下，於分配救

援機具及兵力協助時皆暫由里長先行提出災害情形及救援需

求。但里長多因為本位主義及背負民意壓力，常味於正確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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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反提出數倍所需，造成供需訊息混亂，資源浪費，復原速

度未如預期。甚至還有里長及民代求好心切或基於表現，另

自行要求廠商提供非簽約機具施作或調派機具至非契約簽訂

當日復原工作地點，如此和統一指揮救災意旨有違且徒增後

續經費核銷的困擾。 

5. 鑒於復原期間，動員外縣市民間廠商機具，與宜蘭縣本地前

來協助的時間成本勞費皆不同，難免引起廠商抱怨。 

6. 同樣的，救災期間於提出機具需求及簽訂租用契約時，常因

廠商支援機具與名稱與軍方後備指揮部需求品名不一致。以

致於動員前來調度與當日出現的機具常有落差，且後續請款

對帳時，有相當困難。 

7. 軍方與民間廠商簽訂之契約書表格與地方政府主計要求的版

本不同，造成復原工作接近尾聲，進入核銷程序，才發現原

始租貸契約無法符合主計單位要求而重新請廠商簽約。 

8. 救災期間，廠商除戮力於災害現場復原工作外，當日工作完

竣後，尚須親蒞公所等待檢討會確認隔日工作需求，徒增困

擾。 

9. 核銷未能有標準制式版本奉為圭臬，其版本縣府多次更迭，

核銷程式冗長，增加廠商奔波，加上撥款延遲，不免引發廠

商怨懟四起，揚言拒絕再參與。 

  同樣的，根據以上九點問題，提供建議希望能強化地方救災

資源與地方災害應變中心提供支援協助再陳報中央能協助解決

的問題： 

1. 建議電力及通信機房的設置，應考量防災因素，或是建置不

斷電系統，以及時採取警報或救援作為。 

2. 如果能統一指揮事權，加強各項聯繫，改進缺失，方能使救

災步入正軌，短時間內完成整體救災復原工程。 

3. 建議適時對媒體發布新聞，除可讓災民瞭解救災進度亦可鼓

勵救援人員士氣。 

4. 關於里長申請調度資源分配方面，建議以後第一時間由支援



災害應變中心與現地指揮官之指揮、協調權限探討之研究 

 80 

部隊(後備指揮部)指派具備救災專業人員先行與當地里長會

勘，依受災情形及復原所需提出確實需求。 

5. 以後如果有其他地區的災變事故發生，國軍動員的廠商應盡

量以該縣市為主，節省廠商通勤時間的勞費與增加調度的靈

活性。 

6. 建議後備指揮部應廣邀機具廠商針對品名等建立共識，核定

統一名稱，以利後續救災需求作業。 

7. 針對原始租貸契約無法符合主計單位要求，造成後續補簽程

式曠日費時之問題，建議可請中央防災部會單位訂定相關契

約書範本並揭示於網站。 

8. 要改善此問題，希望能設身處地的與各廠商聯絡人構建良好

的聯絡管道與模式，落實決策與資訊公開，救災效能方能有

效提升。 

9. 為避免影響廠商投入救災意願，上級單位應針對上述事項謀

求改善之道。42
 

  

(四) 小結 

  梅姬颱風事件的案例特殊性再於同一個災害地區(宜蘭縣)

發生兩處以上的災害現場，其中涉及災害搶救部分，分為地方

執行搶救的蘇澳鎮，還有搶救遊覽車翻覆的台九線現場，前者

為地方執行，後者為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成立現場搜救指揮官進

行搶救作業，四者彼此的運作關係如圖 4-8所示： 

 

                                                 
42

 本文根據蘇澳鎮公所民政課所提供的業務報告以及蘇澳鎮公所訪談資料改寫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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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地方
災害應變中心

中央災害
應變中心

中
央
前
進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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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花高台九線
災害現場

蘇澳鎮公所

蘇澳鎮
災害現場

指揮

回報

指輝、支援

現
場
搶
救

災
情
回
報

災情回報、
請求資源

中央前進指揮所搜救指揮官直接進行搶救

災情回報、請求調度支援物資

回報

指導、支援

需求人力物資
等資源回報

支援協調調度任務

 

圖 4-8梅姬颱風四者運作圖(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因此，從梅姬颱風的案例，可定義中央與地方共同執行不

同區域的災害搶救，由地方災害應變中心提供協調調度場地的

支援，中央提供救災人力資源的調度支援工作。建議若有類似

單一縣市發生兩處以上的災害，中央可針對災害嚴重之處提供

人力物資的支援協調，地方執行救災的同時，提供中央調度之

人員休息與輪班交替的場所。 

 

二、 案例研究：雲林縣龍捲風事件 

(一) 案例背景 

  2011 年 8 月 27 日下午 3 時，在斗六市石榴路附近突然刮

起一陣強大「氣旋」龍捲風，吹掉福懋公司員工宿舍鐵皮屋頂，

波及附近三十一戶民宅，現場一片狼籍。 

    雲林縣政府警察、消防、工務、社會、新聞等單位主管及

斗六市許根尉代理市長親赴現場指揮救災調度及危機處理，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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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蘇治芬亦於第一時間獲悉後，指示成立前進指揮所，立即趨

車前往現場坐鎮指揮救災與安慰受災戶，當場指示社會處立即

造冊安置受災戶至安全地點及提供必要的生活協助外，並要求

各相關單位務必在二十四小時內完成省道台三線福懋公司附近

交通恢復通暢、電力正常供應、清除現場破損瓦礫及所有髒亂，

晚間十點災害應變中心二級開設；另外為協助災民解決相關問

題，在福懋公司立即設立服務中心。43
 

(二) 災情狀況與搶救情形  

  雲林縣龍捲風事件為特殊的災害搶救案例，雖然並未造成

人員傷亡，但是所擴及的範圍廣闊，雲林縣消防局也在第一時

間通報縣長，成立災害應變中心處理災害搶救後續，縣長也進

駐前進指揮所觀察災情狀況。 

  在地方運作上，會有地方前進指揮所先成立，而地方災害

應變中心因應災害規模隨之成立的情形。如果災情能立即控

制，甚至地方災害應變中心也不會成立。然而在指揮官權責上

面，地方前進指揮所雖然會轉移至縣(市)長，但是真正救災搶

救人員仍為災害現場的搶救單位，主要的災情回報仍是回報到

地方災害應變中心為主。 

  雲林縣政府在這場龍捲風事件參與的部會警察、消防、工

務、民政、社會、建設、新聞等部會，主要工作緊急進行協助

災民蒐證、災情查報、調派重型機械(具)協助災民房舍毀損滲

水搶修及移除大型鐵皮障礙物等相關作業。44地方前進指揮所

和地方災害應變中心主要對應為現場搶救、房屋毀損補修、人

民安置、與居住場所補救，並協助發布新聞情報給媒體，因此

地方前進指揮所如何有效率的現場災情回報至地方災害應變中

心，現場的災情蒐查就很重要。 

    根據雲林縣龍捲風搶救情形，地方前進指揮所和地方災害應變中

                                                 
43

 龍捲風襲福懋蘇治芬救災，台灣新生報，2011.08.29。 
44

 雲林縣政府新聞稿 

http://www.yunlin.gov.tw/newskm/index-1.asp?m=&m1=6&m2=45&id=20110828000

2 

http://www.yunlin.gov.tw/newskm/index-1.asp?m=&m1=6&m2=45&id=201108280002
http://www.yunlin.gov.tw/newskm/index-1.asp?m=&m1=6&m2=45&id=201108280002


                                        第四章 應變中心與前進指揮所之分工 

 83 

心運作機制如圖 4-9所示： 

 

雲林縣災害應
變中心

 

福懋公司前進指揮所

 (前期指揮官:消防局長)

(後期指揮官:雲林縣長)

消防搶救

 (消防局)

任務編組 前進指揮所 地方災害應變中心

警察現場警戒

 (警察局)

公務路段搶修

(工務處)

民眾安置

(民政、社會處) 

新聞發布
 (新聞處)

福懋實業公司
(提供災民飲食)

災情回報

災情回報

指揮調度

災情回報

指揮調度

災情回報

指揮調度

指揮調度

指
揮
調
度

災
情
回
報

災情
回報

指揮

現場災情發布

 

 

圖 4-9 雲林縣龍捲風事件地方災害應變中心和前進指揮所運作圖(資料來源：本研究

彙整) 

 

(三) 案例小結 

  雲林縣龍捲風事件雖然未帶來嚴重的人命損失，但是龍捲

風帶來的房屋毀損，以及受災戶的安置問題，甚至於事後搶修，

現地指揮所必須和雲林縣政府共同商研災害應變中心成立的時

機。因此前進指揮所與地方災害應變中心的成立時機規範，若

擴及範圍大或是需要重建復原的情形，前進指揮所可向地方政

府，或是地方政府可以評估成立災害應變中心的必要。 

 

三、 本節災害案例統整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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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所提災害案例之地方前進指揮所設置時機與救災運作情形整

理如表 4-3所示。 

 

表 4-3 梅姬颱風前進指揮所、地方前進指揮所設置時機與救災運作情形 

 

災害名稱 梅姬颱風 雲林龍捲風事件 

災害類別 颱風 風災 

擴散範圍 
單一區域但不立即處理會更
嚴重的危機 

單一區域有即刻危險，但處
置得當即可進入重建階段 

災害主管機關 內政部 雲林縣消防局 

前進指揮所指揮官 

台九線災區:交通部長 

台九線搶救指揮官: 

消防署副署長 

蘇澳鎮公所災區：蘇澳鎮長 

雲林縣消防局局長 

前進指揮所設置位置 
台九線崩塌處 

蘇澳鎮公所 
福懋實業公司 

前進指揮所權責 

協調支援現場搶救人力物資
、台九線中央直接指派搜救
指揮官進行搶救 

協助災害現場支援調度、人
員疏散安置 

 

地方災害應變中心 

救災分工 

消防搶修、交通道路復原、

災民安置總體支援調度，並
陳報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災害
情形 

消防搶修、交通道路復原、

災民安置總體支援調度 

 

 

地方前進指揮所 

救災分工 

執行消防搶修、交通道路復
原、災民安置、供災民收容
場所等工作，如缺乏之物資
則向地方災害應變中心提出
申請 

執行消防搶修、交通道路復
原、災民安置、供災民收容
場所等工作，如缺乏之物資
則向地方災害應變中心提出
申請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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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中央與地方應變中心與前進指揮所之分工 

 

  本節主要探討單一地區所發生的大規模傷害事件，此災害雖然不

會擴散到其它區域，但是對於單一地點造成嚴重的損害，本節案例為

中央部會災害主管機關成立現地指揮所處理災害的案例，可由災區現

場統一救災，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統一指揮救災工作強化其功效。 

    本節選阿里山森林小火車翻覆事件和雪山隧道火燒車事件，兩者

皆為中央部會主管機關所發生的災害情形，案例之特性為中央為實際

搶救單位，然而地方災害應變中心提供搶救及交通工具的調度資源，

形成中央執行、地方支援的特殊情形。 

  參考上述兩案例，對釐清「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設置前進指揮所」

與「中央部會緊急應變小組」之任務分工有很大的幫助，中央與地方

彼此在權責分工上面，災害現場由於由中央部會之權責單位負責執行

工程調度等專業性工作，人命搶救為消防、警察、國軍等單位任務，

彼此相互支援的案例，可釐清中央部會進行搶救工作的現地指揮所和

本文所研擬的中央前進指揮所之差異。 

 

一、 案例分析：阿里山森林小火車翻覆事件 

(一) 案例背景 

    民國 100 年 4 月 27 日 12 時 15 分，聯掛 8 節車廂之森林

小火車，由神木站駛往阿里山站時，於離站後 2分鐘即遭距離鐵

軌約 10 公尺之森氏櫟樹側枝斷裂，擊中列車第 7節車廂，導致

第 5節車廂橫臥斜坡，第 6節車廂翻至右側橋下，第 7、8 節車

廂向右側傾倒，造成 5 人死亡、113 人輕重傷之重大事故，此次

阿里山小火車翻覆事件引起社會大眾的關注，並凸顯國內觀光旅

遊安全不足之問題。  

    阿里山小火車翻覆事故應變運作情形為災害發生當日 12時

20 分會及林務局同步於當日 12 時 20 分成立應變小組，進行

各項緊急救援。另經行政院核定後即刻成立「 0427 阿里山森

林鐵路列車事故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由當時農委會主委擔任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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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官，另農委會主委並指派兩位副主委和林務局局長趕赴嘉義

指揮。45
  

  農委會林務局嘉義林區阿里山工作站並於事故發生後立即

開設現地指揮所籌備救援協調派遣之任務， 嘉義縣政府於 4月

27日中午 12時 17分受理民眾報案後，縣長會同副縣長等主管，

於嘉義縣災害應變中心指揮與觀察救災情形， 
46縣府根據消防

局回報資料研判現場情況危急，立即啟動重大事故防救機制，

於 12 時 50 分進行緊急應變中心一級開設，由縣長張花冠坐鎮

指揮，動用消防、行政、軍方、民間救難團體及醫療資源積極

搶救，並申請空勤總隊及空軍海鷗直升機出勤，期將重傷者儘

速後送急救，嘉義縣消防局並於災害現場阿里山大型停車場設

置臨時調度與急救的現地指揮所。 
47

 

當時救災現場的救災調派如下： 

嘉義縣消防局長為現場指揮官，統籌協調救災事宜： 

1.內政部調派 177 人次、 71 車輛，計 56 部救護車(含衛生單

位救護車)、 15 部消防車、空勤直升機 10 架次。 

2.國防部調派兵力 197 人、空中救援機 12 架次、車輛 28 輛

(含救護車 7 輛)。 

3.衛生署派遣 3 組 22 位醫護人員至現場進行醫療處理、並依

兩岸衛生醫療協定，通知大陸國台辦衛生部。 
48

 

  由於阿里山小火車翻覆事故傷亡以大陸觀光客居多，因此

在整體的傷患後續照護與補償部分，由林務局和陸委會、觀光

局與海協會研商大陸觀光客家屬來台處理後續事宜。 

  阿里山森林遊樂區為農委會林務局嘉義林區管理處管理，

                                                 
45

 0427 阿里山森林鐡路事故善處理情形

http://www.coa.gov.tw/view.php?catid=23731 。 
46

 嘉義縣政府開設 0427 阿里山森林小火車重大事故災害應變中心 

http://enews.nfa.gov.tw/V4one-news.asp?NewsNo=15745 。 
47

 嘉義縣消防局執行「0427阿里山小火車事故搶救」記要 (2011.05.03)  

http://w3.cycfd.gov.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960:0427-20

110503&catid=3:2010-07-09-10-21-37&Itemid=84 。 
48

 0427 阿里山森林鐡路事故善處理情形

http://www.coa.gov.tw/view.php?catid=23731 。 

http://www.coa.gov.tw/view.php?catid=23731
http://enews.nfa.gov.tw/V4one-news.asp?NewsNo=15745
http://w3.cycfd.gov.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960:0427-20110503&catid=3:2010-07-09-10-21-37&Itemid=84
http://w3.cycfd.gov.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960:0427-20110503&catid=3:2010-07-09-10-21-37&Itemid=84
http://www.coa.gov.tw/view.php?catid=23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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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山小火車翻覆事件牽涉到農委會林務局與嘉義縣政府兩者

之間的救災協調，農委會林務局身負政府協調調派救難物資的

任務，嘉義縣政府為縣市級的災害應變單位，雖然地方消防人

力屬於地方政府負責的事項，但阿里山位於嘉義縣轄區內，這

一次的小火車翻覆事故，嘉義縣政府也前往救災。整體救災分

工如下： 

1.權責單位所屬之行政院農委會災害應變小組：由農委會主委

擔任指揮官，掌握現場狀況，提供緊急救援物資的支援調度。 

2.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農委會副主委、林務局長擔任現場指

揮官，前往阿里山現場勘查災情，於阿里山工作站成立前進

指揮所，調派內政部、國防部、衛生署之軍隊、空中直升機

與救護車派駐現場的協調任務。 

3.嘉義縣政府：調度嘉義縣消防隊、義消、民間救難團體，協

調救護車與醫院分配。 

4.嘉義縣消防局：於阿里山大型停車場設置現地指揮所，進行

救災與救護任務。 

四者之間的關係如圖 4-10所示： 

 

 

圖 4-10 阿里山小火車翻覆事件，4者相互協調機制圖(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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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災情狀況與搶救情形 

嘉義縣消防局於災害現場阿里山停車場架設前進指揮所，主

要搶救與救護在此進行，消防隊、義消及民間救難團隊還有國軍

前往災害現場小火車鐵軌事故處以人力方式將傷患運送至前進

指揮所，再由空勤總隊與國防部支援的直昇機帶往嘉義週邊醫院

急救。農委會的前進指揮所則負責協調各部會支援事宜，確認支

援物資能快速運至前進指揮所。 

當時搶救作業最重要的就是急救受傷的傷患以及安置交通動

線，前進指揮所作業方面，按照任務分工分為指揮派遣組(受理報

案、掌握災情最新狀況、協助救災人車動態)、災情管制組(匯整

現場災區災情、建立傷亡資料清冊、追蹤相關資料等)、通報組(橫

向聯繫及向上通報、新聞發布)及醫護組(掌握救護車動態，醫療

院所接收人數管控、聯繫救災直升機)。 

搶救過程中，因為阿里山地處偏遠，必須以多方模式進行搶

救工作，救災原則必須為：陸空同步救援，重傷者空中救援，輕

傷者地面救援之原則、掌握各點協調官的通訊聯絡方式、規劃分

流院所及交通分流暢通交通路線。 

協助大量傷患方面與災民初步安置方面，因小火車翻覆位置

屬於崎嶇地表，且救災人車難以到達，為順利執行大量傷患救援

任務，由尚未翻覆之 4 節小火車，將現場災民運送至最近之火車

站。 

到院前傷患管理方面，首先請警察單位加以管制、其次將直

升機位置與傷患收容場所保持距離，避免直升機引發之氣旋不當

的損壞。若災害現場有大型空間可供災民安置室內，可避免大量

傷患畫面直接暴露在民眾面前。 

因此前進指揮所平時有的作業分組，以應付大量傷患。然而

大量傷患處理之成敗關鍵，首重於傷患分流，在災害現場之消防

人員應就到達之救護車指揮其進行傷患分流，並適時紀錄之。49
 

農委會副主委擔任農委會前進指揮所的指揮官，任務為物資

                                                 
49

 李偉仁，從阿里山小火車翻覆事件看指揮中心緊急應變對策，消防月刊 2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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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援調派，如果嘉義縣政府災害應變中心的救災資源無法調派

情況時，就會請位於嘉義林務局的農委會前進指揮所指揮官調度

協助。 

(三) 小結 

阿里山森林小火車翻覆事件的特殊性在於，阿里山為農委會

林務局主管，整體的救災執行為農委會，農委會前進指揮所的工

作為回報現場搶救情形，搶救現場如有缺乏的人力物資需求，就

會和農委會的前進指揮所進行請求。至於現場指揮官部分，消防

隊仍然是現場搶救指揮官，但森林鐵路牽涉到交通與森林環境維

護，現場救災人員和農委會的專職人員共同合作，才能有效執行

救災任務。 

 

二、 案例研究：雪山隧道火燒車事件 

(一) 案例背景 

  民國 101年 5月 7日雪山隧道發生嚴重的火燒車事件，一輛

小貨車因突然爆胎，引發後方的葛瑪蘭客運、小客車及首都客運

3輛車追撞並起火燃燒，由於火勢兇猛，造成 2人死亡、20 多人

輕重傷，為雪隧通車 6年來最嚴重的事故。 

  事故發生後，高速公路局立即啟動救援，約 1小時後撲滅火

勢，並立即進行隧道排煙，消防人員則引導隧道內的民眾往避難

點疏散。 當時坪林行控中心於 13 時 27 分接獲通報後，立即通

知各救援單位採取救援措施，並於 13時 29分執行雪山隧道南北

向全線封閉，俾利救援工作。 於 13 時 50 分收到通報，事故車

上部分乘客由葛瑪蘭客運大客車協助先行載離。 

  最後 14 時 8 分火勢撲滅，開啟隧道排煙模式進行排煙，並

於 14 時 45 分排煙完畢，19 時 16 分先行開放北上線外側車道通

車，南下線開放通車時間尚未確定。 

  災害發生現場當時有兩輛大客車，前方有一輛大客車被追撞

的，大客車它大概滑行了一百公尺後熄火，熄火的因為它是在下

游，車上的民眾，駕駛有把他們帶下來，帶下來以後，他發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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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是火又是煙，他又帶著人員往我們的橫坑去引導他們逃生，因

為處在下游，這次才會有人嗆傷。如果正常狀況下在起火點，排

煙模式啟動以後，在下游應該不會有這樣情形。但是因為我們撞

擊以後，第一個時間我們也沒有判讀到，後期有下游有人，駕駛

下車以後，利用隧道內急停電話回報說有人，但是那個時候在隧

道的應變計畫裡面，是不可以啟動排煙模式，因為會把濃煙迅速

地灌入橫坑裡面，所以說得維持逃生模式再慢慢排煙，一定要等

到熄掉，要去確認下游有沒有人，才能做其他的救援工作。 

(二) 災情狀況與搶救情形 

  現場指揮權轉移的情形，依照雪山隧道公路事故暨整體防救

災應變計畫規定，最後到達高公局局長。這一次因為有啟動所謂

的重大傷兵的機制，已經擴大層級，現場指揮官看到受傷人員超

過十五人，就會馬上通報，通報指揮中心，成立緊急重大傷兵的

機制，成立於隧道兩端併通知各救護單位到達兩端待命，立即將

裡面的疏運出來的傷患出來做第一時間就處理。啟動以後第一到

達坪林行動中心現場的坪林鄉公所主任，就做第一時間的處理，

包括戴上氧氣瓶幫助急救措施。後期的時候，新北市的官員和新

北市消防局長會到勤務指揮中心。會跟勤務指揮中心回報，石碇、

坪林、深坑、宜蘭的消防分隊都到現場，動員附近所有能夠動員

的機制。國防部宜蘭指揮部也到現場進行搜救任務協助。坪林行

控中心有現場指揮官跟中心指揮官，中心指揮官是負責所謂一般

就說指揮庶務工作支援部分的，現場是比較實際的搶救工作，兩

個層級一樣，等於現場是現場，現場要怎麼就是在指揮做互相對

應協調的工作。50
 

  依照雪山隧道公路事故暨整體防救災應變計畫之雪山隧道救

援應變緊急救護標準作業程式及雪山隧道防救災指揮應變體系，

整理出這次火燒車事故災害應變搶救情形以及各單位與指揮官的

權責任務。此次按照事故分級已達到第四級的危險事故情形，現

場任務編組及指揮官權責如圖 4-11所示，從雪山隧道火燒車的案

                                                 
50

 參考坪林行控中心周先生訪談紀錄改寫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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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來看，雪山隧道四者聯合運作機制之災害應變機制啟動如圖

4-12所示: 

 

 

圖 4-11雪山隧道案例：單一災害現場搶救條件下中央前進指揮所設立情形(資料來

源：參考國道五號雪山隧道公路事故暨整體防救災應變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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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

運輸

補給

服務小組

現場作業組/組長-

頭城工務段段長

行控分組/分組長-

行控中心副段長
交管分組/分組長-

公警九隊
醫療救護分組/

分組長
救援分組/分組長-

轄區消防隊

交控小組

機電小組

通訊小組

播音小組

救災小組

送水小組

搜救小組

安全管制
小組

國道小組

平面道路
小組

現場管制
小組

檢傷小組

後送小組

安撫小組

醫療小組

特殊支援分組/

分組長

防爆小組

其他災害
處理小組

空中支援
小組

核生化處理
小組

指揮中心幕僚組/組長-

北工處工務課課長

指揮官

新聞官

安全官

協調官 各單位指派人員

計畫分組/分組長-

北工處機料課課長

資源小組

技術小組

資料小組

狀況小組

後勤分組/分組長-

北工處總務課課長

支援小組

庶務

設施

運輸

補給

服務小組

現場作業組/組長-

頭城工務段段長

行控分組/分組長-

行控中心副段長
交管分組/分組長-

公警九隊
醫療救護分組/

分組長
救援分組/分組長-

轄區消防隊

交控小組

機電小組

通訊小組

播音小組

救災小組

送水小組

搜救小組

安全管制
小組

國道小組

平面道路
小組

現場管制
小組

檢傷小組

後送小組

安撫小組

醫療小組

特殊支援分組/

分組長

防爆小組

其他災害
處理小組

空中支援
小組

核生化處理
小組

指揮中心幕僚組/組長-

北工處工務課課長

依災害發展規模，指揮
官層級由北工處處長、
高公局局長、部長逐級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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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高公局坪林行控中心

現地指揮所和

前進指揮所結合 雪山隧道災害事故現場

新北市政府

宜蘭縣政府

國軍、國家搜救中心

、空勤總隊

監控災情、指示救災

回報災情、請求支援

救
災
支
援
調
度

回
報
支
援
調
度
的
人
力
與
機
具
資
源

隧道發生事故即啟動救災機制相互前往現場救災

搶救人力
機具救援回

報
救
災
狀
況

關
注
災
情
並
適
時
提
供
支
援

請求調度救災
人員、機具等

隧道發生事故即啟動救災
機制相互前往現場救援

支援救災人員與
機具等工作

請求調度救災
人員、機具等

支援救災人員與
機具等工作

 

圖 4-12雪山隧道四者聯合運作情形(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雪山隧道案例為中央前進指揮所與現地指揮所結合，主要任

務為監控災情與指示救災，隧道內現場若有需求支援，則向行控

中心統一回報，再由行控中心協調調度救災單位任務。而中央災

害應變中心的主管單位為交通部，由於面對大型交通機具與道路

的災害，業務主管機關必須有立即的效率，交通部部長雖然為指

揮官，但實際搶救災與決策仍是在坪林行控中心。 

(三) 小結 

 根據交通部的雪山隧道事故報告，列舉出幾項救災當時所發生的 

問題： 

1.安全門完全開啟後無法回復關閉，造成人員嗆傷及影響救援。 

2.逃生引導設施及標示不足，造成逃生時混亂情形。 

3.未能落實隧道行車安全規定，造成雪隧內事故率增加。 

4.現有應變計畫、救災能量以及作業程式無法適用於一發不可收

拾的火災救援需求。 

5.高溫損毀現場設備，造成照明、監視、通訊失效，影響救援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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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雪隧受限早期設計概念及當時科技，未隨時代發展更新等。 

 

  為了進一步改善雪山隧道的消防及公共安全設施，交通部在

會中提出了改善軟硬體計畫。改善措施彙整包括短、中、長三期： 

  短期：改善安全門、逃生指示燈、指示標誌，聯絡隧道增設 LED

燈、增設預錄語音廣播，用路人行車相關規範修訂與宣導、

增加聯合稽查與執法及調訓國道客運駕駛增加防救災技

能，由交通、消防與公警單位進駐坪林行控中心聯合指揮救

災等。 

  中期：安全門增設語音提醒、聯絡隧道閉路電視攝影機增加紅外

線補光燈、增加無線電通訊備援系統等。 

  長期：提高雪山隧道主線閉路電視攝影機與號角喇叭密度、聯絡

隧道增設獨立廣播與影像式緊急電話、安全門加裝感應器，

並研議評估增設細水霧灑水消防系統等。 

 

  根據本次事件重要檢討改善重點，有關防災設施如安全門、

無線電話系統、隧道廣播、通風系統、逃生標示系統、消防系統

等進行檢視或改進，並就隧道事故作業程式、應變計畫、安全宣

導、防災演習、安全管控、隧道速限等進行檢討策進，以維道路

行車安全。51
 

  雪山隧道事故的現場指揮權限探討雖然不像颱風地震那樣的

廣域性，屬於單一定點，但是隧道內所引發的火災會擴及到隧道

的毀損，甚至造成公路山坡的毀損危機，因此現場搶救決策的決

斷力就是現場救災的關鍵。救災任務分工而言，仍是以現場搶救

指揮官為主，行控中心則提供災情監控狀況給現場指揮官進行災

害評估。中央部會的現地指揮所為現場搶救指揮官，地方災害應

變中心則是協助救災人力物資調度，此情形和地方災害應變中心

                                                 
51

 101.05.07 雪山隧道交通事故火燒車事件完成總檢討 

http://www.motc.gov.tw/ch/home.jsp?id=14&parentpath=0，

2&mcustomize=news_view.jsp&dataserno=201208080002&aplistdn=ou=data，

ou=news，ou=chinese，ou=ap_root，o=motc，

c=tw&toolsflag=Y&imgfolder=img/standard 

http://www.motc.gov.tw/ch/home.jsp?id=14&parentpath=0,2&mcustomize=news_view.jsp&dataserno=201208080002&aplistdn=ou=data,ou=news,ou=chinese,ou=ap_root,o=motc,c=tw&toolsflag=Y&imgfolder=img/standard
http://www.motc.gov.tw/ch/home.jsp?id=14&parentpath=0,2&mcustomize=news_view.jsp&dataserno=201208080002&aplistdn=ou=data,ou=news,ou=chinese,ou=ap_root,o=motc,c=tw&toolsflag=Y&imgfolder=img/standard
http://www.motc.gov.tw/ch/home.jsp?id=14&parentpath=0,2&mcustomize=news_view.jsp&dataserno=201208080002&aplistdn=ou=data,ou=news,ou=chinese,ou=ap_root,o=motc,c=tw&toolsflag=Y&imgfolder=img/standard
http://www.motc.gov.tw/ch/home.jsp?id=14&parentpath=0,2&mcustomize=news_view.jsp&dataserno=201208080002&aplistdn=ou=data,ou=news,ou=chinese,ou=ap_root,o=motc,c=tw&toolsflag=Y&imgfolder=img/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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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導災害搶修情形不同，災害發生地點為中央行政部會管理的地

區，此時就由受災地區的災害權責部會主導救災，地方災害應變

中心成立前進指揮所協助，通常整體救災分工為中央部會和國軍

成立搶救前進指揮所，統整指揮調度，地方災害應變中心隨著災

害規模大小評估後成立，支援協調人力與提供疏散場所等工作。 

三、 紐約市 911 事件現場救災機制檢討 

(一) 案例背景 

    2001年 911日發生的基地組織恐怖分子挾持客機攻擊紐約世

貿大樓和華盛頓特區五角大廈的恐怖攻擊事件，為美國建國兩百

多年來美國本土境內最嚴重的災難事件。當時搶救災情統計，911

事件中紐約市消防局及警察局殉職部分，共有 343名消防人員和

23名警察在援救行動中喪生，其中包括消防局的好幾名高層指揮

官。52
 

(二) 災情狀況與搶救情形 

    紐約市消防局請益 911 事件當時的整體救災情形，報告中指

出，當時立即由 FEMA 主導救災行動，FEMA 派遣 20 個州聚集

而來的城市搜救隊至世貿中心協助搶救，53指揮官及其幕僚依 ICS

在距世貿大廈北邊十條街的 Duane 街建立指揮站 ICP，同時第 7 

幫浦消防分隊及第 1 雲梯車分隊進駐其中，而基地(Base)則是在

曼哈頓上城區(Mid-town Manhattan)稱為 Hilton Base。災害當時所

有的通訊系統完全中斷，甚至包括行動電話在事發幾小時內也無

法使用，在第 7棟建築物倒塌時，紐約市完全失去了指揮揮中心

(Command Center)，所幸在紐約港第 92碼頭(Pier 92)所建立的臨

時指揮中心，透過網路及 ICS 軟體恢復部分通訊功能。紐約市消

防局 32 名高層幹部中，其中有 26人到達災害現場，但這是第一

次面臨這樣的大規模災害，加上無法充分分工，許多到達災害現

場的高層幹部不清楚自身的任務，甚至有高層幹部 15 年未接受

過常態的消防訓練。在麥肯錫公司(McKinsey & Company)事後的

                                                 
52

 本文參考內政部消防署研習報告：美國事故現場指揮體系（ICS）實習，2007。 
53

 Yassin El-Ayouty, perspectives on  9/11,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P. 26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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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報告指出，高層指揮官應該留在總部審視全局，負責指揮調

度，而不應前往現場。報告還指出，消防局老舊的無線電通訊系

統問題，使得指揮人員在消防隊員登上世貿大廈後便與其中不少

人失去聯繫。警察和消防人員紀律稍嫌鬆懈，許多臨時被叫到現

場的消防員沒有按規定先向指揮部報到，指揮人員命令他們部署

在世貿大樓周邊，不少人卻直接進入到大廈內部，消防局與警察

局之間更是缺乏協調。54
 

(三) 小結 

  911 事件警察消防人員英勇的殉職帶給我國的省思，我們得

重視現場通訊系統不良，指揮權責不明等問題，救災重點並非現

場搶救機具與人力的多寡，而是現場如何協調順利、通訊穩定，

救災任務分工得作好工作協調，搶救救難隊與醫療單位進駐的，

在分工上，消防局負責世貿中心雙塔各樓層之疏散工作，警察局

及港警處負責將各樓層疏散至底層，引導民眾至室外避難，另警

察局上需負責管制通往世貿中心的道路，以利救援車進出。但當

天早上無線電通訊無法正常通聯，頻道的頻率不同，使得消防局

現場指揮無法有效運作。55
 

 

四、 本節災害案例統整比較 

本節所提災害案例之狀況整理如表 4-4所示。 

                                                 
54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派員赴英國考察防災體系運作機制，臺北市政府消防局，2010。 
55

 丘臺峰，自 911事件論防災教育整備，臺北市災害防救深耕計畫研討會，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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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本節國內外災害案例統整比較 

災害名稱 
阿里山小火車 

翻覆事件 

雪山隧道 

火燒車事件 

紐約世貿大樓 

恐怖攻擊事件 

災害類別 交通事故 交通事故 恐怖攻擊 

擴散範圍 
單一區域但不立即處

理會更嚴重的危機 

單一區域但不立即處

理會更嚴重的危機 

單一區域，已發生重大

危機 

災害主管機關 
農委會林務局嘉義林

管處 
高工局北區工程處 紐約市災害應變中心 

前進指揮所 

指揮官 
處長 工務段段長 紐約市消防局局長 

前進指揮所 

設置位置 

阿里山工作站 

 

坪林行控中心 

 

紐約市消防局災害應

變中心 

前進指揮所 

權責 

協調支援現場搶救人

力物資、增派鐵路及林

務人員擔任幕僚 

調度隧道內救災資源

並協調其他救災單位

進駐，災區現場搶救

安置 

搶救並維持秩序，調度

現場所需之資源物資 

中央前進指揮

所救災分工 

現場搶救、協調資源調

度、國軍調度、環境安

全檢測 

現場搶救、協調資源

調度、國軍調度、環

境安全檢測 

現場搶救、協調資源調

度 

地方前進指揮

所救災分工 

支援消防搶救單位、義

消、醫療救護、關災害

業務單位主管至現場

評估 

支援消防搶救單位、

義消、醫療救護、相

關災害業務單位主管

至現場評估 

警察與消防單位現場

人命搶救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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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中央與地方前進指揮所整合功能具體方案 

 

第一節  中央前進指揮所救災分工、協調、互動權責劃分 

 

一、 中央前進指揮所的法律位階 

  中央前進指揮所的設置為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的任務分組所制定，災

害防救法第 34 條的直轄市、縣(市)政府無法因應災害處理時，該災害之中央災

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應主動派員協助，或依直轄市、縣(市)政府之請求，指派協

調人員提供支援協助。支援協助項目及程式，分由各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

關、縣(市)政府定之。 

  從災害防救法 34 條，中央前進指揮所的成立時機必須是在地方政府無法因

應處理災害的時候，該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應主動派員協助，以及災害防救法

第 3條災害區域涉及海域、跨越二以上直轄市、縣(市)行政區，或災情重大且直

轄市、縣(市)政府無法因應時之協調及處理。地方政府無法處理的災害問題大多

是搶救人力與物資機具的缺乏為主，中央前進指揮所在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

點中的工作性質為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主導，辦理災害現場協

調聯繫調度支援事宜。 

    本研究建議將中央前進指揮所改名為中央前進協調所，因為中央前進指揮所

設置位置並非在災害第一現場，且實際工作為支援協助地方救災資源物資的調

度，沒有指揮地方救災作業之權力，故不符合「指揮所」名詞之意，若改為「前

進協調所」較符合我國災害防救體系之「中央支援地方」，「地方負責執行」的精

神。 

  從法源依據來看中央前進協調所的任務，就是辦理災害現場協調聯繫調度支

援事宜的工作，中央前進協調所的權責與任務不能超過上述任務的原則。中央前

進協調所若取代地方政府的救災任務，就會違背法源賦予的原則。但是中央前進

協調所並非只有被動等待地方的資源申請，中央可用下列的方式主動工作，發揮

現地指揮所的效率: 

(一) 參考日本的 311現地對策本部的經驗來看，日本會主動發布現在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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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還有安撫災民，請災民能對政府樂觀，加強文宣廣告的發放，顯

示政府的積極作為，日後我國的中央前進協調所也可已將此做為參考。 

(二) 召集進駐的部會以及受災地區的地方政府官員和鄉鎮市長，提供支援

平臺共同探討救災對策。中央前進協調所會議中的決議得陳報中央災害

應變中心，中央前進協調所得在現場就能夠做出協調調度物資的決策，

因此必須要有足夠職級的官員來擔任總體協調任務的角色。 

(三) 中央前進協調所為協調地方政府和行政部會救災物資若需要分配調

度實，中央前進協調所有權責做資源調度的評估和決議，因為救災資源

絕非源源不絕，必定得在有限的資源下，做出最完善的分配。因此中央

前進協調所不僅要做好評估決議的任務，也要派一位至災害現場的協調

官綜理災情狀況，協調官和鄉鎮市的關係圖如圖 5-1 所示，經由地方政

府和派出的協調官提出的資料雙方面參考，再做出決策。 

(四) 救災所需資料回傳至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時，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僅就所

提報需求的物資接受申請作業，若物資仍不足再提報選擇其他方案的例

外之下，中央前進協調所所提出的需求，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得照實協助

支援調度。 

(五) 提高中央前進協調所的協調調度能力權限，目的為中央得在有限的救

災資源中，做出最有效率的分配，因此得提高中央前進協調所的執行能

力，強調中央前進協調所等同於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二、 中央前進協調所協調的權限 

中央前進協調所在協調調度過程中，若發生多處災害場所需要中央支援時， 

中央前進協調所得依災害顯而立即發生之處、已發生重大災害造成人命傷亡房屋

毀損等為優先支援地點。例如有兩個縣市 AB 發生淹水產生災情，A 縣市引發土

石流造成 15人傷亡，50人急需撤離、B縣市一邊房屋遭滅頂造成 5傷亡、120

人需要撤離的情況下，中央前進協調所該如何運作?依照災情狀況，A縣市的土

石流崩塌較為嚴重，中央前進協調所得評估人命搶救為第一優先，何處為最急需

資源協助之處，需要的救災人力物資在提報申請上就可多分配。 

  中央前進協調所在部會與部會之間的協調之權責規範所屬為何？如按照災

害防救法規定，中央防災業務主管機關之間的調度資源，於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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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官進行協調調度支援的最後決策，和前述第一點第四項中央前進協調所有決定

所需人力物資的陳報申請的決策，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無法改變的位階不同，中央

前進協調所為協調物資支援人力，評估以及地方政府缺乏人力物資所需求的支援

之決策，然而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為經過前進協所所提出所需的人力物資，協調部

會資源調度。 

  簡言之，中央前進協調所為災區現場協調調度者，確定災區現場所缺乏的人

力物資，進行評估後陳報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再由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向中央部會

協調後開始支援行動。 

中央前進協
調所

接後災情資訊彙整

鄉鎮市災害現場

縣市地方
災害應變
中心

中央災害
應變中心
協調調度中央部會

資源

鄉鎮市災害現場

需求 派員進駐前進協調
所聯絡官

 

 

圖 5-1 中央前進協調所協調官與地方鄉鎮市相互關係圖(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三、 救災任務分工 

  中央前進協調所在救災任務分工上面，依照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之有

關功能分組規定辦理情形，設有幕僚參謀組、災情監控組、新聞處理組、支援調

度組、搜索救援組、疏散收容組、交通工程組、醫衛環保組。 

  因考量原前進指揮所作業規定的網路資訊組與行政庶務組兩組工作業務內

容和幕僚參謀組的工作業務相似，因此將以上兩組併入幕僚參謀組的工作，前進

協調所，其於編組及工作內容皆以原來的作業規定，聯繫、通報工作按照任務編



災害應變中心與現地指揮官之指揮、協調權限探討之研究 

 100 

組相互對應單位進行業務陳報。 

  中央前進協調所進駐人數，主要為進駐組別之九職等或相同層級以上之人員

進駐(機要幕僚人員隨行)兩名，另外進駐之縣市與鄉鎮市區必要時得派員參加共

同參與協調會議。 

  中央前進協調所派駐地方前進指揮所之協調官人員，為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任

務編組之成員派遣九職等或相同層級以上之人員進駐地方前進指揮所進行協調

任務，其人員由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各對應功能分組指派。 

  表 5-1為本研究彙整之前進指揮所修正條文對照版本 

 

表 5-1中央前進指揮所修正條文對照版本 

 

現行條文 修正條文 說明 

一、目的 

為執行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作業要點第十二點第三項

第五款所規定事項，掌握

災害現場救災情形及支援

需求，加強中央與地方協

調聯繫，整合中央救災資

源，協助地方政府救災，

特訂定本規定。 

一、目的 

為執行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第十

二點第三項第五款，掌握災害現場救災情

形及支援需求，強化中央與地方支援協調

聯繫的機制，有效整合中央救災資源，協

助地方政府救災，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應依

災害規模的程度，成立中央前進協調所

(以下簡稱前進協調所)，達到就近掌控災

害情勢、以利執行災害現場協調聯繫調度

支援等事宜，特訂定此規定。 

 

原條文前進指揮所之指揮名

詞，和災害防救法所規定的中

央支援協調地方救災之協調任

務名詞上較無法真正展現出中

央前進協調所的任務性質，改

名中央前進協調所，強化中央

在協調地方政府及整合救災資

源的任務。 

二、啟動時機 

發生颱風、地震(海嘯)、火

災、爆炸等重大災害，中

央災害應變中心為協助地

方政府救災，有派員就近

協調或協助救災必要時，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

得指派與該次災害相關機

關 (單位 )人員擔任協調

官，進駐地方災害應變中

心，並得視災情需要，經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

同意後，成立中央災害應

變中心前進指揮所。 

二、啟動時機 

直轄市、縣(市)政府(以下簡稱地方政府)

符合下列其中一項災害情形，需要中央協

調調度支援救災資源時，經中央災害應變

中心指揮官同意後，成立中央災害應變中

心前進協調所。 

(一)災害範圍達到廣域性的大規模災害。 

(二)災害情形嚴重，地方政府無法處理時。 

(三)災害規模橫跨兩縣市以上。 

(四)地方災害應變中心缺乏救災人力、機

具、車輛、物資的情況需要中央協調調度

支援救災資源時。 

(五)依照行政院函頒的「災害緊急通報作

業規定的災害規模」達到乙級通報層級之

災害事件。 

(六)或經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認為有

必要成立時。 

 

原條文所定義的災害發生啟動

時機以內政部所主管之災害防

救業務為主，修正後提高中央

前進協調所的位階，以「災害

發生規模與程度」來判定啟動

時機，取代以災害類別啟動，

修正後條文增加啟動的時機與

受災的情形列出共六點，作為

開設前進協調所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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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條文 修正條文 說明 

三、設置地點選定 

(一)內政部(消防署)平時得

請直轄市、縣(市)政府調查

可供作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前進指揮所之適當地點，

並將資料建檔，其設置條

件如下： 

1.避免設於有發生二次災

害之虞之室內場所或戶外

地點。 

2.作業空間至少可容納三

十人以上，可提供水、電

之地點。 

3.交通便捷且利於與地方

災害應變中心協調聯繫。 

(二)內政部(消防署) 災時

得協調直轄市、縣(市)政府

提供符合前款規定且接近

地方災害應變中心現地指

揮所之地點，並報請中央

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同意

後，設置中央災害應變中

心前進指揮所。 

三、設置地點選定 

(一) 依照目前中央部會可同時運作之最

大人力與物力資源，規劃於我國北部、中

部、南部(雲嘉南、高屏)、東部、澎湖金

馬連江外島總計五區六處，設立前進協調

所，場地為以能利於與地方災害應變中心

協調聯繫之場所為主。  

(二) 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於災時得協

調直轄市、縣(市)政府提供符合前款規定

之地點，並報請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

同意後成立。 

(三) 若災害範圍僅於單點區域、單一縣市

之位置情況時，僅需選一接近災害現場位

置，設立前進協調所即可。 

 

原條文之設置地點選定僅提出

設置的條件和適當之地點，但

並未明確提出設置的區域地

點。 

災害的不確定性當然無法事前

確定設置位置，因此可增加以

依照中央部會之人力，於我國

北部(臺北市、新北市、基隆

市、桃園縣、新竹市、新竹縣、

宜蘭縣)、中部(苗栗縣、台中

市、南投縣、彰化縣)、南部(雲

林縣、嘉義市、嘉義縣、臺南

市、高雄市、屏東縣)、東部(花

蓮縣、台東縣)、外島(澎湖縣、

金門縣、連江縣)總計六區五

處，南部地區兩處因應南部地

區廣大人口與多元的環境，主

要參考行政院聯合辦公室設立

的區域於高屏、雲嘉南縣市地

區設置，以災害所發生的就近

之區域，且交通便捷綜觀全

局，與地方災害應變中心利於

協調之處，成立前進協調所。

並考量前進協調所可允許同時

運作最大考量之下，同時成立

前進協調所。 

如果災害範圍僅於單點區域、

單一縣市之位置情況時，前進

協調所可直接在該區域的縣市

選定進駐。 

四、指揮官及副指揮官 

(一)前進指揮所置指揮官

一人，綜理前進指揮所災

害應變事宜；副指揮官二

或三人，襄助指揮官處理

前進指揮所災害應變事

宜。 

(二)前款人員均由中央災

害應變中心指揮官指定次

長或適當層級人員擔任。 

四、總協調官及副總協調官 

(一)前進協調所設置總協調官一人，綜理

前進協調聯絡辦公室災害人力物資，支援

與協調中央與地方、地方與地方之間支援

調配之事宜；副總協調官一至二人，襄助

總協調官處理前進協調聯絡辦公室協調

中央與地方、地方與地方之間支援調配之

事宜。 

(二)前款人員均由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

官指派災害權責機關之政務次長、常務次

長或適當層級人員擔任。 

 

 

依照前進指揮所的改名，原指

揮官之名稱因應前進協調所名

稱之修改改名為總協調官，副

指揮官改名為副總協調官，工

作內容與原指揮官副指揮官職

權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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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條文 修正條文 說明 

五、編組 

(一)前進指揮所編組依中

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

第十二點有關功能分組規

定辦理，設幕僚參謀組、

災情監控組、新聞處理

組、網路資訊組、支援調

度組、搜索救援組、疏散

收容組、交通工程組、醫

衛環保組、行政庶務組等

功能分組，其組織架構圖

詳如附件一。 

(二)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

揮官得視實際情形彈性啟

動功能分組派員進駐中央

災害應變中心前進指揮

所，或增派其他機關(單位)

派員進駐中央災害應變中

心前進指揮所；各分組之

主導機關(單位)亦得視實

際需要報請中央災害應變

中心指揮官同意後，通知

其他機關(單位)派員參與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前進指

揮所運作。 

五、編組 

(一)前進協調所編組依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作業要點第十二點有關功能分組規定辦

理，設幕僚參謀組、災情監控組、新聞處

理組、支援調度組、搜索救援組、疏散收

容組、交通工程組、醫衛環保組等功能編

組，其組織架構如附件一。 

(二)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得視實際情

形彈性啟動功能分組派員進駐前進協調

所，或增派其他機關(單位)派員進駐前進

協調聯絡鎖；各分組之主導機關(單位)亦

得視實際需要報請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

揮官同意後，通知其他機關(單位)派員參

與前進協調所運作。 

由於幕僚參謀組、網路資訊

組、行政庶務組三組之任務類

別皆為維持中央前進協調所組

織運作，因此建議將三組合

併，直接使用幕僚參謀組名

稱，其餘組別仍維持原狀不做

變動。 

六、進駐人員及任務 

(一)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前

進指揮所各功能分組進駐

機關(單位)人數詳如附件

二，參與各功能分組之主

導機關(單位)應至少指派

九職等(或比照九職等)以

上人員一名進駐、協助機

關(單位)應至少指派幕僚

人員一名進駐，執行中央

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第

九點所定各進駐機關之任

務及下列工作： 

1．幕僚參謀組：由內政部

(消防署、營建署)主導。 

(1)掌握全盤應變處置，分

析及評估災害狀況，提供

應變決策腹案。 

(2)籌開前進指揮所記者會

及預擬新聞稿或發言稿。 

六、進駐人員及任務 

(一)前進協調所各功能分組進駐機關(單

位)人數詳如附件二，參與各功能分組之

主導機關(單位)應至少指派九職等(或比

照九職等以上人員一名進駐、協助機關

(單位)應至少指派幕僚人員一名進駐，執

行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所定各進

駐機關之任務及下列工作： 

１．幕僚參謀組：由內政部、經濟部、交

通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之所屬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主導，內政部消防署、內政部警政署、國

防部、直轄市、縣(市)政府協助。 

(1)掌握全盤應變處置，分析及評估災害狀

況，提供應變決策腹案。 

(2)擔任前進指揮所、災害現場及當地政府

之聯絡窗口，隨時傳達中央因應對策及地

方災情現況與需求。 

(3)部會首長以上長官勘災之行程安排。 

(4)電話(一般及衛星)、電腦(桌上型、筆記

任務工作方面，原來的幕僚參

謀組任務增加原分組的網路資

訊組和行政庶務組工作業務，

原幕僚參謀組的新聞記者會籌

備工作調至新聞處理組。 

為因應國軍營區收容安置的重

要性，建議疏散收容組增加國

防部後備司令部的營區為疏散

收容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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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擔任前進指揮所、災害

現場及當地政府之聯絡窗

口，隨時傳達中央因應對

策及地方災情現況與需

求。 

(4)部會首長以上長官勘災

之行程安排。 

2．災情監控組：由內政部

(消防署、警政署、營建署) 

主導，並得視災情狀況另

由經濟部、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協助。 

(1)災情蒐集及各項訊息之

傳遞。 

(2)情資之掌握。 

3．新聞處理組：由行政院

新聞局主導、內政部(消防

署)協助。 

(1)前進指揮所新聞發布及

記者會召開事宜。 

(2)協請新聞電視媒體發布

政府之應變措施。 

4．網路資訊組：由內政部

(消防署)主導。 

(1)電話(一般及衛星)、電腦

(桌上型、筆記型)、傳真、

網路、電子郵件等通訊方

式之建立。 

(2)視訊會議及影像傳輸設

備之建立。 

(3)與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及

直轄市、縣(市) 政府及鄉

(鎮、市、區)公所聯繫暢通

之確保。 

5．支援調度組：由國防部

主導、內政部(消防署、警

政署)協助。 

(1)協調支援機關(單位)之

應變處置作為。 

(2)受理災區之支援請求及

協調國軍救災部隊及車輛

裝備。 

6．搜索救援組：由內政部

(消防署)主導、警政署協

助。 

(1)備妥相關救災圖資、簿

冊。 

型)、傳真、網路、電子郵件等通訊方式

之建立。 

(5)視訊會議及影像傳輸設備之建立。 

(6)與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及直轄市、縣(市) 

政府及鄉(鎮、市、區)公所聯繫暢通之確

保。 

(7)前進指揮所辦公室環境之整備、管理與

維護。 

(8)辦理採購、會計事務、經費核銷等事

項。 

(9)人員管制、進駐人員交通工具安排、車

輛調度等其它行政庶務事項。 

 

2．災情監控組：由內政部、經濟部、交

通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之所屬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主導，內政部消防署、內政部警政署、內

政部營建署、國防部協助。 

(1)災情蒐集及各項訊息之傳遞。 

(2)情資之掌握。 

 

3．新聞處理組：由內政部、經濟部、交

通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之所屬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主導，內政部消防署協助。 

(1)籌開前進協調所記者會及預擬新聞稿

或發言稿。 

(2)前進協調所新聞發布及記者會召開事

宜。 

(3)協請新聞電視媒體發布政府之應變措

施。 

4．支援調度組：由內政部、國防部主導。 

(1)協調支援機關(單位)之應變處置作為。 

(2)受理災區之支援請求及協調國軍救災

部隊及車輛裝備。 

 

5．搜索救援組：由內政部、內政部消防

署主導，國防部、內政部警政署協助。 

(1)備妥相關救災圖資、簿冊。 

(2)掌握及預為劃設搜索區域。 

(3)災區之治安維護、交通管制等。 

(4)統計救災資料。 

 

6．疏散收容組：由內政部民政司、內政

部社會司主導、國防部後備司令部、協

助。 

(1)民眾疏散撤離情形之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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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及預為劃設搜索區

域。 

(3)災區之治安維護、交通

管制等。 

(4)統計救災資料。 

7．疏散收容組：由內政部

(民政司、社會司)主導。 

(1)民眾疏散撤離情形之掌

握。 

(2)收容處所人員安置情形

之掌握。 

(3)受災地區民生物資需求

及協助運補作業之掌握。 

8．交通工程組：由交通部

主導。 

(1)受阻道路替代路線之規

劃及配合地方政府運輸工

具徵(租)用之協調聯繫。 

(2)協助協調救災船舶載

具、人員之徵(租)用及海運

路線之規劃。 

(3)民用航空器徵(租)用之

協調聯繫。 

9．醫衛環保組：由行政院

衛生署主導、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協助。 

(1)災區緊急醫療服務需求

之掌握。 

(2)跨區域醫療資源之協調

調度。 

(3)防疫措施管制及消毒作

業。 

10．行政庶務組：由內政

部(消防署)主導。 

(1)前進指揮所辦公室環境

之整備、管理與維護。 

(2)辦理採購、會計事務、

經費核銷等事項。 

(3)人員管制、進駐人員交

通工具安排、車輛調度等

其它行政庶務事項。 

(二)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

揮官得視災情之實際需

要，調整、增(減)派功能分

組之任務及進駐人員，以

發揮救災一體之行政機

能。 

(2)收容處所人員安置情形之掌握。 

(3)受災地區民生物資需求及協助運補作

業之掌握。 

7．交通工程組：由交通部主導。 

(1)受阻道路替代路線之規劃及配合地方

政府運輸工具徵(租)用之協調聯繫。 

(2)協助協調救災船舶載具、人員之徵(租)

用及海運路線之規劃。 

(3)民用航空器徵(租)用之協調聯繫。 

 

8．醫衛環保組：由行政院衛生署主導，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協助。 

(1)災區緊急醫療服務需求之掌握。 

(2)跨區域醫療資源之協調調度。 

(3)防疫措施管制及消毒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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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條文 修正條文 說明 

七、運作機制 

(一)直轄市、縣(市) 政府或

鄉(鎮、市、區)公所與中央

災害應變中心之通報、聯

繫可逕洽中央災害應變中

心前進指揮所各功能分組

辦理。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前進指揮所於召開會議或

協商重要事項時，得通知

直轄市、縣(市) 政府或鄉

(鎮、市、區)公所派員參

與。 

(二)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前

進指揮所應與中央災害應

變中心、地方災害應變中

心及地方災害應變中心現

地指揮所保持緊密聯繫，

並依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之

指揮及授權，代表中央災

害應變中心協助直轄市、

縣(市) 政府或鄉(鎮、市、

區 )公所執行災害應變事

宜。 

七、運作機制 

(一)直轄市、縣(市)政府災害應變中心、

地方前進指揮所之通報，聯繫可逕洽前進

協調所辦理。前進協調所得於每日定時召

開會議或協商重要事項時，通知直轄市、

縣(市)政府派員參與。 

(二)前進協調所應與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地方災害應變中心及地方災害應變中心

前進指揮所保持緊密聯繫，並依中央災害

應變中心之授權，代表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協調中央與地

方、地方與地方之間支援調配之事宜。 

(三)前進協調所得於災害現場設置協調官

一人，統計現地指揮所各項災 

情資料，主要工作任務如下： 

1．統計現場救災人力情形。 

2．統計現場人命傷亡情形。 

3．統計現場房屋倒塌情形。 

4．統計現場交通工具需求情形。 

5．統計現場搶救機具裝備需求情形。 

6．評估現場發生二次災害的可能性。 

7．評估現場水源是否充足。 

8．評估所需要的搶救人力、物資與機具。 

9．評估並找尋現場是否有足夠收容安

置、飛行器起降的空間。 

10．經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同意，其

他現場協調官所需協調之事項。 

(四)經由現場協調官回報上述現場狀況至

前進協調所，前進協調所接獲各方災情訊

息，統一彙整資訊回報到中央災害應變中

心，由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進行資源調度分

配的評估。 

增加前進協調所協調官之任

務，協調官依照下列工作評估

重點，進行災害評估，回報至

中央協調所，再由中央協調所

統一處置回報至中央災害應變

中心。 

八、後勤支援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前進指

揮所運作之場地、食宿、

交通、水電及行政庶務事

項及運作所需之必要設

備，得洽請地方政府協

助，並由內政部(消防署)

負擔相關經費。 

 

 

八、後勤支援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前進協調所運作之場

地、食宿、交通、水電、及行政庶務事項

及運作所需之必要設備，得洽請地方政府

協助，並由該次進駐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之

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負擔相關經

費。 

由原本的內政部，修正為該次

進駐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之主導

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負

擔整體救災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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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條文 修正條文 說明 

九、撤除時機 

災害狀況緩和或已解除，

各項救災協調事項已辦理

完成或可逕以電話聯繫、

公文傳遞方式處理時，中

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得

下令縮小前進指揮所之編

組或撤除之。 

九、撤除時機 

災害狀況緩和或已解除，各項救災協調事

項已辦理完成或可逕以電話聯繫、公文傳

遞方式處理時，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

得下令總協調官針對前進協調所之縮小

或是撤除編組規模，予以撤除之。 

 

十、演練 

中央政府與直轄市、縣(市)

政府、鄉(鎮、市、區)公所

平時得辦理本規定所定各

項作業之相關演練。 

十、演練 

中央政府與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

市、區)公所每年得定期辦理本規定所訂

各項作業之相關演練。 

將平時修正為每年得定期辦

理，目的為確定聯合演練的工

作進度提出排程。 

十一、獎懲 

各進駐機關(單位)人員執

行本規定所定各項任務成

效卓著者，由進駐機關(單

位)依規定敘獎；其執行不

力且情節重大者，依規定

議處。 

十一、獎懲 

各進駐機關(單位)人員執行本規定所訂各

項任務成效卓著者，由進駐機關(單位)依

規定敘獎；其執行不力且情節重大者，依

規定議處。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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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地方前進指揮所救災分工、協調、互動權責劃分 

 

一、 地方前進指揮所的法律位階 

    地方前進指揮所為災害發生現場成立之工作站，位置為災害現場附近之足夠

空間場所，可以為當地鄉鎮市區公所，或是當地消防分隊等單位，成立時機為災

害發生後，隨著災害層級前往搶救情形來決定。 

    從雲林縣福懋公司龍捲風案例、新北市五股爆炸案，消防分隊前往現場成立

前進指揮所，進行搶救任務工作。地方前進指揮所為災害現場搶救，地方災害應

變中心則依照災害規模的大小以及各縣市所制定的地方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規定

成立災害應變中心，綜理災害搶救工作。 

    地方前進指揮所成立情形如下，小規模災害發生，當地消防搶救單位即可解

決、災害發生，當地消防單位需要鄰近區域搶救單位支援，向地方縣市政府請求

協助，地方縣市政府決定是否成立災害應變中心。另一類型為颱風、水災等可事

先偵測到的災害，地方縣市按照災害規模分級開設災害應變中心，處理救災事項。 

  地方災害應變中心和地方前進指揮所兩者之位階，地方縣市政府的地方災害

應變中心為支援協調地方前進指揮所救災。地方制度法所提及的地方政府和鄉鎮

市公所有執行災害防救業務的能力。從本研究以地方縣市消防局專家訪談之整

理，其中的重點即為前進指揮所指揮官為現場搶救之消防分隊和區長，若災害應

變中心成立後則由縣市長以及縣市政府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等進駐災害應變

中心，進行救災搶救工作。 

  所以地方災害應變中心於法律位階上雖高過鄉鎮市前進指揮所，但是現場搶

救以及執行工作上仍然是以地方前進指揮所為主，再按照災害防救法 34 條的規

定鄉鎮市區現地指揮所以無法執行救災工作時，地方災害應變中心才能接手執

行。 

  地方前進指揮所的成立為地方制度的權責，災害防救業務以當地消防、義

消、警察等單位負責執行，鄉鎮市區長由於瞭解災害現場狀況，指揮官權責轉移

至鄉鎮市區長為可行之處，前提為搶救與搶險單位仍是要以專業的消防和防救業

務部門為主，因此關於人命搶救仍以消防局局長擔任指總指揮官。 

  若發生地區為同一地區兩處以上之距離，鄉鎮市級災害應變中心成立後，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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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災情規模處理，若無法處理情況，可向所屬縣市政府提出協助，即成立縣市級

災害應變中心。 

  總之，我國為三級防災體系，從位階上來看縣市級的確高於鄉鎮市區級，但

是在執行面上，主要還是由下而上為主。 

 

二、 地方前進指揮所的救災分工事項部分 

  地方前進指揮所涉及現場搶救等第一線執行工作，面對不同類別之災害，所

需的人力也不相同，過往救災分工案例常常會造成救災單位煩雜、各司其職，無

統一執行，造成救災程序慢的的缺點，另外會造成冗員的情形，例如火災的發生

如果災情已經能控制，那麼疏散避難以及農業災害等非相關單位的分組可不用進

駐搶救工作，，因此，本研究建議參考美國的 ESF 緊急救援模組，以災害任務

分工的單位進駐現地指揮所。 

    以火災為例，進駐單位除了消防搶救單位，房屋毀損造成的問題，工務局(處)

也必須到場執行業務。由於業務單位的不同，若以災害類別方式分工會造成災害

權責不清之問題，如果以 ESF 的分工方式進行任務分工，火災事件除了由火災

搶救組進駐之外，若有其他延伸出來的災情，例如醫療救護、工程搶修等按照災

情規模進駐。其詳情分組如下： 

表 5-2地方前進指揮所作業任務分工表 

1.搶  救  組 為執行各項災害搶救、人命救助及緊急救護任務，並提出救災資源需求及調度建議。 

2.醫療救護組 
負責傷病患之檢傷分類、醫療救護、後續就醫、災區醫療需求作業掌握及跨區醫療資

源之協調調度與使用。 

3.疏散避難組 執行災民疏散情形之掌握及撤離作業之進行。 

4.工程搶修組 執行災害現場工程修復、障礙排除、抽除積水、工程機具調度等相關事宜。 

5.交通管理組 執行災區交通管控、確保各項機具及人員調度運輸之順暢。 

6.災情監控組 執行災害現場災情蒐集、情資掌握與訊息傳遞。 

7.新聞發布組 提供媒體各項資料。 

8.後勤支援組 負責現場救災人員各項飲水膳食及其他必要物資之後勤補給事宜。 

9.火災搶救組 執行火災現場災害搶救、人命救助及緊急救護任務，並提出救災資源需求及調度建議。 

10.能源(核能)搶救組 執行災害現場工程修復、障礙排除、抽除積水、工程機具調度等相關事宜。 

11.農災與天然災害組 
執行農災、旱災、水災、土石流等災害現場工程修復、障礙排除、抽除積水、工程機

具調度等相關事宜。 

12.油料管線搶修組 執行災害現場工程修復、障礙排除、抽除積水、工程機具調度等相關事宜。 

13.勞工職業災害組 負責受傷勞工病患之檢傷分類、醫療救護、後續就醫之協調調度與使用。 

14.長期社區照顧組 協助救援社區內養老機構、弱勢團體需要緊急救援等相關事宜。 

15.對外事務組 負責協調聯絡對外主政機關傳達事宜。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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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地方前進指揮所的救災協調事項部分 

地方前進指揮所救災協調事項，以鄉鎮市區對鄉鎮市區、鄉鎮區對地方縣 

市、鄉鎮市對中央前進協調所三者對應為主，主要協調事項如下： 

  鄉鎮市區對同縣市的鄉鎮市區之救災協調事項，主要為救災資源的調度，例

如消防分隊的搶救人員支援調度、交通工具道路的調度、抽水機調度等可直接支

援的項目，災害發生區域的鄉鎮市區若發生同時向多處鄉鎮市區協調調度的情

形，此時就得由地方災害應變中心進行協調，地方災害應變中心得評估救災的人

力與物資分配情形進行分配，地方政府主要為協調國軍地方後備指揮部、與戰區

軍團的支援人力調度、縣市內消防分隊、警察派出所、民間救災組織的集結與協

調，支援地方前進指揮所救災任務。若災情擴大到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成立，中央

前進協調所成立的情況時，中央前進協調所之協調官至地方前進指揮所瞭解災情

發展狀況，地方前進指揮所將所需求的資源物資提供給中央前進協調所協調官，

再由協調官回報至中央前進協調所。 

  總而言之，地方前進指揮所在協調調度的層級上，與相同層級的地方鄉鎮市

區單位主要為協調救災資源與醫療救護等現場搶救機制，如果地方前進指揮所和

地方災害應變中心對應時，表示災害發生已經擴大，地方災害應變中心負責協調

國軍、其他地區鄉鎮市、甚至其他縣市之救災支援，層級提升到中央情形時，中

央部會所屬之災害主管團體派遣協調官至現地指揮所，直接進行災情評估，由中

央災害應變中心協調調度中央部會的救災資源、跨縣市的救災搶救資源(例如莫

拉克颱風北部縣市之消防搶救單位至災區進行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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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研究成果綜合彙整 

 

第一節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前進指揮所之組織架構與運作 

     

    本節以第五章第一節前述之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前進指揮所在救災分工、協

調、互動權責劃分所歸納之情形，提出新的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前進協調所作業規

定，以供參考。  

 

內政部主管機關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前進協調所作業規定 

 

一、目的 

  為執行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第十二點第三項第五款，掌握災害現場救

災情形及支援需求，強化中央與地方支援協調聯繫的機制，有效整合中央救災資

源，協助地方政府救災，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應依災害規模的程度，成立中央前進

協調所(以下簡稱前進協調所)，達到就近掌控災害情勢、以利執行災害現場協調

聯繫調度支援等事宜，特訂定此規定。 

 

二、啟動時機 

直轄市、縣(市)政府(以下簡稱地方政府)符合下列其中一項災害情形，需要中

央協調調度支援救災資源時，經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同意後，成立中央災害

應變中心前進協調所。 

 

(一)災害範圍達到廣域性的大規模災害。 

(二)災害情形嚴重，地方政府無法處理時。 

(三)災害規模橫跨兩縣市以上。 

(四)地方災害應變中心缺乏救災人力、機具、車輛、物資的情況需要中央協

調調度支援救災資源時。 

(五)依照行政院函頒的「災害緊急通報作業規定的災害規模」達到乙級通報

層級之災害事件。 

(六)或經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認為有必要成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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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設置地點選定 

(一) 依照目前中央部會可同時運作之最大人力與物力資源，規劃於我國北

部、中部、南部(雲嘉南、高屏)、東部、澎湖金馬連江外島總計五區

六處，設立前進協調所，場地為以能利於與地方災害應變中心協調聯

繫之場所為主。  

(二) 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於災時得協調直轄市、縣(市)政府提供符合

前款規定之地點，並報請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同意後成立。 

(三) 若災害範圍僅於單點區域、單一縣市之位置情況時，僅需選一接近災

害現場位置，設立前進協調所即可。 

 

四、總協調官及副總協調官 

(一)前進協調所設置總協調官一人，綜理前進協調聯絡辦公室災害人力物

資，支援與協調中央與地方、地方與地方之間支援調配之事宜；副總

協調官一至二人，襄助總協調官處理前進協調聯絡辦公室協調中央與

地方、地方與地方之間支援調配之事宜。 

(二)前款人員均由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指派災害權責機關之政務次

長、常務次長或適當層級人員擔任。 

 

五、編組 

(一)前進協調所編組依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第十二點有關功能分組

規定辦理，設幕僚參謀組、災情監控組、新聞處理組、支援調度組、

搜索救援組、疏散收容組、交通工程組、醫衛環保組等功能編組，其

組織架構如附件一。 

(二)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得視實際情形彈性啟動功能分組派員進駐前

進協調所，或增派其他機關(單位)派員進駐前進協調所；各分組之主導

機關(單位)亦得視實際需要報請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同意後，通知

其他機關(單位)派員參與前進協調所運作。 

 

六、進駐人員及任務 

(一)前進協調所各功能分組進駐機關(單位)人數詳如附件二，參與各功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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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之主導機關(單位)應至少指派九職等(或比照九職等以上人員一名進

駐、協助機關(單位)應至少指派幕僚人員一名進駐，執行中央災害應變

中心作業要點所定各進駐機關之任務及下列工作： 

1．幕僚參謀組：由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

院環境保護署之所屬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主導，內政部消防

署、內政部警政署、國防部、直轄市、縣(市)政府協助。 

(1)掌握全盤應變處置，分析及評估災害狀況，提供應變決策腹案。 

(2)擔任前進協調所、災害現場及當地政府之聯絡窗口，隨時傳達中央

因應對策及地方災情現況與需求。 

(3)部會首長以上長官勘災之行程安排。 

(4)電話(一般及衛星)、電腦(桌上型、筆記型)、傳真、網路、電子郵件

等通訊方式之建立。 

(5)視訊會議及影像傳輸設備之建立。 

(6)確保與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及直轄市、縣(市) 政府及鄉(鎮、市、區)

公所聯繫之暢通。 

(7)前進協調所辦公室環境之整備、管理與維護。 

(8)辦理採購、會計事務、經費核銷等事項。 

(9)人員管制、進駐人員交通工具安排、車輛調度等其它行政庶務事項。 

 

2．災情監控組：由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

院環境保護署之所屬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主導，內政部消防

署、內政部警政署、內政部營建署、國防部協助。 

(1)災情蒐集及各項訊息之傳遞。 

(2)情資之掌握。 

 

3．新聞處理組：由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

院署之所屬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主導。 

(1)籌開前進協調所記者會及預擬新聞稿或發言稿。 

(2)前進協調所新聞發布及記者會召開事宜。 

(3)協請新聞電視媒體發布政府之應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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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支援調度組：由內政部、國防部主導、行政院各部會災害主管單位協

助。 

(1)協調支援機關(單位)之應變處置作為。 

(2)受理災區之支援請求及協調國軍救災部隊及車輛裝備。 

 

5．搜索救援組：由內政部、內政部消防署主導，國防部、內政部警政署

協助。 

(1)備妥相關救災圖資、簿冊。 

(2)掌握及預為劃設搜索區域。 

(3)災區之治安維護、交通管制等。 

(4)統計救災資料。 

 

6．疏散收容組：由內政部民政司、內政部社會司主導、國防部後備司令

部協助。 

(1)民眾疏散撤離情形之掌握。 

(2)收容處所人員安置情形之掌握。 

(3)受災地區民生物資需求及協助運補作業之掌握。 

7．交通工程組：由交通部主導。 

(1)受阻道路替代路線之規劃及配合地方政府運輸工具徵(租)用之協調

聯繫。 

(2)協助協調救災船舶載具、人員之徵(租)用及海運路線之規劃。 

(3)民用航空器徵(租)用之協調聯繫。 

 

8．醫衛環保組：由行政院衛生署主導，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協助。 

(1)災區緊急醫療服務需求之掌握。 

(2)跨區域醫療資源之協調調度。 

(3)防疫措施管制及消毒作業。 

 

七、運作機制 

(一)直轄市、縣(市)政府災害應變中心、地方前進指揮所之通報，聯繫可逕

洽前進協調所辦理。前進協調所得於每日定時召開會議或協商重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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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通知直轄市、縣(市)政府派員參與。 

(二)前進協調所應與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地方災害應變中心及地方災害應變

中心現地指揮所保持緊密聯繫，並依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之授權，代表中

央災害應變中心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協調中央與地方、地方與地方

之間支援調配之事宜。 

(三)前進協調所得於災害現場設置協調官一人，統計現地指揮所各項災情資

料，主要工作任務如下： 

1．統計現場救災人力情形。 

2．統計現場人命傷亡情形。 

3．統計現場房屋倒塌情形。 

4．統計現場交通工具需求情形。 

5．統計現場搶救機具裝備需求情形。 

6．評估現場發生二次災害的可能性。 

7．評估現場水源是否充足。 

8．評估所需要的搶救人力、物資與機具。 

9．評估並找尋現場是否有足夠收容安置、飛行器起降的空間。 

10．經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同意，其他現場協調官所需協調之事項。 

(四)經由現場協調官回報上述現場狀況至前進協調所，前進協調所接獲各方

災情訊息，統一彙整資訊回報到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由中央災害應變中

心進行資源調度分配的評估。 

 

八、後勤支援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前進協調所運作之場地、食宿、交通、水電、及行政庶務

事項及運作所需之必要設備，得洽請地方政府協助，並由該次進駐中央災害應變

中心之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負擔相關經費。 

 

九、撤除時機 

災害狀況緩和或已解除，各項救災協調事項已辦理完成或可逕以電話聯繫、

公文傳遞方式處理時，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得下令總協調官針對前進協調所

之縮小或是撤除編組規模，予以撤除之。 

 



災害應變中心與現地指揮官之指揮、協調權限探討之研究 

 116 

十、演練 

中央政府與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每年得定期辦理本規

定所訂各項作業之相關演練。 

 

十一、獎懲 

各進駐機關(單位)人員執行本規定所訂各項任務成效卓著者，由進駐機關(單

位)依規定敘獎；其執行不力且情節重大者，依規定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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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附件一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前進協調所組織架構圖(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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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附件二中央前進協調所功能分組進駐機關(單位)人數表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前進協調所功能分組進駐機關(單位)人數表 
 (單位：人) 

項

次 
功能分組 

主導、協助機關(單位) 
備註 

主導機關(單位) 人數 協助機關(單位) 人數 

1 

幕僚參謀組 中央災害防救業務

主管機關主導 

1 

內政部 
(消防署、警政署) 

國防部 

直轄市、縣(市)政

府 

4 

(各 1) 
 

2 災情監控組 中央災害防救業務

主管機關主導 

1 
國防部、內政部 

(消防署、警政署、營建

署) 

4 

(各 1)  

3 新聞處理組 中央災害防救業務

主管機關 
1  

 
  

4 
支援調度組 

國防部 

內政部 
(消防署) 

2 

(各 1) 
行政院各部會災

害主管單位協助。 
 協助機關進駐人數

視災害類型而定。 

5 
搜索救援組 內政部 

(消防署、警政署) 

2 

(各 1) 
內政部 

(消防署、警政署) 

2 

(各 1) 
 

6 
疏散收容組 內政部 

(民政司、社會司) 

2 

(各 1) 

國防部後備司令

部 
1  

7 交通工程組 交通部 
 

1    

8 醫衛環保組 行政院衛生署 1 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 

1  

 總計  11  12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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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地方災害應變中心前進指揮所之組織架構與運作 

 

    本節以第五章第二節前述之地方前進指揮所在救災分工、協調、互動權責劃

分所歸納之情形，提出統一的地方前進指揮所作業規定，以供參考。 

 

○○縣(市)政府成立前進指揮所之作業要點 

101年 12月擬訂 

 

一、依據 

(一)依災害防救法規定辦理。 

(二)依縣(市)政府地區災害防救計畫規定辦理。 

 

二、目的 

為掌握災害現場救災情形及支援需求，強化本府災害應變中心與災害現場協

調聯繫等災害應變機制、統籌、調度及整合救災資源，協調本府各防救編組單位

於災害現場有效分工，確實達成縱向指揮及橫向聯繫，提升災害現場各項緊急應

變之效率，確保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特訂定本作業要點。 

 

三、啟動時機(限制條件) 

本府轄內區域發生重大災害，且為協助災害現場搶救作業，而有派員就近協

調或協助救災必要時，視災情需求，初期立即由消防、警政進駐現場成立現地指

揮站，或於本府災害應變中心成立並經指揮官同意後，設置本府災害應變中心之

前進指揮所。於前進指揮所設置後，本府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得指派與該次災害

類別主管與相關業務協助機關(單位)人員進駐此前進指揮所。 

前述所提重大災害為指災害防救法內所定義之項目，其中主要項目為重大災

害發生後有立即需進行現場災害搶救之可能性者，包含： 

(一)風災、水災、震災、土石流災害等天然災害。 

(二)火災、爆炸、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災害、空難、路上交通事

故、森林火災、毒性化學物質災害等災害。 

(三)其他如輻射外洩，或災害防救法未提及然有進行現場搶救必要之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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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設置地點選定(限制條件) 

本府災害應變中心之前進指揮所設置地點選定原則應包含： 

(一)避免設置於有發生二次災害之虞之室內場所或戶外地點。 

(二)作業空間應至少容納 30 人以上，且可提供水、電、通訊與網路功能之

地點。 

(三)交通便捷且利於與災害現場協調、聯繫與指揮調度之地點。 

 

五、前進指揮所功能定義與編組(限制條件-依據任務導向) 

本作業要點所指之災害應變中心前進指揮所，其主要功能為現場災害搶救相

關事宜，因此，其現場任務執行應發揮之功能歸納為人命搶救、工程搶修、資訊

傳遞與指揮所功能維持等四類。據此，應劃分之任務編組為： 

(一)人命搶救類別 

1.搶救組：應納入單位包含「消防」、「警察」、「國軍」、「環保」。 

2.醫療救護組：應納入單位為「衛生醫療」、「國軍」。 

3.疏散避難組：應納入單位為「消防」、「警察」、「公所」、「國軍」。 

(二)工程搶修類別 

1.工程搶修組：應納入單位包含「工務」、「水利」、「交通」、「農業」、「油

電瓦斯」。 

2.交通管理組：應納入單位包含「交通」、「警察」、「國軍」、「工務」。 

(三)資訊傳遞類別 

1.災情監控組：應納入單位為「消防」。 

2.新聞發布組：應納入單位為「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消防」、「新

聞」。 

(四)指揮所功能維持類別 

     後勤支援組：應納入單位包含「消防」、「公所」。 

另考量現行作業方式欠缺各編組資訊整合與提供情勢預判之功能，故本作業

要點另於各組之上獨立設置「幕僚參謀」單位，以整合各組資訊並於此單位進行

內部協調、共識確認後，提供情勢預判資訊及可行應變調度方案做為前進指揮所

指揮官決策依據。其前進指揮所組織架構如圖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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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進駐人員及任務分工 

本作業要點所指之災害應變中心前進指揮所，其任務功能參照美國緊急支援

功能(Emergency Support Function，ESF)架構之模組化與可擴充之特色編組架

構，現場任務模組主要以下列十五項任務類別，進行前進指揮所的搶救任務編制

與擴充： 

(一)當本市發生重大災害時，各災害防救單位於接獲通報後應立即派員攜帶

必要裝備、器材到達災害現場實施搶救。 

(二)當災害現場成立前進指揮所後，其編組分為搶救組、醫療救護組、疏散

避難組、工程搶修組、災情監控組、新聞發布組、後勤支援組等，各組

則依本前進指揮所實際運作需求，另由各組推舉、派請人員組成獨立之

幕僚參謀單位，以協調與整合各組資訊、處理相關應變事項。 

(三)為因應不同型態或規模災害之處理，本作業要點以前進指揮所功能及其

任務導向劃分組別，且必要時得由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依實際災害情

況及所需配合事項，增減參與編組之單位及人員，各編組單位及人員所

需執行之任務如下： 

1.搶  救  組：由消防單位主導，而國軍、環保等單位協助配合，主要

為執行各項災害搶救、人命救助及緊急救護任務，並提

出救災資源需求及調度建議。 

2.醫療救護組：由衛生醫療單位主導，而由國軍單位協助，成立現場臨

時救護站，負責傷病患之檢傷分類、醫療救護、後續就

醫、災區醫療需求作業掌握及跨區醫療資源之協調調度

與使用。 

3.疏散避難組：由民政單位、社會單位主導，而由消防、警察、國軍單

位、行政區公所協助，主要為執行災民疏散情形之掌握

及撤離作業之進行。 

4.工程搶修組：由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主導，而由工務單位、水利單

位、交通單位、農業單位協助，主要為執行災害現場工

程修復、障礙排除、抽除積水、工程機具調度等相關事

宜。 

5.交通管理組：由交通單位主導，而由警察單位及國軍單位協助，主要

執行災區交通管控、確保各項機具及人員調度運輸之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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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 

6.災情監控組：由消防單位主導，主要為執行災害現場災情蒐集、情資

掌握與訊息傳遞。 

7.新聞發布組：由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與秘書處(媒體事務組)共同主

導，適時提供媒體各項資料。 

8.後勤支援組：由消防局或災害地點所轄行政區公所，依架設災害現場

前進指揮所單位原則派員擔任，負責現場救災人員各項

飲水膳食及其他必要物資之後勤補給事宜。 

9.火災搶救組：由消防單位主導，而國軍、環保等單位協助配合，主要

為執行火災現場災害搶救、人命救助及緊急救護任務，

並提出救災資源需求及調度建議。 

10.能源(核能)搶救組：由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主導，而由工務單位、

水利單位、交通單位、農業單位等協助，主

要為執行災害現場工程修復、障礙排除、抽

除積水、工程機具調度等相關事宜。 

11.農災與天然災害組：由農業單位主導，而由工務單位、水利單位、交

通單位、農業單位協助，主要為執行農災、旱災、

水災、土石流等災害現場工程修復、障礙排除、

抽除積水、工程機具調度等相關事宜。 

12.油料管線搶修組: 由工務單位主導，而由工務單位、水利單位、交通

單位、農業單位協助，主要為執行災害現場工程修

復、障礙排除、抽除積水、工程機具調度等相關事

宜。 

13.勞工職業災害組: 由勞工單位主導，而由衛生醫療單位協助，勞工單

位檢視現場災害情形並進行搶救評估，衛生醫療單

位成立現場臨時救護站，負責勞工之傷病患之檢傷

分類、醫療救護之協調調度與使用。 

14.長期社區照顧組：協助救援社區內養老機構、弱勢團體需要緊急救援

等相關事宜。 

15.對外事務組：負責協調聯絡對外主政機關傳達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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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災情新聞發布之時機及發布機關 

有關災害現場前進指揮所災情訊息及救災新聞之發布，由指揮幕僚人員兼任

新聞公佈人員，必要時得由行政處(新聞科)或秘書處(媒體事務組)協助，對外說

明災害影響層面、善後處理情形及民眾須配合注意事項。 

 

八、災情蒐報 

(一)前進指揮所應建立及彙整各項災情資料，並優先掌握傷亡人數、失蹤人

數及送醫人數等資料。 

(二)市災害應變中心尚未成立時，救災指揮官應向消防局 119 回報災情蒐報

資料，市災害應變中心成立後，則向市災害應變中心回報。 

(三)各項災情回報應分為初報、續報及結報，每報均須及時更新並確認無誤。 

(四)其餘蒐報事項依「本市重大災害災情查(蒐)報、通報作業執行計畫」之

規定辦理。 

 

九、災害現場前進指揮所設置注意事項 

(一)架設單位 

1.災害應變中心尚未成立，災害現場涉及緊急人命搶救作業時，由消防

局備妥架設裝備及器具派員前往架設；災害現場非涉及緊急人命搶救

時，初期由消防局成立簡易指揮站，再交由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備

妥架設裝備及器具派員前往架設。 

2.於地方災害應變中心成立後，災害現場前進指揮所由各災害地點所轄

區災害應變中心派員前往架設，並辦理災害現場協調、聯繫、調度、

指揮事宜。 

(二)設置地點、方式及所需設備 

1.於災害初期，各災害防救編組人員(以下簡稱編組人員)尚未到達現場

時，以救災指揮官車輛停放位置為災害現場前進指揮所，隨災情發

展，各編組人員陸續進駐，則應選擇目標明顯、交通便捷、通訊作業

良好、適合長時間作業、易於掌控災情進展、不受災害波及且能供相

關單位人員集結報到之地點設置。 

2.考量夜間及天氣因素，災害現場前進指揮所得視現場狀況設置於安全

之建築物內或搭設帳篷，另應備有照明設備、白板、文書用具、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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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或數位相機或 PDA)、喊話器、各編組人員背心及「前進指揮所」

之明顯標示及其他必要之裝備、器材，以遂行各項災害現場指揮任務。 

3.前進指揮所各編組單位或人員應依實際任務需求攜帶通訊設備(如：無

線電、衛星電話)、救災設備、警戒用具、醫療照護設備…等。 

4.本府消防局、各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各公所，平時應該清點各項

災害現場前進指揮所裝備器材之數量並定時維護保養，遇有重大災害

發生且有開設前進指揮所必要時應立即派員前往災害地點現場架設。 

5.其設置流程及運作圖如圖 2所示。 

十、本作業規定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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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導向：
指揮所功能維持類任務導向：資訊傳遞類任務導向：工程搶修類任務導向：人命搶救類

搶
救
組

○○縣(市)災害應變中心
現地指揮所

醫
療
救
護
組

疏
散
避
難
組

工
程
搶
修
組

交
通
管
理
組

災
情
監
控
組

新
聞
發
布
組

後
勤
支
援
組

 

圖 6-2圖一 縣市政府災害應變中心前進指揮所組織架構圖(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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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幕僚參謀

重大災害發生

否是

前進指揮所
開設與指揮協調機制

單一受災轄區內
消防單位(總指揮)

警察單位

災害現場指揮調度
(第一時間，臨時指揮站)

各編組報到
1.搶救
2.醫療救護
3.疏散避難
4.工程搶修
5.交通管理
5.災情監控
6.新聞發布
7.後勤支援

災害現場
現地指揮所設置與
回報災害應變中心

災害類別及災害防救
主管機關認定

災害現場
指揮調度與災害應變

災中指揮權轉移

受災區域
(災害現場擴及兩
轄區以上)

資訊
傳遞、共享

指揮權移轉
(災害主管機關)

  總指揮：縣市長或指定代理人

  

  副指揮：原總指揮

是

前進指揮運作
(維持原指揮調度模式)

災害現場指揮調度
(第一時間，臨時指揮站)

災害發生地點所屬
消防局(總指揮)

警察局

災情嚴重
且有擴大之虞、
縣市首長參與

否

整合後資訊與
可行方案

決策、指揮

協助決策

撤除

其他受災轄區內所屬
消防局、警察局

幕僚參謀
(資訊整合、情勢預判

應變調度)

納入

第一時間判定

災害防救法定義
之災害項目

(災後有立即進行現場救
災之可能性者)

前進指揮所
功能(任務)定位

1.人命搶救
2.工程搶修
3.資訊傳遞
4.指揮所功能維護

分組

任務完成/結束

現場有災害搶救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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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前進指揮所設置流程及運作圖(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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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前進指揮所、地方災害應變中心與前進

指揮所四者間之運作機制 

 

一、 案例研究：九二一大地震 

(一) 九二一大地震災害概述 

    我國在 1999 年 09月 21日淩晨 01點 47分 12.6秒，於南投縣集集附

近發生強烈地震。震央在北緯 23.85度、東經 120.78度，即位於日月潭西

方 12.5公里處，震源深度 1.1公里，地震規模達 7.3(ML , CWB)。中央氣

象局將這次震央位於集集(如圖 6-4)附近的超級大地震稱為「集集大地

震」。56
 

 

 

圖 6-4 九二一大地震主要受災分佈圖(資料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56

 九二一大地震報告 http://kbteq.ascc.net/archive/wcamoea/wcamoea1.html 

http://kbteq.ascc.net/archive/wcamoea/wcamoea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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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當時政府救災運作情形 

  921大地震發生當天，消防署成立「中央災害防救中心」由行政院院

長召集相關部會人員開會，正式成立「中央災害防救中心」以統籌指揮應

變，指示各部會及各地方政府成立災情緊急應變小組及救災中心。隔日內

政部在南投縣救災指揮所成立「中央防災中心前進指揮所」，由內政部常

務次長林中森擔任指揮官，當時參與救災會報的單位主要有內政部、陸軍

總部、南投縣政府等單位進行人命搶救、安置、醫療搶救等救災調度。 

    內政部在震災發生後，隨即配合中央政策指示，在重災區成立聯繫小

組，指派專人進駐內政部中部辦公室進行協調聯繫工作。動員消防與義消

人員，結合國軍、國際救難隊及民間團體投入救災、營建署負責調度北、

中、南重型機器進行災區搶救作業，國防部也在陸軍總部設置前進救災指

揮部，納編中央級地方政府指揮作業。衛生署也成立醫療救護指揮中心，

全力配合救災。 

    總統府在中興新村成立「921 地震救災督導中心」，總統當時表示由

於缺乏統一協調的單位，雖然目前有許多資源，但是整體力量卻無法充分

發揮分配，以致災區的民眾沒有辦法獲得更確切必要的協助。救災的問題

有其迫切性、時效性與需要性，政府相關單位都應全力提供協助，並統合

力量以積極救災。 

  「因此，為求事權的統一與力量的集中與發揮」，總統表示：成立「九

二一地震救災督導中心」，57由副總統連戰擔任召集人，統一督導及協調

統合中央各部會和地方政府救災事宜。於 9 月 25 日行政院召開臨時會，

討論通過總統發布的「緊急命令」由國家整合救災資源，投入搶救工作。

58
 

(三) 四者運作上出現的問題 

  九二一大地震是台灣第一次遇到如此嚴重性的災難，當時地方政府已

經失去救災資源，當時總統發布緊急命令由政府接管所有救災任務。也突

顯出當時整體救災的問題。 

  首先是位於南投縣的中央前進指揮所設置地點與權責問題；中央前進

指揮所設置南投的原因是因為南投縣為地震震央所在地，造成最多人數傷

                                                 
57

 總統宣布成立「九二一地震救災督導中心」，總統府新聞稿，公布日期，中華民國 88 年 09月 

22 日，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6703。 
58

 南投縣政府文化局，大地震三週年紀念實錄，南投縣政府，2002，頁 276-295。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6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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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不過九二一大地震這樣的廣域災害，在台中縣、臺北市、臺北縣等地

都有造成重大的人員傷亡，前進指揮所是否有觀察到上面地區所需求的物

資與請求？另外，總統府成立的「921 地震救災督導中心」，很明顯的已

經取代中央前進指揮所的功能，甚至由總統發布緊急命令，由總統統一事

權指揮救災，我國正常的災害防救體系，地方執行搶救任務，中央協助人

力物資調度，以九二一大地震為例，其原本的災害防救體制已經完全失

效，原本的中央前進指揮所運作機制應為下圖 6-5所示： 

 

南投中央前進指揮
所
 

北部縣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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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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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回報、支援

相互回報、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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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現場搶救、回
報

現場搶救、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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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九二一原本救災機制運作圖(資料來源：參考 921網路博物館網站

http://921.gov.tw/edu/edu-history1.html 資料，本研究彙整) 

 

http://921.gov.tw/edu/edu-history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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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實際運作上，中央前進指揮所功能已經完全失效，甚至於被 921 地震救

災督導中心所取代，當時的運作情形變成下圖 6-6發布緊急命令後，總統統一指

揮救災的情況，緊急命令發布後，中央政府全面接管救災。59
 

921地震救災督導
中心

 

北部各縣市
地震災害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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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各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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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現場
 

災害現場
 

災害現場
 

主導救災

主導救災

主導救災

主導救災

主導救災

主導救災

 

 

圖 6-6發布緊急命令後，九二一大地震救災運作圖(資料來源：參考 921震災重建基金會網站

http://e-info.org.tw/921/newpdf/ST008-1.pdf 資料，本研究彙整) 

 

                                                 
59

 當時的行政院副院長劉兆玄先生在事後訪談表示：李總統是三軍統帥，憲法賦予他可以直接 

指揮三軍的權力。我們則是站在行政院的立場，告訴全國同胞，軍隊已經出動，請百姓不要

急、不要怕、不要擔心。參考災後十年：九二一地震口述訪問紀錄，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
所，2012，5-6 頁。 

http://e-info.org.tw/921/newpdf/ST008-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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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研究修正後的運作模式 

  本研究建議為了避免像九二一大地震案例中央接管整體救災，建議從

強調中央前進指揮所的法律位階，其功能為代表中央，執行前進指揮所的

協調調度、支援任務。如遇到類似九二一災害規模等級之跨越多縣市的大

規模災害，中央前進協調所可以於北部災情嚴重的地區多增設一處，強化

中央協調調度與支援的任務功能，由中央進駐協調，即時回報災情狀況至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可以避免緊急命令的使用。然而地方前進指揮所可直

接向中央前進協調所請求人力與物資的支援，或由地方災害應變中心提

及，增加救災物資支援的管道。修正後運作模式架構如圖 6-7所示，主要

修改的重點在於增設協調官機制、綠色框線部分，北部地區災情嚴重時，

另外再北部成立第二個前進協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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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7 經過本研究修正後的四者運作機制圖(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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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修正過後的四者運作機制，災害發生的權責機關能明確依其職位

權責，逐級回報災情，然而北部災情嚴重時，綠色框框內所為北部前進協

調所，成立後可直接向設在北部的中央前進指揮所回報即可，如此便能簡

短災情通報的程序。 

二、 案例研究：莫拉克颱風 

(一) 莫拉克颱風災害概述60
 

  由於莫拉克颱風帶來的重大災害是台灣有史以來罕見，災防法 34 條

有規定中央災害防救主管機關單位應依職權主動派員前往協助，但是在實

際運作上，則因進駐地方之人員層級不高而未發揮協調整合功能，造成中

央及地方之三級指揮體系整合不易，發生權責不清與整合不易的情形。雖

然鄉鎮市公所之任務為擔負實際救災、指揮、調度、協調與整合之重任，

但在欠缺救災之必要人力、物力及財力，超出其掌握之資源，即無法指揮。 

  

(二) 當時政府救災運作情形：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跟中央前進指揮所在莫拉克颱風期間成立過程，中

央災害應變中心派遣前進指揮所指揮官南下屏東，借用屏東縣警察局作為

初期的前進指揮所，後再轉移至國軍陸軍八軍團。相關後勤補給、行政，

尚能應急調整或事後補充；然而在緊急災害搶救與救援這方面，則產生地

方政府的前進指揮所、中央的前進指揮所、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等三方指

揮、協調、聯繫上的問題。於中央前進指揮所成立第二天，開設於台北的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指示，研擬出該中心與中央前進指揮所聯繫分工

原則，其中明定以前進指揮所為主，若有現場無法解決問題，提報中央災

害應變中心協調協助。但實際上的運作卻發生問題，本文先從莫拉克颱風

時的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中央前進指揮所、地方災害應變中心(以高雄縣、

屏東縣為例)、地方前進指揮所四者之間的運作情形探討當時的情況，如

圖 6-8所示： 

                                                 
60

 詳情災情統計及當時政府運作情形請參考第四章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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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8 原莫拉克颱風時期四者運作機制(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依照上圖四者整體運作體架構圖來看，運作仍依循中央支援協調、地

方執行救災的原則，但是在有些環節部分在運作上出現窒礙難行之處，圖

6-8灰色圖塊顯示中央前進指揮所和地方政府協調調度因為權責不清導致

效率差，中央前進指揮所協調官至前進指揮所的層級無法有效調度協調，

導致回報程序沒處理好，導致莫拉克風災的整體救難出現困難。 

(三) 四者運作上出現的問題： 

    總統究竟是實際指導，還是鼓舞救災士氣?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

依照災害防救法第 3條指揮官為災害主管機關首長，但後來幾次的中央災

害應變中心會報都是由總統主持，並由總統要求臺北市政府消防局局長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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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調度抽水機等救災機具，此舉動雖為鼓舞士氣並展現政府協力救災的能

力，但是卻造成架空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的職權。 

    中央前進指揮所的問題，中央前進指揮所指揮官為內政部部長親自進

駐，部長級層級進駐中央前進指揮所，會造成權責混淆，發生中央前進指

揮所職權高於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的問題，如此便是要重新調度業務分配，

造成運作上困擾。 

    同時中央派駐地方應變中心的協調官雖然參加的人員都有簡任 10 職

等以上，然而派駐人員均為消防署官員(為內政部轄下單位，非部會級人

員)，難以協調地方政府與中央部會之指揮、調度的協調。61另外中央前進

指揮所與地方災害應變中心之間的互動關係上因為認知差異(例如中央前

進指揮所需要資料陳報至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但是地方災害應變中心忙於

救災無人力協助中央工作)，兩者缺乏明確性的業務定位，由於前進指揮

所不僅要回報至地方災害應變中心，同時也要和中央前進指揮所回報，導

致中央前進指揮所失去協調的功能，反而造成地方人力不足處理的問題。 

    最後在地方災害應變中心問題上面，平時較少成立常態性的防災業務

機關，當災害發生時才由相關單位派員進駐，對於災害來臨才急於協調調

派人力、機具會造成各單位因為無法臨時調度資源，所以造成整合救災資

源及動員效率不佳，遇到像莫拉克颱風這樣的大規模災害，中央和地方如

無整合資源及動員的機制，自然會影響救援的效率。 

(四) 本研究修正後的運作模式 

  依據上述問題所提出改進的方向，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由部會主

管部長擔任，中央前進指揮所強調協調支援的任務，改名為中央前進協調

所，其辦公室總協調官為部會政務次長或常務次長(副主委等相當職級)擔

任，如此可明確釐清指揮官權限與職責，不會造成權責不明的問題。 

  由於大規模範圍的災害受災區很多，如果中央只進駐地方災害應變中

心可能無法掌控整體狀況，因此本研究建議前進協調所的協調官直接派駐

災害現場協調調度救災支援，並直接回報前進協所，再由前進協調所進行

所需支援調度的資料，陳報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按照上述要領，根據本研究修正，以莫拉克颱風為案例，四者運作的機制如

                                                 
61

 黃文玲，我國中央災害防救體系精進之研究-以莫拉克風災後為例，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碩士論 

文，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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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 6-9所示：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派設
中央前進協調所

(原中央前進指揮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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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調官至災害現場直接進行災情評估並回報 

 
協調官至災害現場直接進行災情評估並回報 

 

圖 6-9 修正過後的莫拉克颱風四者運作機制(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圖 6-9為修正後的四者運作機制圖，主要是連接中央前進協調所和災

害現場的深藍色線條為重點，中央前進協調所直接派相關部會九職等以上

的協調官至災害現場進行災害評估並協調救災資源，中央前進協調所和地

方前進指揮所直接對應。修正之目的在於強調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與中央前

進協調所的位階，並強調我國防災體系由下而上逐級層報、由上而下主動

協調支援的精神，減少通報作業程式，強化我國中央前進協調所工作職責

協調調度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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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為精進我國災害防救體系，確認中央前進指揮所能在大規模災害發生時能達

到協助地方支援調度之任務，地方前進指揮所能夠清楚瞭解災害現場所需的人力

物資進行評估並協助，因此得將中央前進協調所訂定真正的工作方向。 

  由於近年來我國中央行政體系的業務工作逐年龐大，民眾也期盼政府在災難

發生時能有所作為，希望政府官員能到災害現場關心瞭解現場的狀況，中央前進

指揮所設置的功能除了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所明訂之任務，以實務面上還

是要讓民眾安心，看到政府面對災害防救整治的決心。 

  因此，面對大規模災害中央前進指揮所的設立是有必要性，但何時成立？災

害規模多大才成立？成立地點在哪？多少人進駐？工作任務為何？等問題，這些

都是成立之後所要考慮的重點，本研究藉由參考國內外災害防救體系的前進指揮

所開設案例，重新研擬中央前進指揮所的作業要點，認為：中央前進指揮所的「指

揮」這一名詞帶有命令領導之意思，和我國法律所定義的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有所

差異，因此建議改名為中央前進協調所，並提升中央前進協所的層級，其層級高

於行政部會，其擔任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之總協調官，有調度行政部會人力物

資資源的層級和能力，從開設時機與地點研究，必須得針對災害規模評估後成

立，中央前進協調所可因應災害區域設置兩個以上辦公室，執行任務。 

然而對於地方災害應變中心的前進指揮所目前狀況而言，災害現場的不確定 

性，以及地方政府行政機關業務各地不盡相同，因此並沒有統一標準的全國前進

指揮所作業規定，對此本研究同時研擬全國前進指揮所的作業要點，供地方政

府、消防局作為任務分工的參考，地方前進指揮所首重災害搶救及通報地方災害

應變中心，因此成立地點須要有足夠的場地和交通便捷之處，對於現場搶救指揮

官的權責，建議轄區內最近地一位到達現場的消防隊或相關部會擔任現場指揮

官，並在通訊律定統一由此單位的無線電頻道通訊，嗣後的指揮官權責轉移，原

指揮官也要擔任轉移後的副指揮官或是幕僚職位，繼續擔任搶救工作。最後，地

方縣市長以及鄉、鎮、市(區)長擔任前進指揮所指揮官，實際工作搶救以及疏散

警戒等任務仍需要專業幕僚的建議與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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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大規模的災害發生時，中央與地方得確認彼此之間的權責與任務，依據

地方制度法，災害防救的執行為地方政府的自治事項，因此地方政府為救災任務

主要執行者，不過根據災害防救法第 34 條，地方政府無法處理災害時。得由該

災害之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指派協調人員提供協助，前進協調所為辦理災

害現場協調調度支援事宜。更甚者如美國，卡翠娜颶風正是因為聯邦政府想要派

國民兵救災但是被路易斯安那州給拒絕，因為他們認為聯邦政府介入救災就代表

中央取代地方救災職權，有違中央與地方權責的關係。 

確立中央與地方彼此之間面對災害的任務以及工作所及的權限，彼此的協調 

調度的物資人力權限為何？本研究已由文獻、專家訪談、問卷填寫以及專家座談

會之建議與討論的重點，找出能為我國有效掌握未來執行中央前進指揮所、前進

指揮所的建議做為參考，主要意見詳述於本章第二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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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建議一 

    修正內政部主管災害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前進指揮所作業規定方面，立即可行

的建議 

主辦機關：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內政部消防署 

協辦機關：各災害防救法規定之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國防部 

  現行內政部主管災害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前進指揮所作業規定於 101 年 2 月

10 日發布施行後，迄今尚未經歷重大災害之檢驗，本研究為瞭解其執行效能，

經參考國內外文獻資料、做法及以九二一大地震、莫拉克颱風等災害案例驗證

後，從研究中發現，過去中央前進指揮所執行情形最常出現的問題是中央前進指

揮所工作任務與開設時機、地點不明確，無法有效發揮協調調度之職責，另外在

中央前進指揮所作業要點之任務編組過於複雜，造成分組工作權責不明之情況。

本研究提出建議如下：名稱修正為中央前進協調所，修正內容為訂定開設時機與

進駐地點、將原有作業規定之功能編組之網路資訊組和行政庶務組編入幕僚參謀

組，將原本 10 組精簡為 8 組、並確認各行政部會進駐工作任務，以強化各級政

府災害應變效能。 

 

建議二 

  修訂地方縣市政府災害應變中心前進指揮所作業規定方面，立即可行的建議 

主辦機關：地方縣市政府、內政部消防署 

協辦機關：內政部、國防部 

  現行地方縣市政府依照各自編定之災害防救計畫、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規定執

行災害防救業務，本研究參考國內外文獻資料、專家學者訪談及案例驗證後，發

現由於各縣市城鄉發展等的差異性，各縣市所面臨的災害威脅也不相同，因此現

行地方前進指揮所作業規定，主要皆以消防局所擬定，實際和其他縣市政府局處

等平行單位運作與互動的情形有資訊之落差，造成消防局主要擔當所有搶救業務

等情形。本研究提出建議如下：將地方前進指揮所依照啟動時機、開設地點、任

務分工、權責所屬等作業事項，制定統一以供地方縣市前進指揮所的作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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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美國災害管理系統之 ESF(Emergency Support Function )模組，以災害類型模

組方式進駐，設立各縣市前進指揮所作業要點，統一救災程序與權責所屬認定。 

 

建議三 

  每年定期辦理強化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中央前進協調所、地方災害應變中

心、地方前進指揮所四者(以下簡稱四者)相互間之救災分工、協調、互動、權責

劃分、聯合運作等演練機制方面，立即可行之建議 

主辦機關：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各災害防救法規定之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

機關、各縣市政府 

協辦機關：內政部、國防部 

    為強化四者相互間之救災分工、協調、互動、權責劃分、聯合運作等機制，

四者在救災權責與任務如下： 

(一)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掌握各項災害狀況，即時傳遞災情，並通報相

關機關督導及橫向協調、聯繫事宜，處理各項災害應變措施，及災情之

蒐集、評估、處理、彙整及報告緊急救災人 力、物資之調度、支援事項。 

(二) 中央前進協調所：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派災害現場執行協調地方與地

方、地方與中央、中央部會等人力資源物資聯繫及協調調度支援事宜。 

(三) 地方災害應變中心：評估各種災情狀況與搶救業務單位的橫向與縱

向協調聯繫事宜工作，指揮並協助地方前進指揮所搶救與後送工作。並

將災情回報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四) 地方前進指揮所：於災害第一現場進行災害搶救、工程搶修、醫療

救護、資訊傳遞等現場工作。 

    建議中央與地方每年定期透過演練四者之聯合運作，以達到演習之效益，以

利救災分工權責所屬規範。 

    

建議四 

  增修關於中央前進協調所與地方前進指揮所設置相關規定方面，中長期建議 

主辦機關：內政部 

協辦機關：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 

     現行我國災害防救法並未將中央前進指揮所和地方前進指揮所作業規定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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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災害防救法法規，參照日本的災害對策基本法將前進指揮所組織與任務納入規

範，建議在災害防救法第 12 條原條文增修地方災害應變中心得視災區現場之規

模與情況設立地方前進指揮所，以及增加原第 13 條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之成立，

於評估災害規模後，成立中央前進協調所，可使得中央跟地方權責更加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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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歷次工作會議意見及回覆 

災害應變中心現地指揮官之指揮、協調權限探討之研究(第一次討論會議)會議紀

錄 

討論議題： 

一、資料蒐集是否可由內政部消防署協助發文向各部會級地方政府索取，並訂定

期限。 

決議： 

由本校先行協調各部會及相關單位索取所需資料，若資料提供上有問題，請

再與消防署反應，由消防署出面協調取各式所需之資料。 

二、每週討論會是否可邀請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體系組一同參與。 

決議：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原則上應以提供本校相關參考資料為主，不需參與

討論會議。 

三、經費重新編列。 

決議： 

經費編列原則上可行，但其中保險費用部分，消防署之研究計畫經費編列項

目中規定不可補助保險費用，故建議調整或刪除，或改編列兼任研究助理費用。 

四、與內政部消防署討論時間規劃表，是否允當。 

決議： 

原則上按照本校之規劃時間進行各次會議，並於下次會議起準備相機、簽到

單等進行紀錄，另每次會議結束後應製作會議紀錄，以 Email 方式寄送消防署備

查。 

臨時動議： 

請本校依據研究主題撰寫前進指揮所之規劃書大綱與期末報告大綱，並於下

次會議進行討論。 

決議：本校預計於下次會議前研擬妥前進指揮所規劃書大綱與期末報告大綱，並

於 3/8 上午 10：30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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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應變中心現地指揮官之指揮、協調權限探討之研究(第二次討論會議)會議紀

錄 

時間：101年 3月 8日上午 10：30 

地點：內政部消防署 6樓會議室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討論議題： 

一、有關本計畫所提出之研究大綱是否允當，提請討論。 

決議： 

目前貴校所研擬之前進指揮所、期末報告大綱均不符合內政部研究報告格

式，請參考內政部委託研究計畫作業規定修正，並將修正後資料先行 e-mail 至本

署承辦人。 

二、請貴校依據研究主題盡速規劃專家訪談、座談之討論主題、實施辦法，請提

早作業。 

決議： 

本校預計於下次會議前研擬妥訪談對象、重點與主子題，並於 3/15 上午 10：

30進行討論。 

三、有關簽約事宜尚未辦妥，請內政部消防署綜企組盡速完成合約書，以利雙方

簽訂合作契約，款項請領等行政作業。 

決議： 

本署預計於下次討論時，將雙方契約提出以利貴校取回簽約、請款事宜。 

臨時動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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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應變中心現地指揮官之指揮、協調權限探討之研究(第三次討論會議)會議紀

錄 

 

討論議題： 

一、討論本計畫之期末報告大綱。 

說明： 

1. 期末報告大綱以內政部研究報告格式為依據。 

2. 目前擬定之期末報告大綱共分成六章，每章之小節數則視內容以適當方式自

行定訂。 

二、期中報告初稿繳交預定期程為 6月底。 

三、計畫執行相關重要期程如下： 

1.四月份開始進行專家問卷訪談 (以半開放式進行)； 

2.五月底舉行第一次專家座談 (預計 2次)。 

四、專家訪談對象(包括中央及地方有實際進駐過前進指揮所經驗者)及座談與會

人員應事先規劃，訪談的問題內容應事先擬定。並於下次提出討論。 

臨時動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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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專家訪談問題設計 

一、 專家問卷前測版本 

 

內政部消防署「災害應變中心與現地指揮官之指揮、協調權限探討之研究」 

訪談問卷 

 

 

 

 

 

 

 

 

問卷施測之目的: 

1. 訪問受訪者的防災業務參與研究之年資與救災經驗，加強本研究實務研

究之經驗。 

2. 從問卷施測的落點，找出面對重大災害時，地方災害應變中心派至地方

前進指揮所與中央前進指揮所之間人員配置、救災協調、訊息流通是否

為影響救災任務的關鍵因素? 

3. 藉由專家問卷，瞭解災害應變中心與前進指揮所選任指揮官的原則為何?

前進指揮所與現地指揮所的設置地點是否一樣? 

4. 探討各縣市前進指揮所之作業程式以及面對災害所編制的作業編組? 

5. 我國各縣市皆設立前進指揮所作業要點是否有其必要?

致  受訪先進女士/先生 

 

    本專案小組受內政部消防署委託，執行「災害應變中心與現地指揮官之指揮、協調權限

探討之研究」乙案。本研究之目標希望藉由研究災害應變中心與現地指揮官之指揮、協調權

限的實務經驗以及綜合國內外重大災害的災害應變中心相關文獻資料，以釐清我國國內的災

害應變中心及前進指揮所的開設時機、地點、指揮權限與任務編組，提出適當的成立時機與

聯合運作等各項作業模式。 

    本研究希望藉由問卷調查的方式，找出更多相關實務專家之經驗與建議，進而歸納整理， 

對未來我國的災害應變中心與前進指揮所之間的權責協調，找出最適合我國的災害防救與應

變制度。 

 

懇請  先進不吝提供卓見為感。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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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問卷實務經驗者訪談版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問卷主題：災害應變中心與現地指揮官之指揮、協調權限探討之研究 

專家訪談問卷 

受訪專家：  任職單位： 

承辦人：  

1. 請問您從事防災研究時間多久?  

□1.一至三年 

□2.三至七年 

□3.七年到十年 

□4.十年以上 

2. 請問您從下列發生災害之程度選項來看，何者最優先符合成立災害應變中心派駐前進指揮所

的標準? 

□1.災害發生後接獲通報後陳報上級成立 

□2.災害發生後災情擴大到無法控制隨即成立 

□3.緊急應變中心災害一級開設時直接設立 

□4.其他 

3. 請問您認為設置前進指揮所該有的組織架構為何?(可複選)本題目的為瞭解緊急應變中心平時

的運作分工有無固定機制  

□1.指揮派遣  

□2.災情監控  

□3.災情通報  

□4.醫療救護  

□5.媒體公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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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其他______ 

 

4. 災害發生時，您認為設置前進指揮所最好的地點為何?本題之目的為瞭解前進指揮所執行任務

時所選的地點以讓救災達到最好效果。 

□1.事故現場有掩蔽物的樓房 

□2.單位所屬消防局  

□3.其他政府機關(縣市政府、公所)  

□4.警察局 

5. 請問您認為前進指揮所指揮官必須有哪些特質，以作為日後選任標準?本題之施測目的為瞭解

指揮官之選任標準，為日後作參考。 

□1.依實務經驗累積表現優異者 

□2.依職權分工專業者 

□3.對事故現場熟悉者 

□4.上級機關推派者 

6. 請問您就台灣目前相關救災法規而言，最重要之缺失為何? 

□1.各縣市法規要點相似，對於法令規章執行不積極 

□2.實際執行與法規要點無法相配合 

□3.現場指揮官不清楚自己的權責所在 

□4.相關部會過度依賴消防局的協助 

□5.其他 

7. 請問您所參與過的前進指揮所及其指揮官在調度物資請求支援上，中央派遣物資及交通工具

支援至前進指揮所的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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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 分鐘內 

□2. 11~30 分鐘 

□3. 31~60 分鐘 

□4. 61 分鐘以上 

8. 承上題，您認為支援速度之關鍵為何? 

□1.中央與地方緊急應變中心回報機制 

□2.前進指揮所與災害應變中心的通報 

□3.現場災害控制程度 

□4.地方首長的災害評估 

9. 就您過往之經驗，您認為前進指揮所的通訊對外聯繫設備是否充足? 

□1.充足 

□2.尚可 

□3.普通 

□4.不足 

10. 請問您認為前進指揮所之協調分工，執行者應該如何協調? 

□1.按照政府法令要點之權責歸屬分配 

□2.按照救災專業分工統籌分配 

□3.現場災害事故系統運作得宜 

□4.其他 

11. 根據您的瞭解，現行政府法規所規定的各類災害由各部會所歸屬處理的機制是否得宜? 

□1.職權分工，運作得當 

□2.複合式災害增加，運作協調混亂 

□3.職權分工運作不當 

□4.完全沒任何機制，全憑臨場應變 

12. 因此，制訂一套綜合的災害分工、權責依據法令，災害發生時直接由此單位運作的前進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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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法規是否必要? 

□1.必要 

□2.必要，但目前法令執行尚可，稍作修正即可 

□3.不必要，目前法令執行權責分明，沒有制定新法規的需求 

□4.其他________ 

13. 您認為成功的前進指揮所在執行層面必須擁有何者因素?  

□1.中央支援得當 

□2.前進指揮所執行效率良好 

□3.中央與地方前進指揮所各依權責各所其職 

□4.加強地方縣市之間的橫向聯繫 

□5.其他 

14. 請問您前進指揮所與中央(地方)應變中心之間的互動協調機制是否需要制定一套法律規範以

訂定行為標準? 

□1.是 

□2.否 

 

15. 請問您認為國內災害應變中心及前進指揮所之間的運作能力是否良好? 

□1.佳 

□2.尚  可(請補充說明) 

□3.需加強(請補充說明) 

補充說明(建議)： 

16. 其他增補事項 

  

 

受訪者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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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消防搶救單位版本 

內政部消防署「災害應變中心與現地指揮官之指揮、協調權限探討之研究」 

訪談問卷 

 

 

 

 

 

 

 

 

 

 

 

 

 

 

致  受訪先進女士/先生 

 

    本專案小組受內政部消防署委託，執行「災害應變中心與現地指揮官之指揮、協調權限

探討之研究」乙案。本研究之目標希望藉由研究災害應變中心與現地指揮官之指揮、協調權

限的實務經驗以及綜合國內外重大災害的災害應變中心相關文獻資料，釐清我國國內的災害

應變中心及前進指揮所的開設時機、地點、指揮權限與任務編組，提出適當的成立時機與聯

合運作等各項作業模式。 

    本研究問卷以消防與國軍單位搶救業務專員為對象，希望藉由問卷之問題與量化統計成

果來研擬地方前進指揮所之作業要點，以精進我國現地指揮所現場的任務分工與權責歸屬的

規範。 

 

懇請  先進不吝提供卓見為感。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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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問卷主題：災害應變中心與現地指揮官之指揮、協調權限探討之研究 

專家訪談問卷 

受訪專家：  任職單位： 

承辦人：  

1. 請問您從事防災工作的時間多久?  

□1.一至三年 

□2.三至七年 

□3.七年到十年 

□4.十年以上 

2. 請問您參與過的地方災害應變中心開設現地指揮所當時開設的進駐人數多少?本題之目的為

研究現地指揮所人員規模，以制定未來現地指揮所參與人數進駐現地指揮所做為參考。 

□1.10 人以下 

□2.10人以上 

□3.20人以上 

□4.其他 

3. 災害發生時，您認為設置現地指揮所最好的地點為何?本題之目的為瞭解現地指揮所執行任務

時所選的地點，以讓救災達到最好效果。 

□1.事故現場有掩蔽物的樓房 

□2.單位所屬消防單位(分隊) 

□3.其他政府機關(縣市政府、公所)  

□4.警察局 

4. 請問您所參與的現地指揮所經驗中，大規模災害發生時有哪些任務編組? (可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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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揮派遣(搜救)組  

□2.災情監控組 

□3.行政庶務組 

□4.醫療救護組  

□5.新聞公關(對外發言)組  

□6.工程搶救(道路暢通)組  

□7.現場警戒組 

□8.其他______ 

5. 請問您貴單位現地指揮所指揮官的參謀幕僚人員工作內容為何?本題之施測目的為瞭解幕僚

參謀人員的組成與專業背景，以制定之後幕僚人員的組成與職權。(可複選) 

□1.災害部會權責單位建言 

□2.現場災情蒐集分析 

□3.協助支援與調度 

□4.其他 

6. 請問您就台灣目前地方災害應變中心設置現地指揮所的協調與調度困難之處之重點為何? 

□1.人力資源調度 

□2.物資資源調度 

□3.局處協調 

□4.跨縣市單位協調 

□5.其他 

7. 請問您認為災害發生後，災害現場正式成立現地指揮所的初期指揮官，需要多少時間將指揮

權轉移至縣市災害應變中心所指定之總指揮官執行任務?本題之目的在於希望藉由統計指揮

官指揮權的轉移所需時間，統一律定最恰當之時間，作為將來制定作業要點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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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分鐘以下， 

□2.20分鐘以上，未滿 60 分鐘 

□3.60分鐘以上 

□4.其他時間_______ 

8. 就您過往之經驗，現地指揮所的通訊中斷後對外設備該如何聯繫? 

□1.現場架設臨時通訊站 

□2.其他______________ 

9. 請問您認為現地指揮所之資源調度分工為何? 

□1.按照政府法令要點之權責歸屬分配 

□2.按照救災專業分工統籌分配 

□3.現場災害事故系統運作得宜 

□4.其他 

10. 根據您的瞭解，現地指揮所的對外發言人之職位，該如何選定? 

□1.副指揮官兼任發言人-由統一窗口對外發言 

□2.獨立任務分工的發言人組別，用專門公關單位來強化對外發言人的職責。 

□3.併於通訊與媒體之組別，統一對外發言。 

□4.其他 

11. 根據您的瞭解，下列選項何者是現地指揮所法令作業要點可以加以律定?本題之目的在於撰寫

作業要點內容時，所需要的基本規範，以利快速到達現場迅速整備。 

□1.作業分工 

□2.設置地點 

□3.現場基本裝備需求列表 

□4.警戒區劃分 

□5.其他________ 

12. 現地指揮所有無撰寫工作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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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由____撰寫 

□2.無 

13. 請問您現地指揮所與地方災害應變中心之間的互動協調機制是否需要制定一套法律規範以

訂定行為標準? 

□1.是 

□2.否 

14. 請問您從回報、支援互動之機制來檢視，地方災害應變中心及現地指揮所之間的運作情形可

以更加進步改善之處為何? 

□1.通報機制_____(請補充說明) 

□2.支援效率_____(請補充說明) 

□3.局處協調_____(請補充說明) 

□4.其他_____(請補充說明) 

15. 其他增補事項 

  

 

受訪者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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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專家問卷政府部門、其他交通事業版本 

內政部消防署「災害應變中心與現地指揮官之指揮、協調權限探討之研究」 

訪談問卷 

 

 

 

 

 

 

 

 

 

 

 

 

 

 

 

 

 

 

 

 

 

致  受訪先進女士/先生 

 

    本專案小組受內政部消防署委託，執行「災害應變中心與現地指揮官之指揮、協調權限

探討之研究」乙案。本研究之目標希望藉由研究災害應變中心與現地指揮官之指揮、協調權

限的實務經驗以及綜合國內外重大災害的災害應變中心相關文獻資料，釐清我國國內的災害

應變中心及前進指揮所的開設時機、地點、指揮權限與任務編組，提出適當的成立時機與聯

合運作等各項作業模式。 

    本研究問卷以政府部門與交通運輸單位還有防災專業學者為對象，希望藉由問卷之問題

與量化統計成果來探討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中央前進指揮所、地方災害應變中心、現地指揮

所(簡稱四者)之間的救災分工、協調互動、權責劃分、聯合運作等機制，以精進我國的四者

之間的任務分工與權責歸屬的規範。 

 

懇請  先進不吝提供卓見為感。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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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問卷主題：災害應變中心與現地指揮官之指揮、協調權限探討之研究 

專家訪談問卷 

受訪專家：  任職單位： 

承辦人：  

1. 請問您從事現職工作的時間多久?  

□1.一至三年 

□2.三至七年 

□3.七年到十年 

□4.十年以上 

2. 請問您個人所參與過的災害應變中心與前進指揮所任務的開設有幾次(包含演練)?印象最深刻

的任務為何?當時的任務分工編組為何? 

□1.1 至 5次 

□2.6 至 10次 

□3.11至 15 次 

□4.16次以上 

3. 災害發生時，請問您貴單位前進指揮所之位置通常設至何處?本題之目的為瞭解前進指揮所執

行任務時所選的地點以讓救災達到最好效果。 

□1.災害現場鄉鎮市公所 

□2.消防局 

□3.其他政府機關(縣市政府、公所、警察局)  

□4.所屬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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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其他_____ 

4. 請問您所參與或認知的前進指揮所經驗中，大規模災害發生時有哪些任務編組? (可複選) 

□1.指揮派遣(搜救)組  

□2.災情監控組 

□3.行政庶務組 

□4.醫療救護組  

□5.新聞公關(對外發言)組  

□6.工程搶救(道路暢通)組  

□7.現場警戒組 

□8.其他______ 

5. 請問您貴單位前進指揮所指揮官的參謀幕僚人員工作內容為何?本題之施測目的為瞭解幕僚參

謀人員的組成與專業背景，以制定之後幕僚人員的組成與職權。(可複選) 

□1.災害部會權責單位建言 

□2.現場災情蒐集分析 

□3.協助支援與調度 

□4.其他 

6. 請問您認為台灣目前中央前進指揮所與地方災害應變中心的協調與調度困難之處之重點為何? 

□1.人力資源調度 

□2.物資資源調度 

□3.部會協調 

□4.跨縣市單位協調 

□5.其他 

7. 請問貴單位與消防、國軍等搶救單位之間的分工情形為何? (請詳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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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權責單位進行公務搶救、消防及國軍進行人命搶救 

□2.其他_______(請詳述) 

8. 請問您前進指揮所與地方災害應變中心在法律位階上的所屬相互關係為何?(請詳述之) 

 

9. 就您過往之經驗，請問您貴單位如何與地方縣市首長協調支援?(請詳述之) 

 

10. 請問您貴單位前進指揮所與其他部門單位的資源協調情形?(請詳述之) 

 

11. 請問您從回報、支援互動之機制來檢視，中央前進指揮所及地方災害應變中心之間的運作情

形可以更加進步改善之處為何? 

□1.通報機制_____(請補充說明) 

□2.支援效率_____(請補充說明) 

□3.部會協調_____(請補充說明) 

□4.其他_____(請補充說明) 

12. 其他增補事項 

 

  

 

受訪者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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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專家座談議題設計 

為求本研究所研擬之四者聯合運作機制，更趨於實務與可操作性，本研究

除依據本文所述之執行構想外，主要係參考國內外文獻之各項關聯機制，並於研

擬四者完整之救災分工、協調、互動、權責劃分之聯合運作機制規劃書後，藉由

專家問卷施測及座談會召開與討論，進行四者聯合運作規劃書之檢討、修正作

業。其專家問卷、座談會辦理與召開模式如下，流程圖如下圖所示。 

1.研討主題：本研究所研擬之四者聯合運作規劃書。 

2.辦理時間： 

(1)專家問卷：101年 5 月份 

(2)作業要點：101年 10 月份 

3.地點：內政部消防署會議室(座談會) 

 

 

 

 

 

 

 

 

 

 

 

 

 

 

 

 

 

工作方案執行流程圖 

四者聯合運作機制規劃書定稿 

四者聯合運作機制規劃書(初稿) 

設計專家問卷 

依據建議修正四者聯合

運作機制規劃書 

辦理專家問卷與回收建議 

召開專家學

者座談會 

是 

否 

101年 6~10月 

101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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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專家訪談紀錄、座談會議紀錄 

一、 專家座談會議紀錄：問卷設計會議 

災害應變中心現地指揮官之指揮、協調權限探討之研究 

第一次專家會議 

會議紀錄摘要 

時間：民國 101年 05 月 30日(星期三)下午 14：00分 

地點：內政部消防署 15樓第 3會議室 

紀錄者：章之岱 

一、中央警察大學消防學系沈子勝教授： 

(一) 這份問卷偏重現場操作面，對於從學術層面探討的學者來說太難。 

(二) 將問卷設定在前進指揮所指揮官，實際參與的指揮官樣本太少，排除其 

他學者與前線人員的意見。建議問卷要改變提問方式，將實務操作者與

學者和前線操作人員與救災人員等四者分四類不同類型題目，分開施測。 

(三) 建議詳細介紹前進指揮所主要運作法規，從受訪者實作的經驗，整理出 

災情檢討的問題，學者的優勢是可以在法規方面做整理與分析，因此學

者要和實務操作者分割，才能得到研究的目的。 

(四) 莫拉克颱風就是中央地方權責不清的案例，因此可以從四者權責為何， 

運作如何分工探討。最好的情況是災害規模與指揮所的增減分工、掌握

救災人員調度，回傳至中央進行統合，產生權責分工的作業規範，法令

規定列出執行規範產生權責作業規範。可以蒐集指揮官與第一線救災人

員的意見，尤其是莫拉克風災當時之第一線人員的案例經驗，將他們所

保存的救災紀錄作地毯式的蒐集，這是很重要的資料。 



                                                                 附錄  

 167 

 

二、經濟部水利署謝明昌主任： 

(一) 針對實際上的執行問題，需審視現在的法令訂定是否足夠?法令執行有無

困難?可將參與過莫拉克風災的部會人員之經驗區分為學者、實際參與過

有經驗者、現職者來做為區隔方式。 

(二) 前進指揮所開設時機的思考，為「中央執行、地方鄉鎮市支援」之分工

明確三級體系。 

(三) 依照災防法的規定，指揮官的任務如何協調聯繫，之間的授權問題如何

去談? 

(四) 研究目的可視為是中央前進指揮所的本尊和分身授權程度的多少，為此

研究之目的。問卷必須有個完整的問題架構，釐清四者之間的差異，將

想要得到的問題與要作的目的列表出來，將問卷重新設計並分類。 

 

三、農委會水保局尹孝元科長： 

(一) 問卷內容無法使受測者理解四者之間的運作關係。 

(二) 不同問卷要針對不同對象，以達到最好效果。地方 EOC不同層級，第一

線指揮官也可以是鄉鎮市村里長，要研究前進指揮所指揮官得先釐清前

進指揮所的定義法規。 

(三) 可增加災後重建區的鄉鎮市公所人員名單，針對他們的建議與經驗談找

出法規面上的妥適性。 

 

四、臺北市政府消防局劉興遠股長： 

(一) 實際參與中央現地指揮所運作指揮的實例太少，建議將研究重點放在莫 

拉克風災的經驗。 

(二) 指揮官人數太少，將焦點放在指揮官就會把幕僚等參與者排除在外，建

議用實際災害案例作為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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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央與地方指揮所的大小層級不同，研究中需考量有無中央 EOC 和現地

EOC進駐同樣的前進指揮所的可能? 

(四) 案例中有無地方首長直接處置、接管全部災害應變指揮之可能? 

(五) 問卷第七題的選項建議，將軍隊修改為國軍，警消分開成兩個不同單位。 

(六) 中央 EOC和地方 EOC 合併時而由地方直接執行救災物資分配的可能性

為何? 

 

五、高雄市政府消防局樓振宇股長： 

   我自己本身有參與過莫拉克風災的救災經驗，建議專家訪談要重新分類，另 

建議本研究團隊可以找高雄市消防局江淑芬科員，她是莫拉克風災當時寶來鄉災 

區的寶來分隊長，實際參與寶來的救災作業，因當時所有的通訊機制都已經失

效，她就在沒有通訊的災區很多天，建議本團隊可以找科長來談實際的救災經驗。 

 

六、新北市政府消防局黃宗祈科員： 

(一) 問卷可以增加選項，強化量化的操作型定義。 

(二) 如同前面專家學者所言，問卷設計上面可以進行不同對象的分類。 

 

七、消防署林志淵視察： 

(一) 每個地方設置情況不同，中央應變中心應該以靠近地方應變中心為中心

的延伸。釐清四者之間的橫向、縱向權責區隔，應該做什麼工作? 

(二) 建議蒐集日本防災體系資料，並參考美國 FEMA執行架構，以研究並建

立適合台灣之最佳的緊急指揮體系或執行方式。 

(三) 近年由中央接管的災害案例為梅姬颱風，而九二一因有緊急命令發布故

一定係由中央接管；此外，大規模災害發生後地方已成為受災戶，故一

定亦為中央接管。另外，建議本研究可以多搜尋台灣歷年災害發生當時

時立前進指揮所的組織架構以及經驗，作一個分析比較，對本研究會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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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幫助。 

(四) 問卷第 7 題和第 8 題問題相似，應將聯絡集結的方式重點放在無通訊時

該怎麼聯絡，不是在何時何地集結，而是透過什麼方式聯絡才是重點。 

(五) 按照作業規劃的問題，地方救災 EOC仍是得按照層級至中央申請救援物

資，利如直升機的申請，涉及航線規劃的問題，一定要由交通部統一規

定。 

 

臨時動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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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應變中心現地指揮官之指揮、協調權限探討之研究 

第二次專家會議 

會議紀錄摘要 

時間：民國 101年 10 月 30日(星期二)上午 10：00分 

地點：內政部消防署 15樓第 4會議室 

紀錄者：章之岱 

一、中央警察大學沈子勝教授 

(一) 架構圖應製作成現狀圖與修正之架構圖，並作成比較。 

(二) 以實際案例，將新修正之運作圖進行操作，並舉出新架構下所產生之優缺點。 

(三) 請考量對現狀之變動不要太大。 

(四) 請考量若災害太大發生在不同中央前協調聯絡辦公室間，或多個中央前協調

聯絡辦公室同時啟動時之情況。 

 

二、國家災害科技防救中心助理研究員張歆儀 

(一) 現場指揮所或所謂前進協調聯絡辦公室、應先針對定位釐清其為協調災害應

變支援亦或以生命安全保護、緊急因應和重要功能恢復為主軸。以俾編組任

務運作有所本。 

(二) 不論是現場指揮所或前進協調聯絡辦公室之啟動，皆須視災害規模大小為

之，建議針對災害規模之分類定義加以說明，並增加災害評估程式，使啟動

時有所本。 

 

三、農委會水保局羅文俊正工 

農委會水保局沒有成立過前進指揮所的經驗，最近一次在敏督利颱風的松鶴 

部落成立，莫拉克時我們有派員到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與中央前進指揮所，農委會

水保局自己本身體系下的成立前進指揮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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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濟部水利署范敏彥正工 

(一) 確實有訂前進指揮所作業要點，以目前運作過只有艾利颱風的石門水庫引發

的供水問題，有成立前進指揮所。現在前進協調聯絡辦公室是否是要取代前

進指揮所?研究團隊有蒐集到很多國外案例來當做規範參考，但是至少就國

內的案例是不是要再做檢視?天秤颱風開設前進指揮所是不是屬於意外的情

形?不管怎麼去規範，到實務運作，各部會根本沒有太多的人力派員進駐中

央災害應變中心和中央前進指揮所。在實際上同步運作的情況下，就人力資

源上是不足的。 

(二) 可以把法律的修訂前跟修訂後做一個比較。對比起來看不出跟原本的要點差

異性，實務運作上能不能達到效果?運作流程能否讓媒體避免誤報，名詞精

簡能朗朗上口，對後續定位能有個基礎。 

 

五、臺北市政府消防局劉興遠股長 

(一) 以後成立現地指揮所後各縣市是否一定要按照此要點辦理? 

(二) 簡報內容和名詞有些不太統一 

(三) 草案的現地指揮所功能定義與編組有些沒有定義到，新聞發布組好像沒有出

現，有關現地前進指揮所的基本繪製圖，可能有人力物資集結的地點，是否

有些建議的簡圖，讓地方瞭解不是只有一個指揮所而已。 

(四) 進駐人員單位不要現在寫下去，因為到地方可能很難再分配，整個消防單位

人力可能沒這麼多。 

 

六、台中市政府消防局柯俊榕股長 

地方災害應變中心災情回報要到哪裡?地方災害應變中心新聞發布部分，新 

聞記者都會跑到現場，建議設立新聞發布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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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嘉義市政府消防局李政憲科員 

(一) 類似工作確有很多名稱，差別只在中央跟地方，是不是統合成一個名稱? 

(二) 指揮權得寫的明確並探討中央介入地方能轉成幕僚方式比較可行? 

 

八、內政部消防署冷家宇專委 

(一) 前進指揮所作業規定已發布並演習過，中央與地方有實際操演過，但實際執

行上也有很多困擾，畢竟地方才是救災的權責，中央怎麼協助地方，前進指

揮所推行很難跟地方做結合，觸角延伸到地方，中央前進指揮所頂多是提供

指揮中央自己的資源給地方做協助，希望機制能更順暢。 

(二) 最後運作機制的圖內的英文縮寫，可以的話就改中文。 

(三) 中央前進指揮所是被中央前進協調所取代還是並存? 

(四) 指揮官(位階)定位很重要，才有後面中央跟地方的權責，派多少人下去? 

(五) 中央前進協調所就是中央應變中心派設下去的迷你中心，任務分組跟地方能

有關係的分組派下去，定位上的討論得再說明清楚。 

(六) 研究可以用實際案例進行討論比較才會清楚。 

(七) 前進指揮所的防火牆，有協調官和協調員先派進災害現場，有協調聯絡的功

能。 

(八) 前進指揮所這個名詞在法規上是屬於中央(地方)應變中心作業要點底下的，

各個部會所成立的緊急應變小組，是屬於內部的作業規定，兩者可能不同。

各部會成立前進指揮所跟現行的體制不能成立。 

(九) 參與前進協調聯絡辦公室各中央部會的功能分組運作開會時間可以錯開，可

以確保中央部會有足夠人力參與各自單位的緊急應變小組運作。 

(十) 現在的前進指揮所就由前進協調聯絡辦公室所取代，各部會在災害現場成立

的前進指揮所，應該是和各地方部會所聯合的機制，水利署應該也是河川局

的人派駐。 

(十一) 附件二的人數變少，但是對於追蹤各部會派下去的主管機關人數太少，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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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每個部會都要派一個人來，就算是颱風，內政部兩個人也太少。 

(十二) 建議將以前曾經發生過的災害各種情形套進去災害裡面，完整套用在現在

的名詞所代表的意義。 

(十三) 還是要依照實際任務分工的情形，每個組各縣市有的規定，寧可用嚴謹的

方式考量，最後還是縣市政府自己做決定。 

(十四) 災情回報本來就有(地方)應變中心對(中央)應變中心的機制，前進協調聯

絡辦公室並不會防礙原先的回報機制。 

(十五) 要請研究單位希望研擬新聞發布組的可能性，還是要有因應的機制。 

 

九、內政部消防署林志淵視察 

(一) 中央訂的是內政部主導災害，研究單位是做整體性災害、原則性的規定，沒

有辦法去針對內政部的災害去做比較，這是原則性的規定。 

(二) 前進協調聯絡辦公室，一直在講這可能是中央主管的災害，可能會派災害聯

絡的人到現地成立辦公室，各部會的人就會派人到現場去救災，協調辦公室

就是中央全面性的，各單位的現場又有指揮，地方發生災害中央或許就沒有

進去，只派前進協調聯絡辦公室進去，是否為研究單位元的目的。 

(三) 研究工作範圍的中央跟地方前進指揮所的設立問題提出對策，規定裡面有的

要提到。 

(四) 附件二協調調度組應該是相關部會。 

(五) 國軍有自己的指揮系統，中央指派三位，地方跟國軍的互動如何?或是國軍

有自己的機制來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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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應變中心與現地指揮官之指揮、協調權限探討之研究」第二次專家座談會 

會議議程 

時間 議程 

9:50-10:00 報到 

10:00-10:10 主席致詞 

10:10-11:00 討論事項 

1.中央前進指揮所與地方前進指揮所作業要 

點修正說明 

2.中央前進指揮所作業要點草案 

2.地方前進指揮所作業要點草案 

3.專家訪談問卷分析報告 

11:00-12:20 綜合討論 

12:20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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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災害應變中心與現地指揮官之指揮、協調權限探討之研究」第二次專家座

談會 

 

圖:「災害應變中心與現地指揮官之指揮、協調權限探討之研究」第二次專家座

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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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專家訪談紀錄 

  本研究於今年 6月至 10月之間，進行專家訪談問卷施測主要訪談紀錄。 

一、101年 5月 14日高雄市政府消防局江淑芬科員訪談紀錄 

高雄市消防局江淑芬科員訪談紀錄 

日期：2012年 6月 14 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1：30到 3：00 

地點：高雄市政府消防局 

 

高雄市消防局江淑芬科員(以下簡稱江科員)： 

以莫拉克風災為例，當時寶來道路交通中斷之時，其完全係靠地方和互助團

體合作，而沒有中央或地方政府的聯繫，係完全靠自己。等各機關於 12 日進入

寶來時才有與各機關進行聯繫協調。。 

蔡慕凡秘書(以下簡稱蔡秘書)： 

  蠻像我們在嘉義縣的阿里山經驗，阿里山部落遭遇三角土石流被切成兩個部

分，當地村里長就變成當地的指揮官，掌控全局，人力進駐也是 4~5 天之後的事

情。請問你們還是以消防單位為前進指揮所? 

江科員： 

  旗山國中收容站，那時岡山、鳳山實際前進指揮所還沒運作只有徵調消防警

政醫療、社會司。而設在旗山國中應該把它設成搶救人命進行實際搶救。 

蔡秘書： 

  研究出來的資料會做為前進指揮所將來律定所參考的資料，會前往各縣市訪

問專家。請問您從事防災工作時間?以畢業時間來算開始防災工作? 

江科員： 

  九十一年到大隊服務，九十五年到寶來分隊服務，總計在寶來分隊待了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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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期間遭遇災害發生時所開設之前進指揮所並沒有很明確認務權責，主要還是

以救災為主。原高縣的時候是分各大隊災情回報跟大隊那邊對口聯繫，之前也沒

有很明確的指揮所成立時機，只要災害現場指揮官要到就會成立前進指揮所的時

機。所以是要針對現在鎖定的三個地方定的前進指揮所，還是在災害現場就是前

進指揮所? 

蔡秘書： 

第四題的為分組指揮的規劃，想暸解如何作災害現場指揮?問卷上有不足的

地方可以在下面補充。本次研究希望能研擬出一個明確的作業要點。 

這次的豪雨也是各個局處都會到現場去載送然後社會局再做收容，各局處的

運作也是指揮官的運作，指揮官是市長指派各局處做安置。 

蔡秘書： 

  安置的地方為何?  

江科員： 

  事先準備好的營區，也會請軍方配合我們做收容安置，八八過後都有調查看

哪些地方適合收容，有徵詢過相關單位的同意。 

蔡秘書： 

  第七題主要想問救災時如何最快速調度資源? 

江科員： 

  最快速的為義消，而國軍支援能量最大。 

蔡秘書： 

  其他的選項比較像後勤支援？ 

江科員： 

  警察是公務人員，比較少參與救災，比較像秩序維護、義消為協助消防局作

人命救助。八八的時候，中央派支援至地方物資的時序很慢，除了中央跟地方，

包過跟地方的聯繫，也是有影響然後之前的通訊設備比較不足，但八八後已經補

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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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秘書： 

  現在來說已經算充足了? 

江科員： 

  業餘的無線電方面已經充足，義消跟里長也有給無線電，里長有自己的無線

電可以對外通用，中央有補助無線電點的設置，以衛星微波的方式送下來，這邊

都蓋在分隊的頂樓。有三個高抗災基地聯絡基地台，現在通訊比較不容易中斷 

以後前進指揮所必須由各權責單位負責，例如水利處必須以水利負責本次為第一

次非消防局的成立應變中心，其他局處都比較陌生，應變中心有很多種作業方式

水利署不清楚，各個機關必須對自己應變中心的權責瞭解清楚來建立自己的體

系。 

蔡秘書： 

目前不只單純針對消防，想瞭解的是大型災害可能需要很多支援來協助，研

擬一個現地指揮模式災害發生時就由應變中心直接指派再把指揮所拉過去整合

全部力量，消防只是一個模式。 

江科員： 

  指揮官必須是跨部會的。 

蔡秘書： 

等到現地指揮所成立後，消防局才會轉移至縣級防災體下。 

一開始降落在旗山國中，派遣各局處災區到現場做所有的通訊聯絡，每次遇

到災害都推來推去，最後還是由消防局來接觸。例如說龍捲風、風災與建築物都

不是消防局的權責，但最後還是消防局。這是署內做研究 必須針對部會去要求。 

江科員： 

作業要點寫的很清楚但各部會還是要求消防局協助，接防災業務這部分的人

員一直在換，更換率高。 

蔡秘書： 

所以本研究想回歸到一般指揮所的運作方式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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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科員： 

八八水災那時候沒有指揮體系，之後各局處的投入才比較多，臨時避難場所 

跟後續收容場所以前都是消防單位在做，沒有一個統整指揮官，都是各做各的。 

寶來當時就是兩個公家團體與一個地方社區發展協會團體幹部，晚上固定召

開協調會協調如何進行分工，進度到哪裡，那時沒有指揮官也沒有以誰為主，那

時候是一個自治的功能。最後軍方單位進駐，請軍方協助全部集中在寶來山莊，

有伙食小組，各司其職大家一起開會討論決議。  

蔡秘書： 

如果說之前在寶來的前進指揮所，當時的回報機制與內容為何？ 

江科員： 

隨時有新的狀況隨時回報到應變中心，沒有回到中央，應變中心與中央政府

對口這樣會比較清楚。 

中央直接對應變中心，直接支援就好，回報還是要循著原本的災害防救機制。 

蔡秘書： 

救災編制撤除的時機？ 

江科員： 

等到道路搶通後，土石流地區開挖以及後續處理疏通河道。後續在處理搜尋 

那塊，國軍協助道路搶修。回報機制都由我來負責回報應變中心。那時候找到的

罹難者殘缺的遺體都由消防小貨車載下去，當時的路況只有四輪驅動的才能夠

跑。聯繫上的問題還是沒有改善?不會按照計畫，調度直升機也是一團亂，沒有

按照預定的方向跑。 

蔡秘書： 

我在阿里山的救災經驗是當地村長跟村幹事五個部落降下來的物資有限的， 

物資不夠使用可能要連續三天量才夠，可以等物資存夠在一口氣再過來一次補足

會比較好。 

江科員： 



                                                                 附錄  

 187 

直升機由消防局這裡來申請但是直升機運作沒有規定協調好，這次水災撤離 

他們的本位主義以及路線早已決定好，不過可以預設過去的經驗，事後檢討還是

會有進步，總不可能說一直都沒進步。還有堰塞湖也是很嚴重的問題。 

蔡秘書： 

那瑪夏也有堰塞湖，確定大小及危害性通常是經濟部水利單位處理。 

江科員： 

水保局只監視土石流，林務局只監測地表山坡地。小林村剛發生就是堰塞

湖，後來一直謠傳有更大的堰塞湖，堰塞湖衝下來沖毀整條路，就有堰塞湖會破

壞的謠言，造成災民的困擾。這造成耗費很多資訊在這不實的崩塌量資訊上面。 

堰塞湖處理單位應該是水利單位處理，福衛二號的影像直到災後才看的出來，一

開始根本查覺不出來，每條溪流之流都有水量資訊，直升機有拍到影像但沒有傳

給政府。資訊都沒有給政府，且堰塞湖各項資訊確認時間很短，根本無法預警。 

蔡秘書： 

現在是想要讓現地指揮機制不要一直讓消防單位主政由適當機關主政所以

才提出這個問題。目前沒有前進指揮所作業機制，也是研擬之後才會設計出來，

未來要將之法規化，依照不同災害類別執行。 

江科員： 

沒有獨立救災單位，應該是表達由某一個單位來主導主政，橫向聯繫也是重

要的問題，已撤離災民來看，各局處的人數都不一樣現在變成各做各的，耗費很

多人力跟物力。縣市合併後，市區的救災模式套用在山區上面無法使用以前所建

立的經驗可能無效。 

蔡秘書： 

氣象研判的部分很多細節都會事先相關討論研判預估雨量與撤離機制開會

前會統一口徑。 

江科員： 

應變中心應該不會有不一樣的，消防會回報給消防大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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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科員： 

當災區沒有收訊時，直升機就會載中華電信的人至災區架設基地台。比較起

來，國外都是衛星電話不會有斷訊的問題，國內目前仍是以基地台為主，斷電就

沒有通訊了。 

蔡秘書： 

發展衛星跟實際所遇到的情形沒有辦法結合。 

江科員： 

所以當我們那裡通訊中斷，就會誤傳寶來滅村的消息。桃園鄉六龜鄉那時候

都有通訊，但我們這邊(寶來)沒有。後來只能跟六龜通訊，請六龜幫我們通知訊

息。 

蔡秘書： 

中央跟地方如何在救災方面權責的協調? 

江科員： 

    以八八水災來說地方已無法行為，一定要靠中央的調派支援。 

 

附錄圖 1:訪談照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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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1年 6月 27日台中市政府消防局陳良安科員訪談紀錄 

台中市消防局陳良安科員訪談紀錄 

日期：2012年 6月 27 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 10:00 到 11:30 

地點：台中市消防局 

 

台中市消防局陳良安科員(以下簡稱陳科員)： 

  現在前進指揮所的資訊還不是很完備，現在台中市的場地預計是在豐原區當

作中央的前進指揮所，那是我們之前臺中縣的災害應變中心，因為我們現在已經

縣市合併，就以那邊的系統設備當作中央的前進指揮所，設備完善就不用再另外

找地方設置。 

  因為我們台中的轄區特性，比較常發生災害的地方就是和平區、新社區、東

勢區，將前進指揮所設置在豐原也是因為離此地區很近，能立即反應。我們在豐

原附近規劃體育場提供直升機起降、運輸、救難，以前縣市還沒合併，就以那個

地方為主。 

雲科大水土中心蔡慕凡秘書(以下簡稱蔡秘書)： 

  如果成立應變中心，災害發生後，接獲通報就成立，還是說災害擴大到無法

控制才成立?還是應變中心宣佈開設一級後成立? 

陳科員： 

  以未來發生後災害擴大到無法控制，接獲通報陳報上級決定。 

蔡秘書： 

  這個問題牽涉到未來參考機制，以律定未來開設時機要什麼時候，各縣市有

時候不一定，像是有的縣市是災害擴大到無法控制時才成立。 

陳科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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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還是以陳報上級，上級認為有需要才要成立。 

蔡秘書： 

  應變中心運作分組上的任務編組，不知道目前的任務編組為何?前進指揮所

運作分工上會有幾種功能? 

陳科員： 

  指揮派遣災情通報醫療救護，媒體公關應該就是地方災害應變中心。 

蔡秘書： 

  如果是前進指揮所可以直接指派當地消防隊前往救援，為了瞭解前進指揮所

的開設位置，通常你們過去或是未來大概會設在哪裡?第一個是有隱蔽物的事故

現場，或是當地消防隊或政府機關? 

陳科員： 

    應該是所屬的消防隊。 

蔡秘書： 

  寶來溫泉的經驗，也是當地消防局為主，牽涉到其他機關的話協調比較方便。 

另外有關於指揮官選任的方式以什麼方式? 

陳科員： 

  應該是上級指派，如果是以救人為主就是消防隊，如果是以搶險為主，道路

救援之類的是以公務員為主，但是以目前來看，大部分搶險仍然是以消防局為主。 

蔡秘書： 

  應該要以分工方式為主，來認定今天前進指揮所的任務到底在哪裡? 

陳科員： 

  對，救災方面都以消防局。 

蔡秘書： 

  根據你的經驗人力物資最快集結的方式? 

陳科員： 

  應是以義消跟國軍為主。災害發生時徵召義消並無硬性規定，但義消之集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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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是快速。如果成立應變中心，國軍的協調官就會進駐，有需要的救災物資會直

接跟他們申請。 

蔡秘書： 

  所以排順序來看以國軍、義消、警察、非政府組織團體。前進指揮所的物資

調配上，前進指揮所向中央申請的救援直升機、救災器具等人力物資支援，或是

缺糧等沒有立即的危機發生時，中央應該多久進駐? 

陳科員： 

  還要看天空跟道路狀況。 

蔡秘書： 

  那如果是直升機則需要多久時間?有沒有硬性規定? 

陳科員： 

  沒有硬性規定。像 610水災，道路物資的話社會局在梨山地區有儲備物資可

以直接送至災區，三十分鐘內不太可能，至少要六十分鐘左右，要看當地的道路

狀況。 

蔡秘書： 

  如果說中央要直接派遣人力物資到前進指揮所的時間會不會有律定?未來我

們希望將時間給定下來做為參考。 

陳科員： 

  最少也是要六十分鐘，有搶救人命的方面一定是需要最迅速的，而六十分鐘

內的是可以接受的。 

蔡秘書： 

  影響中央支援速度的成效? 

陳科員： 

  最重要的關鍵應該是第二個前進指揮所與災害應變中心的通報，可以馬上請

求中央支援。 

蔡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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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看法比較不一樣，前進指揮所影響救災的速度應該是中央與地方的機

制。我們請求支援，他們要先執行哪一個部分都應該由現場指揮官來協調要求。 

陳科員： 

  有的時候現場災害評估會比較久，評估的速度馬上要請求中央的話，我們地

方災害應變中心應該可以馬上回報中央，應該是第二或第三，應該是現場回報機

制最為關鍵。 

蔡秘書： 

  前進指揮所通訊的問題在開設上會請國軍還是自己架設? 

陳科員： 

  消防局會自己架設，通訊算充足，但可以再加強，還是會受到天候的影響。 

蔡秘書： 

  寶來分隊的經驗是當地前進指揮所的對外通報完全失聯，只有把無線電打到

六龜，請六龜幫忙聯繫。對外通訊是充足可以再加強。還是說裝備會不會有故障？ 

陳科員： 

  故障很少，但還可以再加強。 

蔡秘書： 

  雲林縣龍捲風成立前進指揮所卻不知道主管機關誰負責，指揮官是哪個單位?

按照現場事故方式，比如說公務處調度大型機具，大型吊車處理的處理就由公務

處負責。還是說會是按照法令的救災分工? 

陳科員： 

  我是覺得都有牽涉到，如果法令規定災害用這樣分，如果沒有歸屬明確的話

當然是依照災害系統和專業分工。 

蔡秘書： 

  應該也有遇到這種問題吧?像是雲林縣就是救災的專業分工的做法。依照法

令是要分工但是現場指揮也是很重要。先依法令，再依現場指揮運作，最後是現

場專業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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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科員： 

  因為有時候指揮官係由指派而定。 

蔡秘書： 

  這個很難講，有時候是因為市長的判斷。像是雲林縣宣佈是否上班上課那

天，我和縣長和教育處長再討論，當下評估的時候雨量預估有達到標準，風力還

沒達到，但是六月二十號那天是雲林縣很多學校畢業典禮的日子，他們會擔心被

媒體拍到很多學生冒雨前來，所以教育處長就會有不同作法。 

雲科大水土中心研究助理章之岱(以下簡稱章助理)： 

  第十二題各部會都有不同的權責運作機制，比如說水災是經濟部，請問這有

解決方式? 

陳科員： 

  應該是第二個，很少是職權分工，水災應該設在水利中心，但還是設在消防

局。我們還要教他們彙報紀錄。我們是完全都不管了，水利單位就成立一個應變

小組，他們派員進駐，其餘幕僚作業都由我們處理。 

蔡秘書： 

  我們是幫他處理的一次彙報而已，第二次以後就由他們自己負責。 

陳科員： 

  我們是連經費都要我們自己負責，他們只是一個名稱，本身有成立一個應變

小組，但是成立在他們這邊，事情還是我們都在做。 

蔡秘書： 

  我們災防辦就設在消防局，各單位接掌應變中心的人都要重頭教起。到最後

還是以風災的模式由消防局處理。 

章助理： 

  十三題是需要做一個有明確律定出來的前進指揮所法規?比如說要以災害類

別還是要以任務編組方式? 

陳科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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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要以任務編組方式，因為依災害類別有時候會牽涉到很多單位。用任務

會比較不會混亂。 

蔡秘書： 

  這就是我們在其他縣市推動災防辦的用意。要讓各局處專業分工，消防局就

是救災救人沒辦法接觸專業領域的事務，像水災並非消防署的專業領域，應該回

歸專業。 

陳科員： 

  台中市也成立災防辦。 

章助理： 

  第十四題想問成功前進指揮所的要素?最主要的因素? 

陳科員： 

  應該是第三個是最主要的，然後中央支援，第三個是現場前進指揮所的效率。 

蔡秘書： 

  第十五題是不是需要建立一個機制? 

陳科員： 

  應該要。 

蔡秘書： 

  地方跟中央前進指揮所需不需要建立一個協調機制? 

陳科員： 

  是應該要評估，需不需要中央來進駐。 

蔡秘書 

    修法就是要一致，中央不直接處理現場災害，過去也有說現地應回報給應變

中心，應變中心再報給中央。 

陳科員： 

    那就增加困擾。應該是需要但還是要再考量情形，不能再增加地方前進指揮

所的相關作業程式，因為其可能已經忙於各種救災調配狀況，會顧此失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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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秘書： 

  最後一題是目前所屬單位對災害處理的績效為何? 

陳科員： 

  我目前還沒有說遇到真正重大災害，目前來說尚可。 

蔡秘書： 

  那有辦法應付大型災害?因為現在縣市合併之後到底災害管理如何? 

陳科員： 

  我們現在運作狀況就是應變中心成立後，各局處都要進駐，地方區公所的需

求我們還要回報進駐的單位，要有處理能力的單位，由各專業的單位來處理。 

蔡秘書： 

  如果說今天台中市高鐵的災害，整備情形如何? 

陳科員： 

  如果大規模災害，可能尚可。有太多不確定因素，無法達到佳。高鐵有演練

但還沒有遇到，如果說超出我們的狀況，我們也無法應付。高鐵災害也是屬於我

們災管處理。比較偏重在任務方面的編組，最後運作上還是就任務編組方式。 

章助理： 

  五都有區分區級跟市級的分別目前陳報方式? 

陳科員： 

    目前是逐級陳報，如果是颱風的話是市級先通報地方災害應變中心請他們準

備，不過假如是突發狀況災害還是要由區級先去看，然後通報災情，再請示要不

要成立前進指揮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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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圖 2:訪談照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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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1年 6月 28日嘉義市政府消防局蘇耀星副局長訪談紀錄 

嘉義市消防局副局長蘇耀星副局長訪談紀錄 

日期：2012年 6月 28 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 10：00到 11：30 

地點：嘉義市消防局 

雲科大水土中心林啟峰組長(以下簡稱林組長)： 

雲科大水土中心研究助理章之岱(以下簡稱章助理)： 

請問您從事防災工作的時間有多久? 

嘉義市消防局副局長蘇耀星副局長(以下簡稱蘇副局長)： 

從學校消防單位畢業後就開始從事消防工作至今。 

章助理： 

第二題是請問參加過前進指揮所的經驗有幾次？ 

蘇副局長： 

二十次以上。 

章助理： 

請問有沒有副座印象深刻的參加經驗? 

蘇副局長： 

很多。 

章助理： 

昨日本團隊有訪問台中消防單位，其有談到台中的前進指揮所是設立在災害

應變中心，故請問貴單位事故現場的設置位置在哪、是否和其一樣？  

蘇副局長： 

  前進指揮所設有縣市過來現場支援的指揮官，指揮官在這邊支援統籌報到，

你現在問的是地方，地方也就是你們最高的層級單位。假設東區哪裡有坍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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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現場可能出現火災，我就會派指揮官(有可能是大隊長或是副隊長)前往處理，

但與你剛說的規模程度是不一樣。問題並未釐清因此達的可能有點不一樣。 

章助理： 

    有關第四題，請問副局長您的意見為何? 

蘇副局長： 

  指揮所指揮官第一個先定位他們的災害事故現場，原則上目前的基本單位以

大隊幹部為指揮官，如果像其他五都或是阿里山就要要因地制宜。單一現場單一

指揮就比較不複雜。看事故規模大小、分區遠近、再來定位。都要向嘉義市應變

中心報到，最後就是應變中心報到所以消防局也是業務系統的首長。 

蘇副局長： 

  第七題，救災的人力物資下列何者為最快參與救災者，問題本身應該訂為協

助消防單位搶救最快的人力，最快的就是警察跟義消，國軍要透過縣市政府地方

國軍現場協調官申請，除非要有規劃性的事先到場籌備分工，像是颱風那些事先

性的兵力可以找國軍支援，因非政府組織本身不具救災能力，建議將非政府組織

改成民間救災組織團體。 

章助理： 

    第八題，中央派遣物資到前進指揮所的物資與人力是否快速？ 

蘇副局長： 

  這部分我無法回答，因為在中央這部分的資源好像很少，支援到嘉義市的比

較少。中央最近幾年都沒有支援到嘉義市，十年內的災害都是嘉義市政府自己處

理的，大部分都沒有中央來處理的，要支援直升機對事故的時效性來說，中央有

中央的距離，事故規模大到一定程度中央才會設立前進指揮所，中央要不要接管

地方，要按照災防法令分辨清楚。災防法跟地制法不同地治法是災害事故為地方

事務，中央災害防救法是中央聽從地方指揮官領導。 

    我們只要遵守誰是指揮官，誰就要聽誰的。但是中央有定位接管地方，那樣

依法就可以了。法令有定位中央在必要的時候可接管地方你來支援我 就是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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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揮官報到，就被指揮官分配到哪裡。中央接管地方之前，中央任何單位都要項

指揮官。 

章助理： 

  第九題，您認為支援速度上面的速度為何？ 

蘇副局長： 

  陸軍十軍團的各種指揮一定要由中央的派遣才能動，事故有緊急性，如果還

要很長的作業程式填寫文書報告與具體申請考察，當然說是要瞭解真正的需求，

現在很多需求是以這個轄區算簡單，但以嘉義縣來說直升機到空中跑一下是不是

就能將災情掌握了?災情有好幾個，可能要派好幾個單位，這幾個單位研判上，

縣市轄區人力不足，災情可能要重評估要將緊急性跟重要性去分開，才能去定

位，指揮一個災情他的複雜程度是很廣的。災情資訊透過分析研判之後，定位出

指揮救災的據點圖，就非常清楚了，但是指揮的人員頭腦要冷靜快速，勝任的關

鍵是機制要簡化，授權程度要到達到你到達條件就可以救援，指揮官一定要有指

揮調動能到各個單位的能力。 

章助理： 

  就您參加過的前進指揮所對外通訊問題是否充足，無通訊網路時該如何對外

聯繫? 

蘇副局長： 

  一般來講我們的通訊分成有線電(手機)、無線電(車窗臺)目前這些個人裝備

通通都有各人都有攜帶，現行上看起來是充足，但是有線電只要電信網斷掉就不

行，無線電只能做短程的通信，是地方性區域性的小救災，市區跟山區的方式不

一樣，山區跨過一座山無線電就沒有通訊了。所以這本來的選項不見得這麼單純

可選，衛星電話可補充有線電的通訊死角，不經過平面走的，無線電要通過一個

小至高點在放會比較好，衛星是直接射到衛星在射下來的。以目前的通訊來說在

市區是已經足夠的，無線電在市區除了地下室外都可以通，一般指揮所通常不會

放在地下室，除非無線電中繼站倒掉。區域小的地方很容易通訊充足，但是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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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地方就是不一樣了。 

章助理： 

  第十一題想問地方跟中央的前進指揮所時間是否要律定? 

蘇副局長： 

  這問題設定不好，因為在救災現場任何通訊時間都是固定隨時在聯繫的，如

果說跟中央通報的時間，目前中央以指揮中心的規範，現在已成立指揮所，是在

現場的，地方前進指揮所會跟地方災害應變中心報告，地方災害應變中心在跟中

央前進指揮所報告，中央的前進指揮所有沒有跟地方的災害應變中心結合?要先

搞清楚這個位階，中央已經設到地方來了，應變中心同時是前進指揮所，地方的

前進指揮所是現場，地方災害應邊中心跟中央前進指揮所已經是同個地方了，現

在的問題是中央前進指揮所要不要跟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結合?需要實務的經驗比

較容易瞭解。 

林組長： 

  假如中央前進指揮所跟地方災害應變中心結合時之定位為何? 

蘇副局長： 

  中央前進指揮所有沒有接管，地方災害應變中心還是在繼續指揮地方的前進

指揮所，中央前進指揮所的工作是什麼? 

林組長： 

  是聯絡調度的角色? 

蘇副局長： 

  那要看是由地方服從地方災害應變中心的指揮，或者是要中央來指揮地方災

害應變中心，這必須要把位階給搞清楚。 

林組長： 

  是要看災害規模程度?災害規模過大中央是不是會直接進來? 

蘇副局長： 

  那就是需要一個正式的系統，第一個法律授權，再來就是正式的行政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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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說這個現場我接管了，地方政府就不用接管。以目前的災害防救法有沒有這樣

規定，必須定位清楚，不是要指揮又不負責。會不會是地方主要主導應變部分，

中央主動來幫忙協調其他的資源來指揮。簡單來講就是由誰在指揮? 

    前進指揮所的定位是什麼?中央的應變中心跟地方的應變中心跟中央前進指

揮所跟地方前進指揮所的角色定位又是什麼? 

  我認為中央前進指揮所本身是督導地方而已，地方來搶救，中央是像中央災

害應變中心報告，中央跟地方有沒有指揮關係，必須先把災防法搞清楚。有指揮

的話，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就可以授權中央前進指揮所去指揮地方災害應變中心，

但權責還是必須要弄清楚。 

  假如說中央派部長，部長代表前進指揮所與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因此要先把

法的位階瞭解清楚。國外的機制就很好，以軍艦作為例子，若艦長精神狀況不好

了，副艦長則可以去暫時取代艦長。希望建立一個制度上的機制，希望所有的指

揮人員可以依這個機制和法源制定清楚。  

  中央前進指揮所要派請什麼人進來，中央前進指揮所有沒有接管，中央前進

指揮所到這邊來了，我還是繼續指揮地方前進指揮所?   

  需求和供給可以在相互的認知內達到，才叫做協調，如果需求得不到任何一

方滿意的答覆那就協調不成了，如果需求過當供給面不足時，供給面很充足沒話

說，如果對中央而言，如果十個需求需要十萬個兵力，我這邊才三萬個那要怎麼

樣去分?請問協調機制是否得宜?這東西很難回答，如果是需求面可能不是很理

性，如果是供給面可能需要正確詳細的資料。需要抽水機，挖土機的實質需求面，

比較確實比較具體的需求，有合理的計算出來，可能會覺得他的需求比較合理，

如果覺得他的要求是合理的，那就立即的派遣。半個小時派過來這種需求是辦不

到的，可是制度上海鷗 903兩千公尺以上是由國軍來協助，是由地方來甚至由警

察消防系統請求支援，這樣本身就有不同想法，那中央本身橫向協調那怎麼辦?

中央不是只有單一指揮官來做決策的，中央本身橫向協調也是很痛苦的。 

  因為前進指揮所(災害現場)再來是地方應變中心，那中央前進指揮所協調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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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已經跳一級了這已經把地方應變中心給架框出來了，基本上地方前進指揮所是

不跟中央前進指揮所報告的。除非中央前進指揮所是在現場，或是設在地方災害

應變中心總指揮的位置，要先把這個問題搞清楚。如果說是總統或部長到達地方

前進指揮所，那這樣他是指揮還是視察還是督導?他要不要尊重地方前進指揮所

現場指揮官搶救，或撤銷指揮官命令直接接管?這就必須要搞清楚。現在部長和

院長到現場是由現場指揮官向他們報告，實際權責還是在指揮官。 

章助理： 

  第十三題為是否設立一個前進指揮所的法規? 

  各種災害已經有分工了，風災水災地震的災害分工還是有目前我們的制度有

指揮官，指揮官是以 ICS 機制運作，系統下面有幕僚官、其他配合單位都向指揮

官報到，風災有風災的指揮，火災有火災的指揮，我們災害防救法就是定位這個

事情，只是說，你要運作前進指揮所的法規，地方前進指揮所是地方災害應變中

心派出來，服從地方災害應變中心的。現在反而是中央跟地方災害應變中心的定

位怎麼來分反而會比較重要，中央到底是要定位在指揮還是協助，那地方跟中央

如果你的中央前進指揮所代表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那地方災害應變中心跟中央災

害應變中心的關係是怎麼樣，先把法規定清楚。 

  災害防救法就是法規了，災害防救法有沒有規範到中央跟地方災害應變中心

的權責，必須先找出來。加強災害防救相關機關團體之縱向指揮督導及橫向。我

覺得現在要先把這些定位出來，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有沒有定位到災害嚴重時接管

地方?像是銀行跟地方農會財政不行，財政部就可以直接接管。中央災害應變中

心能不能直接接管?換句話說，就是我接管他以後他的職權就完全被我取代。到

最後是指揮權責的人負責。當然現在指揮官不一樣，因為黨派惡鬥之下，指揮官

不見得很專業，選舉首長對救災不專業，法令要定位到首長有指揮權，還沒有專

業事務官的力量。權責上是要分明，要把他定位清楚，但要不要訂新的法規?災

害防救法去修正就好了。 

章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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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研究是為了訂定一個好的前進指揮所作業要點，以供中央參考。 

蘇副局長：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是什麼?先把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跟地方的災害應變中心的

上下定位清楚，因為地方自治法，地方有自治權，但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有定位到

前進指揮所的授權面代表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那就可以有指揮授權的位置那就可

以。再來是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跟地方災害應變中心之間的指揮官關係，中央是不

是只有支援，受理協調協助，有沒有指揮的關係，先把他定位清楚。這個很重要，

現在都是講求法治，如果遇到這種情況，地方要調五百個然後中央前進指揮所長

官說不行的話，請問這個要聽誰的?先看誰有指揮關係?如果是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指揮接管，事務官還是要依法，依據災防法規定解除地方指揮官的職責，那這樣

就可以了。如有這樣的法令授權當然好。 

章助理： 

  最後兩題前進指揮所最重要的要素請依數字排序。您認為最重要的關鍵就排

第一個。題目主要都是以地方前進指揮所來作思考。 

蘇副局長： 

如果是以救災現場…2。  

我的職權效率良好就不需要中央了，效率良好我的運作還是可以解決，欠缺 

的先請求，會向應變中心反應，如果是跨縣市協助，但是他們還是要聽命於他們

縣市長調度，我們只能受到部分的回應，而不是全部的支援，等於是各自管控自

己的救災力量，並不會全面答應你的救災需求。那中央能不能直接派國軍?需求

在救災而言，所需求回歸到時效性基本面，當然最近最快。支援協定是不是能達

到效率，還要去檢討支援協定的效果。如果派出太多人力我們這裡就沒人了，國

軍當然是最好的人力，國軍的支援要不要中央來支援?國軍是由地方來協調當地

國軍部隊，那是最快的。譬如說國軍的一個軍團，一個軍團通常都是跨縣市的，

也要統籌考量軍力，也要評估自己的軍力和能力和對方的需求才能拿出來的。 

問題設計之前，先把中央跟地方分清楚，行政職務越高階調度就會越順利，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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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在法律層面方面也把他訂的比較清楚會比較好。 

發生災害的時候，通常一定的硬體跟人數，面對一定的災害量，車輛救災機具，

人力訓練好，指揮有效率，面對一定的災害都沒問題。應該先有條件設定才能講

執行成效如何。       

 

 

 

       

附錄圖 3:訪談照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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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01年 6月 29日南投縣政府消防局丁詠晉大隊長訪談紀錄 

南投縣消防局第三大隊大隊長丁詠晉大隊長訪談紀錄 

日期：2012年 6月 29 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3:30 到 4:40 

地點：南投縣消防局竹山鎮第三大隊 

 

雲科大水土中心研究助理章之岱(以下簡稱章助理)： 

  想跟您解釋一下這次研究的目的，這個圖的四者協調的運作，地方前進指揮

所聽命於地方災害應變中心，災害重大的時候就會設置中央前進指揮所，中央災

害應變中心就會設置中央前進指揮所，他們應該是一個這樣的機制。但有時候地

方災情嚴重的時候，地方會不會直接跟中央直接申請調度，跳過中央。 

丁大隊長答(以下簡稱丁大隊長)： 

  災害應變中心的災害規模是屬於什麼性質? 

章助理： 

  天然災害 以人命搶救為第一優先 

丁大隊長： 

  以目前來講，我們南投縣目前都是單一事件的前進指揮所，所以並不像那種

大型災害的前進指揮所，當然他也有可能是那種大型的災害，但是他只是針對單

一事件，你講的地方前進指揮所有沒有可能是那種大範圍的那種災害事件，可能

會在地方設置前進指揮所?就我所知民國 85年的賀伯颱風，它在水裏那邊成立前

進指揮所，那個就是針對整個大型災害，目前我所經歷過的都是單一事件的前進

指揮所。所以那還是有差別。 

  可能是一個空難事件，天然災害或是水災，莫拉克颱風造成集集台十六線，

七部車十五個人墜落水溪，那個也是屬於天然災害。或者是像豐丘明隧道，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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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辛樂克颱風的外圍環流，造成整個隧道旁的山坡滑落掩埋了車子造成七個人死

亡，這種單一事件。所以前進指揮對我們來說有單一事件的前進指揮所，也有大

型事件的前進指揮所。 

章助理： 

  如果是大型事件，需要跟中央的協調? 

丁大隊長： 

  大型事件通常我們協調，如果是整個縣的我們就會成立縣的災害應變中心，

如果是屬於單一事件的話，我們只會設立消防局的應變中心，這個部分可能會視

情形，需要的話跟中央申請支援，那這申請支援就不是我們前進指揮所這邊的事

情，那是屬於消防局指揮中心，或是縣的災害應變中心來做申請的部分。 

章助理： 

  假如說前進指揮所這邊需要申請物資，也是要向地方南投縣政府這邊申請物

資? 

丁大隊長： 

  對!南投縣或是我們消防局災害應變中心，物資夠不夠，怎麼向中央申請?這

就不在於我們前進指揮所所考慮的部分。 

章助理： 

  這份問卷是我們的前言，下面試我們施測的目的，如果您覺得沒問題，我們

就可以翻到下一頁。 

章助理： 

  第一題是請問您從事防災工作的經驗? 

丁大隊長： 

  十年以上。 

章助理： 

  第二題是請問您有參加過幾次災害應變中心設置前進指揮所的運作? 

丁大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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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這問題是屬於單一事件還是大型事件的前進指揮所? 

章助理： 

  綜合的。 

丁大隊長： 

  大概五到十次 

章助理： 

  請問您有沒有近年來印象最深刻的一次經驗? 

丁大隊長： 

  近年來就是莫拉克颱風的集集台十六線，造成道路被沖毀，七車十五人跌落

溪穀中。 

章助理： 

  請問您還記得當時的救災編組模式? 

丁大隊長： 

  總指揮官是由我們分局副局長擔任，而我是屬於副總指揮官，有分後勤組，

還有輪流三組輪值的指揮組部分，還有後勤組的部分。 

章助理： 

  請問您第三題，怎麼樣的災害等級會成立災害應變中心設置前進指揮所? 

此是指地方災害中心派駐的前進指揮所。 

丁大隊長： 

  以上三者都不是，應該是說以災害類別區分，直接抵達現場。 

章助理： 

  關於第三題，南投縣的災害應變中心是以災害類別來決定派駐前進指揮所? 

丁大隊長： 

  原則上目前有分兩種情形，一是應變中心認為我們需要我們就成立，或是認

為成立之後前進指揮官是誰，認為時機需要我們就到現場成立，雙方面的去做運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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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助理： 

  所以說我們也可以先成立前進指揮所，然後跟縣的災害應變中心做報備。 

章助理： 

  指揮的權限是? 

丁大隊長： 

  我們現場的指揮官。 

章助理： 

  假如說中央前進指揮所進駐? 

丁大隊長： 

  中央目前是沒有在南投縣成立前進指揮所的情形。 

章助理： 

  那接下來請問第四題，這題是主要想問前進指揮所任務分組的架構，可複選 

以上都有，請問有沒有您認為有但選項上沒有的，可以請您補充。 

丁大隊長： 

  後勤支援。有時候醫療救護可能不需要，但是災情嚴重時醫療救護可能需

要。單一事件的話，可能是一部救護車，災害有需要的話再載過去，需要的部分

我們這邊都有。 

章助理： 

  第五題主要想問災害發時前進指揮所的主要位置設置會在哪邊? 

丁大隊長： 

  原則上是第一個事故現場掩蔽物的樓房。 

章助理： 

  我們有訪問過其他縣市，有些單位是設在事故現場附近的消防局? 

丁大隊長： 

  原則上是有隱蔽物的樓房，比較近的話就是消防局，比較遠的話像是杉林溪

離分隊比較遠，我們就會在事故現場選擇前進指揮所的地點。像是杉林溪的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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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是在派出所，我們就會設在派出所。那我們有一次是在___(收音幹擾不清楚)

森林，那邊登山口有座民間的製茶廠。所以任何地方都有可能，但還是要以事故

現場為最優先的地方。 

章助理： 

  您認為前進指揮所指揮官須要有哪些的條件? 

丁大隊長： 

  應該是依職權分工所屬。 

章助理： 

  不過我們曾經訪問過有相關經歷的有選過對現場事故的熟悉度。 

丁大隊長： 

  對現場事故熟悉但是他的職位並不高，給他做指揮但是給他其他單位他卻不

能調動，即使他有調動權但是可能不熟悉指揮體系。以實務經驗表現優異者也是

因為職務上權責的關係，依職權分工的專業來說，比如說我是大隊長我到現場就

是前進指揮所指揮官，但並不是我身為指揮官就要全部都瞭解，我必須應用我的

幕僚，我的幕僚一定要去找對事故現場熟悉的且這個案件有經驗的，有什麼問題

是我指揮官自己做負責。 

章助理： 

  第七題就您的經驗來考，下列哪個單位協助消防單位元救災速度最快？ 

丁大隊長： 

  最快部分仍是義消，義消是屬於我們組織訓練編組的，所以調度起來還是最

快。 

章助理： 

  那國軍呢? 

丁大隊長： 

  國軍的部分我們必須透過申請，義消以我們南投縣為例，有災害發生我們只

要透過電話詢問系統，馬上詢問他們，他們馬上就可以過來了。而且這個機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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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山難或是火災等災難救援，都能馬上找到義消協助。 

章助理： 

  所以說是先請義消之後才是國軍或是警察? 

丁大隊長： 

  對，之後才是請他們協助支援 

章助理： 

  那民間救災團體的定位? 

丁大隊長： 

  我們會視災害類別，像是火災或山難事件，假如是火災會以義消為優先，山

難會以民間救難團體為優先。火災就是單純義消協助，更大型的災害我們可能會

申請到國軍。 

章助理： 

  基本上還是以義消，大型災害才會用到國軍? 

丁大隊長： 

  對。 

章助理： 

  那請問大隊長台十六線集集線車子墜溪事件，當時也是請義消來協助救援

嗎? 

丁大隊長： 

  對。 

章助理： 

  那國軍當時的情形？ 

丁大隊長： 

    國軍後來也有。 

丁大隊長： 

  第八題的題目本身就有問題，所為調度快慢，也要看他地點與申請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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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沒辦法回答。 

章助理： 

  這題我們之後會做改進。 

丁大隊長： 

  如果說這邊我們有大型災害，調度上十分鐘內不可能，除非是自己所轄的馬

上調度馬上申請，如果是中央來講還要考慮行政系統，調度上當然是以地方先需

求，如果地方上沒有物資，我們才要調度中央的。本身我們轄區比較偏遠，這個

很難講近遠的部分，如果以空勤總隊的部分機器要開機定位，通常都要三十分

鐘，三十分鐘算是蠻快的。 

章助理： 

  下一題主要是想問救災在協調機制上的關鍵? 

丁大隊長： 

  應該是第一或第二，兩者都有可能，中央跟地方災害應變中心或地方災害應

變中心跟前進指揮所通報之間的影響，兩個部分都有可能。 

章助理： 

  請問您沒有勾選第三點的原因?假如現場一片混亂，對整個支援速度也是會

有影響。 

丁大隊長： 

  這個也是會有影響，目前只能根據現場的人力來做指揮，指揮完之後有需要

才會跟中央提出申請。 

章助理： 

  一二才是最後的關鍵? 

丁大隊長： 

  對。 

章助理： 

  第四應該不是重要的問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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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大隊長： 

  常常上面不會影響到，前進指揮所指揮官來決定中央的資源，消防系統和消

防署支援聯繫上比較不成問題，我們可以直接跟消防署通報。答案應該是 123。 

章助理： 

  這題主要是想請問在大規模的災害發生下，無線電跟有線電的通訊是否充

足? 

丁大隊長： 

  原則上目前還可以再加強。 

章助理： 

  請問再加強的部分是哪邊? 

丁大隊長： 

  通訊設備的更新，現在電子器材可能礙於政府機關採購的相關規定，採購到

的東西可能都是一年之後的產品，以現在電子產品來說一年之後都是比較落後

的。所以都說現在東西是充足沒有錯，但是可以再更新，比如說 GPS 衛星電話

或無線電本身的機種。 

 

丁大隊長： 

  目前第二個複合式災害增加，運作協調混亂，這倒是有可能。 

章助理： 

  台中市他們也是認為第二點。 

丁大隊長： 

  目前有在運作，但是並不是非常順暢，但也不能說運作不當，應該是可再加

強。那當然這都是透過平常聯繫，最主要是主管機關，如果協助機關可能是要看

他們的心態，有些會主動去做，有些採被動方式，是被協調機關主動或被動的問

題。 

章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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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題，請問是不是需要建立一個前進指揮所的法規？您認為必要的話有兩 

種方式一種是災害任務分工，一種是災害類型，例如說是風災火災等。 

丁大隊長： 

  一二都是需要。比如說水災，救援是我們，但道路搶修可能是公務單位。大

型災害發生時衛生醫療必須進駐才對，而不能講說救人就是消防單位所以事情都

由消防單位協調。 

章助理： 

  可是現在好像都是這個情形。 

丁大隊長： 

  所以會遇到一個協調大問題，例如山難也需要山難警察的協助但問題就在對

方單位被動協助消防單位。 

章助理： 

  這個研究主要也是想研究中央部會跟消防單位所屬權責釐清的問題。 

丁大隊長： 

  有時候會變成我們消防不是你們的權責單位，只是協助。但又變成我們主

導，也不知道你們主管單位能做到什麼程度?還有另一情形是我們要求的協助你

們主管單位又不一定會接受，因為我們也沒有指揮權。 

章助理： 

  對阿，沒錯指揮權就會變得很混亂。接下來就是下一題，原本這題目還有一

個選項供選擇，但後來覺得影響不大就決定刪除。 

丁大隊長： 

  應該是這樣 1、2、3。 

章助理： 

  最後一題，請問您認為貴單位面對災害發生時的執行狀況如何? 

丁大隊長： 

  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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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助理： 

  可以補充說明需求或是表現良好的地方可替未來做個參考。 

丁大隊長： 

  增補事項應該還是其他單位的權責分工。 

章助理： 

  問卷結束之後，有些問題還想要請問大隊長，想請問的是現行依照前進指揮

所的分工，重大災害跟單一災害前進指揮所分工的狀況? 

丁大隊長： 

  目前單一災害可能都是山難或火災事件，警察機關的分工到哪邊，那像是大

型災害的可能就是重機具的，單一事件來講我們消防單位可能就會協調我們廠

商，大型災害像是豐丘明隧道或是莫拉克颱風的事件，這已經不是我們平常能夠

處理的，可能要動用的大型機具會比較多，公務單位可能要協助，家屬要找尋罹

難者、罹難者屍體安置等，這些都是社會局必須協助安置。 

章助理： 

  這個法令法規有規定。 

丁大隊長： 

  對但他們通常都沒做，原因是因為我們通常沒有要求他們所以他們沒來今天

他們知道但我們沒有講他們就不來? 

章助理： 

  我們消防署需不需設置一個大型的前進指揮所設置場地? 

丁大隊長： 

  針對大型災害有必要，單一事件就單獨救災體制，大型災害事件可能是有很

多的關單位去做支援分工的部分。 

章助理： 

  分工也是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前進指會所下令? 

丁大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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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中央的災害應變中心是指導原則，到地方災區去，訂立地方的救災任務

分工。 

章助理： 

  地方還是搶救任務為主，中央以支援為主？ 

丁大隊長： 

  對，以我們南投這邊來講，前幾年南投這邊都是屬於大型災害，可能跟地方

和中央都有一個很好的支援與協調默契，就我所知道目前就請求支援方面大概也

都沒有什麼問題。 

問： 

  請問一下前進指揮所的運作方式有遇到什麼樣的困難?可能是編組或運作方

式?譬如說跟中央協調上有無問題? 

丁大隊長： 

  目前都 OK，但有時候中央常常要第一手資訊就直接打電話給前進指揮所指

揮官，但這是不合理的。還是要透過縣的災害應變中心來做申請，再向中央做申

請。 

  如果訊息已向縣災害應變中心回報，中央打電話過來再回報也是可以，但有

時候會變成訊息還沒向地方應變中心做回報就直接向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回

報，不僅是體制上，連指揮權限都會有問題。如果說我直接向中央申請支援，地

方的災害應變中心都不曉得，那這樣可能會造成日後現場指揮更混亂的情形。 

章助理： 

  地方如果無法承擔災害管理，中央會強制接手嗎? 

丁大隊長： 

  原則上目前還沒發生過，中央會指示該怎麼做，目前地方上仍有還是有地方

的權限。 

章助理： 

  搶救仍然是地方的權限，中央只是指導，可是中央有時候會越過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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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大隊長： 

  對，這樣子會造成現場指揮官的困難。 

章助理： 

  那您認為要做一個前進指揮所的法規，您有什麼建議? 

丁大隊長： 

  應該是各單位的權責分工要清楚，包括消防單位的權責分工也要清楚，只要

各單位權責分工清楚，消防單位也知道自己職權在哪。 

章助理： 

  很多情況像是水災是經濟部水利署的權責但他們沒有實際的領導經驗，到最

後他們還是要由消防局來接管，這是不是主要問題之一? 

丁大隊長： 

  通常只要牽涉到前進指揮所的部分都是跟救災或急迫性的救援有關係，所以

主管機關通常不會直接的介入，但是消防單位由我們來主導，事後的復健工作，

就是由權責單位來處理。目前據我所知由中央直接接手的只有國道三號那次邊坡

塌下事件。 

章助理： 

  莫拉克颱風時造成中央跟地方溝通上的混亂，請問南投縣的狀況是? 

丁大隊長： 

  目前我們這裡的狀況是沒有，可能是在南部地區，莫拉克對南投地區來說嚴

重的地方可能是集集的台十六線跟信義鄉部分山區的土石沖毀，但總之我們南投

縣跟中央的協調支援都是蠻順利的。 

章助理： 

  廬山的部分是如何請求支援? 

丁大隊長： 

  廬山是第二大隊，第三大隊的轄區是竹山、鹿穀、集集、水里、信義，第一

線都是由鄉的應變中心指示警察單位跟消防單位村辦公室那邊執行。 



                                                                 附錄  

 217 

章助理： 

  鄉長就是所謂的指揮官，鄉長就要來指揮指導現場災害工作? 

丁大隊長： 

  他就有指揮權，原則上公權力的行使仍是在警察機關比較多，那當然以縣應

變中心包括鄉應變中心，指揮官當然有權責去指揮底下各單位去做工作，目前應

該都是還好。 

章助理： 

  主要是信義鄉那邊？ 

丁大隊長： 

  災情比較嚴重需要救援來看，原則上縣的災害應變中心也有相關應變機制會

在颱風豪雨還沒發生之前，就會派消防人員的進駐。如果說是臨時的屬於臨時性

災害，我們也會調度我們全縣的資源去救援。 

  可以預警的就會事先佈置，公路單位也會請契約廠商佈置重型機具，所以南

投目前很少跟中央協調有出過問題。 

章助理： 

  是因為南投的經驗豐富？會不會因為莫拉克災害狀況太大式造成南部災情

無法掌控的原因? 

丁大隊長： 

  可能是因為縣市首長經驗不足，他們也沒想到說這麼嚴重的災害。像南投天

然災害以往天然災害就比較嚴重，已經慢慢有了機制，但是臨時性的災害像是九

二一大地震中央來支援的也蠻快的。 

章助理： 

  是因為九二一有啟動緊急命令調度國軍? 

丁大隊長： 

  對，那時後中央反應也很快。 

章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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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莫拉克是? 

丁大隊長： 

  地方危機意識不夠，中央反應也不夠。 

章助理： 

  好像臺北都沒下大雨，都沒什麼感覺。 

丁大隊長： 

  南部他們也不知道以往會遇到這麼嚴重的天然災害，他們也不曉得這麼嚴

重，當然中央政黨輪替之後的經驗也不足。 

章助理： 

  所以常設的災害應變體系不能因為政黨輪替而有所改變? 

丁大隊長： 

  對。有時候地方縣市首長都會換人，這時候的指揮還是在縣市首長那邊，地

方遇到災害也沒辦法每個都遇到，中央面對所有的災害類別都應該去嘗試著瞭

解。 

  以我多年救災的經驗，認為各單位不要這麼本位主義，有時候你可以多做一

點，災害就可以少一點，大家都在爭執那模糊地帶，不知道誰要去做，如果說我

可以做，我多做一點沒關係，那我來做沒關係，如果說我找到權責單位來做那當

然由權責單位來做，不過我先做沒關係，總比沒有人做好。所以我們局長常常在

講說把民眾的小事當成我們政府機關的大事，或許事情會多增加負擔，但是做的

這些都是為了百姓，今天該他們做的我們不去跟他們搶來做，如果說一些模糊地

帶他們沒要做的其實我們可以來做。很多東西就是本位主義太重，像是南部，地

方救災不行，就要主動向中央申請，很多地方可以先做的就不要等到中央來就可

以先做。 

章助理： 

  現在台灣的現況都是需要中央來支援並依據其規定辦理。 

丁大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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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南投也一定都要中央來做?有些東西可以不要太本位主義，有當然

中央也不能本位主義，有時候地方沒申請就會怪說地方沒有跟我們申請，中央就

不主動，那如果中央主動需要馬上調度下去當然也是可以。我們這邊通常是比較

累，但是我們這邊通常是我們多做一點，對我們百姓會比較好，不管你是警察還

是消防隊，一般百姓就認為你們是政府機關，做的好壞都會跟政府機關直接回

應，所以我們這邊的觀念就是能多做一點我們就做。 

訪談照片紀錄 

 

附錄圖 5訪談照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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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01年 7月 2日雲林縣政府消防局楊毓麟局長訪談紀錄 

雲林縣消防局楊毓麟局長訪談紀錄 

日期：2012年 7月 2 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 2：40到 3：40 

地點：雲林縣消防局局長室 

雲科大水土中心蔡慕凡秘書(以下簡稱蔡秘書)： 

雲科大水土中心研究助理章之岱(以下簡稱章助理)： 

雲林縣消防局局長楊毓麟局長(以下簡稱楊局長)： 

 

蔡秘書： 

  請問第一題，您從事防災工作的年份有多久? 

楊局長： 

  其實可以給他們做這種建議，要不然另外就說大家都認為地方前進所只有一

個，其實是有好幾個，以颱風來講，台西一個現場口湖一個現場古坑一個，就不

只同一個現場，難道要同時設立前進指揮所嗎? 

蔡秘書：  

  對喔這有道理，可能是有好幾個災害地點，會設好幾個前進指揮所。 

楊局長 

  這裡也要分辨我們設幾個前進指揮所，可以提供他們做為參考，他們要訂這

個名稱我沒有意見。 

蔡秘書： 

  很抱歉打擾到局長時間，如果有問題我們同仁也會幫忙局長協助問卷，首先

局長大概從事防災工作蠻長一段時間了，所以應該是十年以上，經驗豐富。局長

有被派到災害應變中心前進指揮所的經驗大概有幾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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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局長： 

  大大小小的應該二十次以上有。 

蔡秘書： 

  比較大型的應該是九二一跟北港溪、六輕工業區?龍捲風現場？ 

  另外依照災害規模等級來看是災害發生後陳報給縣長成立?還是災害擴大到

無法控制還是一級開設後就成立?還是其他? 

楊局長： 

  應該是其他，災害現場如果同時有兩三個單位要運作，才必要成立前進指揮

所，如果一個單位要運作，比如說火災，消防局出動再多人，還是消防局主導。

雖然自來水處會來配合，但主角還是消防局。那時候就不必成立前進指揮所。像

化學災害，就有必要成立前進指揮所，因為那畢竟是消防、環保、勞工、建設幾

個單位處理，那種情形就有必要成立前進指揮所。 

蔡秘書： 

  就是有涉及到其他相關部門的才要成立前進指揮所? 

楊局長： 

  對，應該要這樣子。因為你說應變中心一級開設就成立，也不一定，像我們

颱風的時候一級開設也沒有前進指揮所，像你說化學災害，前進指揮所已經先成

立，直接把首長找來開應變中心的會議，類似這種情形。 

蔡秘書： 

  就把前進指揮所直接設在那邊，幕僚參謀群就直接在那邊進行二級開設的會

議。像龍捲風也是吧? 

楊局長： 

  龍捲風也是一樣，本來沒那麼大，前進指揮所就在那個發生的地方，同時前

進指揮所運作完之後，到一個程度就直接在那邊開設應變中心。所以不是很制

式，但運作起來很順暢。 

蔡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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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雲林縣這幾年來的應變機制，雲林縣的前進指揮所機制算是成熟的。大型

災害其他縣市可能有經驗，對於前進指揮所的開設，雲林縣是很有經驗的。 

楊局長： 

  像九二一大地震，那時候消防局就設警察局後面建立應變中心，但是我們有

三個前進指揮所，事實上我們有設置三個前進指揮所，那邊都有指揮官設在那裡。 

蔡秘書： 

  不是單對單的做法。中央是要獨立設置一個前進指揮所。負責協助提供機具

給縣市。 

楊局長： 

  到底是中央指揮?還是地方指揮?應該是中央應該把中央災害防救辦公室設

一個雲林分署，這個機構應該是地方有缺什麼，也許地方就可以調，可能是機制

不好，所以中央可以來協助地方前進指揮所，把這個線拉起來，我該有的機制和

該有的資源有不足的時候你中央再來協助我，不是中央一下子指揮，整個面這麼

大，他們可能會受不了。應該是有哪些人力物力還沒調動，我中央來協助你，把

這個精隨拉起來。 

蔡秘書： 

  他應該是一個中央災防辦的分支體系要放下來，你哪個地方的人力物資經驗

有不足的地方，我來支援你，而不是樣樣都是中央來，應該是這樣才對。 

蔡秘書： 

  莫拉克開設好幾十處前進指揮所，越往南走就越多處，中央的資源會不夠支

援。 

楊局長： 

  所以應該是一個縣市做一個，等真正的大型災害來的時候，災情比較重的單

位元，中央的分支機構來，不是跳到第一線，而是協助地方，這樣才有道理。 

蔡秘書： 

  第四個問題平時的運作分工是隨著我們災防體系來運作，那目前局派出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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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指揮所任務編組單位大概是哪些?大概說明一下，這派至現場的任務編組方式。 

楊局長： 

  這些應該都有，像是龍捲風現場，我第一個到達，看到情況很緊急想到第一

個就必須報告縣長，報告之前有通知警察和公務單位，但是我後來認為這幾個單

位不足，而跟縣長報告，後來我跟民政社政全部都進來設置前進指揮所，縣長就

直接坐鎮在前進指揮所。後來我跟縣長建議，要召主管來到這裡召開應變中心會

議。剛好這個場合我們縣的等級就可以應付。其實六輕來講，中央災害防救辦公

室就應該派員下來，而不是任由我們的裝備不足、人力不夠。六輕平常的時候經

濟部勞檢署都會下來，六輕有危機的時候，卻沒有單位下來。 

蔡秘書： 

  六輕的災害其實不小於天然災害。 

楊局長： 

  對阿，其實六輕的災害我們第一現場責無旁貸，但是有一些我們不足的地方

要幫助，而不是光在中央，一直說我們要怎樣。過去很習慣一種情況，那就是災

害應變中心並不是真正在指揮，而是在意前進指揮所的災情有沒有彙報。 

蔡秘書： 

  我想這問題中央很嚴重，至少這三四年來我們並不是只有災情彙報，還有派

遣單等電腦紀錄都很清楚。 

楊局長： 

  其實那個派遣出去，要完成任務中間要完成很多手段，那才是前進指揮所應

該要做的事，災情彙報只是其中一個部分而已，可是過去長時間，幾乎把所有的

人力物力集中在災情彙報，你能不能執行好像就是你自己的問題。 

蔡秘書： 

  中央好像現在變成災情彙整中心。 

楊局長： 

  對過去都變成災情彙報中心而不是真正的災害應變中心，而你任務要完程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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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很多人力物力，所以第一線的人的努力往往被抹煞，他們只在乎妳們災情進展

到什麼進度，那些長官也要、媒體也要，指揮觀光在應付這個就疲於奔命了。沒

有辦法冷靜下來去處裡事務，這才是最大的問題。 

蔡秘書： 

  我想中央一直給地方應變中心壓力，中央的部分有時候統一由中央應變中心

彙報上去，可是有時候一天五六十報… 

楊局長： 

  報的很煩，而且也有在推責任的性質，到最後在這樣運作下去會出大問題的。 

其實在第一線現場我們累積許多經驗，很多執行面都是好的，非常棘手的問題我

們都能排除掉，但是這一部分沒有被重視，一直都在作災害彙報。 

楊局長： 

  比如說六輕工業區連續這幾次應變作為都已經到現場去處置完畢，但過程當

中干擾性質很大，讓前進指揮所指揮官也沒辦法好好的做判斷。像是龍捲風也是

雲林縣處理的第一件重大災害，局長這邊也是遊刃有餘的處理，可是中央並沒有

把雲林縣的處理方式拿來參考，通通沒有。他們認為你們做的很好那就沒事了，

沒有說從這裡汲取經驗。龍捲風的問題不會只在雲林縣發生，可是我們累積的經

驗，沒有被重視。 

章助理： 

  中央會不會跳過地方災害應變中心向地方前進指揮所要資料? 

楊局長： 

  也有可能，他們通常要不到資料才會跳過，一般還是會按照體制來。 

蔡秘書： 

  現在分工，像是水利單位，他們上面有水利署，應變小組都會有連繫，可是

正式的災情宣佈還是要以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和地方災害應變中心為主。不然又會

遇到到底撤多少人與統計數字會兜不起來的狀況。 

蔡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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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再跟局長請教如果要在六輕設立前進指揮所，應該是設在災害現場樓

房，還是古坑分隊?還是設在麥寮廠內？ 

楊局長： 

  第一點稍微做修正，事故現場附近的場所。有掩蔽物當然最好，有的不盡然

是有掩蔽物的，更不一定是樓房。 

蔡秘書： 

  應該是有第五項其他。 

楊局長： 

  前進指揮所的災害類別的設立像龍捲風的時候福懋，像六輕的時候就設在六

輕的行政大樓，理論上這是比較不適當的，因為用他的場所，最後還要開他的告

發單，這理論上是不對的。像那種場合如果有警察或消防單位，應該要拉到那個

單位去。 

蔡秘書： 

  所以局長你也支持內政部災防法修法，如果事故現場公部門可以徵調，直接

在災防法寫明，跟罰款是分開的。 

楊局長： 

  也可以。 

蔡秘書： 

  我們也要建立修法的點，前進指揮所在修法上沒有好的依據。 

楊局長： 

  其實也不見得要修法，在整個災防法上面我們就可以徵調機具和場所，借一

個會議室，這裡就是前進指揮所的場所。通常像六輕的場合，會向他借場所成立

應變中心，前進指揮所就設在火災現場。因為我火災現場把消防車跟砲塔佈署好

之後就拉到安全距離，我前進指揮所就設在那裏。 

章助理： 

  所以前進指揮所應該是前面的第一災害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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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局長： 

  對。 

蔡秘書： 

  應變中心跟前進指揮所兩個不同就是在這裡。 

蔡秘書： 

  第六點關於指揮官選任的標準有沒有什麼看法? 

楊局長： 

  第一點跟第三點的綜合?第一點對現場事故瞭解是最好，還有有實務處理表

現的，應該是一跟三的綜合。 

蔡秘書： 

  因為指揮官目前選任方式把內政部次長派駐前進指揮所，我們這邊也是循這

個模式嗎? 

楊局長： 

  我也是這個模式阿，像前進指揮所都是我消防單位的大隊長，環保局的科

長，建設處的科長就在那邊討論問題。在現場還沒到的時候都要到前進指揮所分

配工作，工作結束後就要回到應變中心開內部會議。整個實際操作應該是這樣。 

蔡秘書： 

  所以第七題這樣問就不對了，這裡就不只是只有這些單位，還有其他局處要

進來。這題這樣問會比較奇怪，如果以消防能搶就動用的人力來問，這題比較好

作答。單就搶救人命來看有這幾個單位會搶救，哪個比較重要。 

楊局長： 

  很多時候消防跟義消都是第一個到達現場，不能把消防漏掉，如果重大事故

警察也到達現場，有需要國軍協助的時候國軍才會來。所以 1、3都是支援的? 

楊局長： 

  救難團體會不會是馬上來?他們應該是有請求再來，當然也是有紅十字會不

帶請求就直接到達，這種應該是把他看成義務性質的，他們是提供後勤的援助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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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第一線的現場搶救。真正去救的還是警消人員，重大交通事故還是警察，如

果是毒化災環保事故，環保單位應該是跑在前面，可是現在環保單位規定一個小

時內到達就可以，一個小時以後已經蔓延到多少? 

蔡秘書： 

  而且他們也只是採樣而不是去救災，自己也沒有裝備，那樣就不太好。 

楊局長： 

  往往是我們已經救災了一個小時，他來跟我們測有沒有毒，弟兄已經進去這

麼久了。所以我對他們的名稱有意見。不應該叫做應變隊，而應該叫做毒災偵測

隊。 

所以是毒災應變隊應該是一個小時內就到達，而不是一個小時後才到達。 

章助理： 

  有明確規定時間？ 

蔡秘書： 

  他們有明確規定，但是以救災時間來看，黃金時間是很短的。 

章助理： 

  第八題地方災害應變中心怎麼樣的機制是支援現地指揮所的關鍵? 

楊局長： 

  這一題問的不是很好，應該是說現場單位救災成效是單位元到達的速度，然

後是災害很大應該是請求支援才開始。 

蔡秘書： 

  就參與經驗來看這此幾次的災害通訊上面是否可以? 

楊局長： 

  災害通訊是沒有問題，問題是出在現場整個體系會讓現場指揮官無法負荷，

變成事長官要資訊，媒體也要資訊，資訊會爆炸的。例如六輕現場不是通信問題

而是火聲太大，所以得跑到一百公尺外手機才能打的通。 

蔡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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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有時候縣長打來媒體打來，線都占滿了這才是問題。 

蔡秘書： 

  目前雲林縣的災害分工，協調上的災害分工是運作得當?還是災害增加後沒

辦法控制。 

楊局長： 

  應該是第二個部分要稍微修正，複合式災害，協調應該尚待加強，不能說很

好，也不能說非常不好更不能說完全沒有機制，但這個在運作上各有千秋。 

運作上還有進步的空間。 

楊局長： 

  目前我們雲林縣處置上，選項一二都是可能的。 

  整個架構都是沒有問題，但操作上面還要更積極，各單位元現在都需要分工

跟操作，各單位積極度跟配合還要再加強。 

章助理： 

  十三題如果要訂一個專門的前進指揮所法規是否必要? 

楊局長： 

  我認為再從那裡訂的太細，是行不通的，現在很多地方首長跟各單位從過去

的毫不在乎到現在已經積極處理防災機制。但是運作還是要更熟練更成熟，現在

在人員調動上經驗無法傳承，無法銜接這才是問題。過去完全沒有法令但也是一

樣再執行，現行法令不敢講很完備，但整個架構都有了，所以現在再去修細節的

東西可能沒必要。 

蔡秘書： 

  前進指揮所的權責可能由地方來決定，反而又會被說沒有成立又不行，問題

就不是在應變中心。 

楊局長： 

  問題分太細就會變得綁手綁腳，救災沒辦法。 

蔡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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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題局長的看法是偏向必要性目前在災防法的架構下，各單位已經各有其

職，只是在於經驗的傳承。 

楊局長： 

  短期之內不要再修法規，法規有他的穩定性，非必要不可的時候才去修，而

不是稍微有一點不順遂就修法令。依現有的法令很多的執行面坦白講要學習的還

有很多，包括我們，我們也是不斷的再修改我們的應對方式。我不是應變中心開

始才開始開會，我們應該是研判的東西要調動抽水機不是應變中心成立後再來

做，這樣已經太遲了。 

  這次我碰到農作物的收成，一下子好幾個縣市都同時要調度收割機，其實農

糧收割方面，也應該納入消防體系，不能說公糧倉庫沒問題，要的是農民能夠割

多少糧。 

  還有一點，以前都認為國軍沒有割稻的義務，今天如果說是整個颱風跟洪水

來會把穀倉跟稻米淹掉，我的糧食還是有問題。割稻不只是農民的事，國軍如果

不能來參與，從單純的經濟作物演變成軍需品，如果糧食出問題需要國外進口，

人家不賣你怎麼辦?所以糧食問題平常是農作物，緊急的時候要提升為戰備物資。 

蔡秘書： 

  因為只有糧食才會亂，文旦一年收一次。 

楊局長： 

  那會造成經濟的問題，但不會造成供需的問題，稻米如果全面沒有收成會造

成供需的問題，所以要提升到國家安全的層次。 

蔡秘書： 

  所以政府如果沒注意到這一塊的話，還是會遇到這個問題。 

楊局長： 

  這次我們和縣長都很認真的在注意農糧的問題，調度割稻機，到最後有割稻

機的弄到壞掉，所以都不讓人割。 

  所以我們浪費多少資源在那個地方?相對的政府要掌握我們可以機動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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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天割四公頃，政府要掌握機動的割稻機，要優先支援。 

蔡秘書： 

  中央應該要站在積極作為而不是消極賠償。 

楊局長： 

  農民辛苦種的稻田市值八九萬多，但政府只補助四萬多，其實不只是這樣

子，其實無論補助多少對農民而言都是不夠的，首要的是農民對土地的疼惜，農

民付出辛苦的汗水與努力，這個問題很嚴重，請務必要反應上去。 

  政府其實有幾項做為可以做，譬如說補助農機的時候，簽定權利義務，控制

在縣府農業處或中央農委會的手上，政府要獎勵農機學校的學生，除了要會修理

農機還要會駕駛割稻機。這些要建冊列管，將來遇到災害這些人要出來助割，如

果出了學校當兵他們就是助割的第一優先人選，再來社會各層面的時候要列冊管

理，將來有必要這些人要徵召出來推行輪班制，這些人從哪裡來，就是從農業學

校畢業的。 

楊局長： 

  我們現在全國有兩千多台割稻機，也可以變成四千多台甚至七千多台，這人

就是要靠平常培訓，有割稻機的人，不會隨便請人來開，要由業主來推薦操作人。 

所以這要有很嚴密的建冊管理系統，要向自己的親戚借來開，他們才會珍惜愛

護，用獎勵鼓勵到最後甚至可以變成強制。 

蔡秘書： 

  這次我想去調中央的災害應變中心會議紀錄來看，這次決定要補助農民是誰

決定的，我想中央一定有開會討論過，一定有人下決定說補助他們。可是北部有

許多割稻機卻沒有運作就放在那裡，應該把他調到南部去支援才對。 

楊局長： 

  割稻機不只是調機器來，遇到大水的故障率是平常的二十倍以上，這時候後

勤的維修人員要到達，甚至要像部隊一樣的運作方式，從不同縣市調來的都對安

排的不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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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秘書： 

  到時候擔心中央會叫地方安排。 

楊局長： 

  地方安排也要有這個機制去協助他們。平常維修要去哪裡找師父?發災難財

的會在這時候進來，所以我們要建立一個機制。這是執行面的問題，這是坐在辦

公室的人絕對想不到的，我們在第一線才知道的。 

蔡秘書： 

  柚子的情形跟稻田不一樣，柚子是地方特色的產品，以大型的收割面積來看

稻田就是大型災害很不好處理。 

楊局長： 

  我們縣政府農民處其實用了很多東西，不只是吵鬧，搞不好也會發生暴動，

農民為了糧食會出事的。 

蔡秘書： 

  地方前進指揮所成功的關鍵? 

楊局長： 

  選項二跟三的綜合，中央地方各司其職，地方是執行單位，中央必須扮演協

助的角色，這個人力上的協助，包括人力物資，很多執行面，在基層上有很多執

行的技巧，有些人會說但不一定會做，這並不是他的問題，而不是認為官大學問

大，很多基層在的執行面小細節，必須要尊重他。 

蔡秘書： 

  所以其他也是有，還有更多細節的操作模式也要顧慮到。 

章助理： 

  請問局長您的單位面對大規模災害的處理方式為尚可，或是需要再加強? 

可以提出一個建議，為將來前進指揮所作業要點做一個參考。 

楊局長： 

  應該答尚可，現在整體運作起來，是可以運作整個架構也都可以了，問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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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還是有很多進步的空間，比起以前來說有很大的進步。比起以前來說那個 814

水災那根本沒有一個機制可言。 

蔡秘書： 

  就是土法煉鋼，看個人智慧。 

楊局長： 

  對阿，那時候是誰負責任的誰倒楣。現在最起碼大家都知道，只是說強弱還

有分別，整個神經系統沒有整合的很好。最後我想還有幾點的建議，包括整個氣

象資訊不要一直怪罪中央氣象局，中央氣象局他做預測是有他的複雜性，不要全

部都怪它，各地方政府就是要自己形成一個研究小組，像雲科大那樣來協助我

們，長期以來我們有很長足的進步。這個進步應該要推廣到全國才對，像這次的

六都也都各自創立，但這個目標都是一致的。其實每個地方各自的不同，中央應

該用指導建議的方式，而不是用要求的，中央應該站在指揮監督協調的立場，最

後協助的立場很重要，因為中央握有比較多的支援人力，應該在這方面是來協助

的，而不是光指揮監督，畢竟地方上面他們有很多的執行力，不要樣樣都要管，

這樣會讓很優秀的人才報廢掉，應該要重視他。中央應該是要去挖掘優秀有執行

力的人才。 

蔡秘書： 

  像我覺得國軍就做的不錯，這次國軍拔擢二十多個將官裡面，有十幾個都是

在八八救災有功而升上去的，救災單位花了這麼多心思，但從沒看到中央的表

揚。好像就是災害很多就是你們地方做的不好，其實做的越多代表越有經驗。 

楊局長： 

  這一點其實也要跟大家分享的，還有國軍割稻機的部分，其實這是很重要的

觀念的改變，現在用鐮刀來割稻的國軍也不是合宜，也割不了。但是阿兵哥裡面

有這種專長的，要把這些人整合起來統一監督。甚至於操作水門與抽水機，縣市

政府都是委託民間企業來做，會遇到一種情形，有的人他平常會操作但是遇到重

大災害就不敢操作，國軍有這些人才的人就必須去支援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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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秘書： 

  局長還是比較重視在積極作為的這一塊。 

楊局長： 

  其實這一部分還是重要的，事後追究責任其實是下下策，積極作為。 

蔡秘書： 

  可以請問局長有關於長隧道的問題?長隧道的火災前進指揮所的經驗是以誰

為主? 

楊局長： 

  這部分我比較沒有經驗，不方便發表。 

蔡秘書： 

  原本想說是工務段，但想說工務段的滅火班沒有辦法啟動到這麼大的，跟消

防之間會有一些派駐上的疑問。 

楊局長： 

  我可以提供像是強制撤離的部分，是民政處來處理，但是什麼時候啟動?這

才是關鍵，如果連什麼時候起動都交給民政處，那麼他們的責任太重。應該是氣

象研究小組要扛起這個責任，氣象小組只是提供建議大約的時間點我認為應該是

這樣，但是過去沒有一個縣市有氣象研究小組。 

蔡秘書： 

  那個時間點的決定，也是首長的裁決，我們是要盡量給他建議不要怕事情。 

楊局長： 

  但過去有個現象就是做事情的往往是最倒楣的。過去幾次災害氣象局提供最

多資訊給我們，可是氣象局往往被罵的最多，我們過去在成立氣象小組的時候，

同仁往往會勸說拒絕，但我覺得整個防災體系最大的空隙就是氣象小組，所以我

要彌補它，這四年來我們或許有不足的地方，但還是有一點點的成效。我們只要

能夠掌握未來 2~4個小時的資訊，這個資訊是氣象局沒辦法提供的具體，而我們

有辦法的，這就可以達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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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制撤離這方面，我們不能都靠民政局，我們必須協助它。這一點我是可以

提供你們做隧道的前進指揮所作為參考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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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101年 7月 3日彰化縣政府消防局葉明波科長訪談紀錄 

彰化縣消防局災害管理科葉明波科長訪談紀錄 

日期：2012年 7月 3 日星期二 

時間：上午 8：00到 9：00 

地點：彰化縣消防局葉科長辦公室 

 

雲科大水土中心研究助理章之岱(以下簡稱章助理)： 

彰化縣消防局科長葉明波科長(以下簡稱葉科長)： 

章助理： 

  這個研究主要是要研擬出一個前進指揮所的機制，所以我們想請問科長一些

問題。 

  可能會從這份問卷延伸出申論的問題，請問您第一題，從事防災工作有多久

的時間? 

葉科長： 

  十年以上 

章助理： 

  請問您參與過幾次前進指揮所跟現地指揮所的救災經驗? 

葉科長： 

  大概十餘次到二十次之間。 

章助理： 

  請問科長最近幾年來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前進指揮所參與的經驗為何? 

葉科長： 

  民國九十四年敏督利颱風過後引發的七二水災，我們彰化縣奉縣長的命令在

員林地區成立前進指揮所。第二個是大陸汶川大地震，彰化有溪州鄉民在大陸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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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旅遊，因為災變沒有辦法回來，我們奉縣長命令成立前進指揮所，也是印象比

較深刻成功的前進指揮所案例。 

章助理： 

  那想請問當時汶川大地震前進指揮所的運作機制是什麼情形? 

葉科長： 

  運作的機制? 

章助理： 

  譬如說有指揮官和協調機制的幕僚官。 

葉科長： 

  那次情形應該是所有的災害應變機制都在我們的運作模式，彰化縣整個運作

模式比較像 ICS 的運作架構模式，我們的架構是隨著災害類別跟屬性去做調整，

近幾年各縣市政府都有承接針對水災或是颱風災害所扮演的各種演習，都有設立

成立前進指揮所、對彰化縣有一個比較好的災害運作機制。如果您對 ICS 有認識

的話就會知道他是一個任務功能性的編組，有指揮官和副指揮官的作業，這幾年

的災害可能是廣域複合的，可能會涉及到很多橫向的機關，所以公務部門內的組

織可能是公用事業單位，也可能是民間團體，我們彰化縣的做法是整合的平台，

希望架構在同一個平臺上去運作，那就是我的前進指揮所作業。指揮官應該都是

由縣層級指揮官就是縣長來指定，以前的經驗有可能是副縣長擔任也有可能是秘

書長或是主任秘書擔任，如果災害規模不大，有可能指定災害規模的局處機關首

長，可能是消防局。我記得有一次彰化東外環施工工程，高架路段在施工的時候

坍塌由施工工務單位擔任也都有可能。我個人建議是凡是涉及到的相關單位局

處，要指定相關部會副首長，來加入我們前進指揮所的擔任副指揮官，我覺得這

在運作、救災的應變與協調會有很大的幫助。這一點要跟美國在研發 ICS 的時候

比較不一樣，比較符合我們的國情。譬如說七二水災的時候，彰化員林鎮一帶大

概 3 個里 99 戶，因為降雨造成五條野溪匯集到一個排水溝去，溪水暴漲，然後

造成淹水。淹水淹到水深及腰，水患退去後造成大量泥沙的堆積。那一次的救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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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縣長是指派消防局長擔任指揮官，如果後來再運作，我們是希望當下環保局

局長，水資處處長等處長層級者，以及相關單位的首長去前進指揮所擔任副指揮

官，但我們當時並沒有那樣做，我們是請相關單位派代表，代表可能是課長層級

的承辦人。我覺得如果今天要談在台灣地區地方政府，針對災害應變要來執行的

臨時任務編組，我認為涉及相關單位的副首長很重要，就是要進來。 

  至於功能編組的部分，不管是 ICS 架構的任務分組或是財務組與後勤組等

等，是隨著你的功能需求隨時去加，就像積木一樣。因為你是問整體性的，我就

在這裡做個整體的論述。 

章助理： 

  貴單位災害應變中心設置前進指揮所大致上災害等級為何? 

葉科長： 

  如果要把災害劃分等級，要量化很難，一般的做法是災害發生的結果，可能

是心情的反應、災害涉及很多單位跨越行政區域界線、下一個層級不能夠因應。

現在行政層級有分成中央縣市政府以及鄉鎮市公所，每一個等級面對災害應變的

都是不一樣的，跨越這個災害的等級就成立。所以要依哪一種災害等級分辨這很

難。第二，這個很多鄉都淹水了，鄉的前進指揮所要設置在哪裡?前進指揮所的

特性是要接近災區和接近可救援的對象，台灣到目前沒有很嚴謹的去劃分標準，

所以也就不會有哪個等級就成立，目前的運作上就是當縣應變中心指揮官認為有

必要成立，災害不能短時間結束，或是說災害涉及到很多單位元需要整合，這是

針對設置的等級。不過比較特殊的是設立點的問題，比較關注怎麼去設立，彰化

發生災情，中央要設立前進指揮所，彰化的災害可能有五個點，要設在哪個點?

一定是挑最受關注的點。結論是哪一種災害等級或是災害狀況成立，應該想辦法

訂出一個規模標準。 

  給中央的建議是地方有向中央申請支援的時候，第二個有跨越行政區域線的

時候。比如說災害不分行政區域可能是彰化和台中市之間的?這個是不是需要中

央跟地方部會來做協調?比較要關注的是中央和地方的職權是什麼?要訂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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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中央是要來幫助我還是指揮我，要把它分辨清楚。這是要關心的話題。 

章助理： 

  請問目前貴單位派駐前進指揮所的組織架構有下列何者?或者可以增補的選

項。 

葉科長： 

  這個寫法比較類似功能編組，我們的作業比較像 ICS，可舉個例供你參考。

第一個就是高鐵公司本身的組織架構，我們上禮拜有參與高鐵公司的演習，裡面

寫的很完整，他們運轉的也不錯，你可以去參考。我們的架構跟你們現在寫的可

能不太一樣，但我們大致就是 ICS 編組。 

章助理： 

  請問災害發生時前進指揮所的位置通常會設置在哪裡，有下面四個選項。 

葉科長： 

  這樣寫太籠統，設置前進指揮所有幾個特性，第一個設置地點要安全性、第

二要靠近災區、第三如果有公務部門就靠近公務部門，如果有民地就徵用民地。

沒有的話就自己架設，所以不一定要看災害。靠近災區也是以災區為原則。 

章助理： 

  各單位選任指揮官的一個標準? 

葉科長： 

  第一個權責的問題，什麼災害發生就要由什麼災害權責發生的局處負責，我

個人建議單一機關的首長整合上可能會有問題，建議往上推一個層級，比如縣政

層級，如果基於權責機關首長來因應，大家可能會有權責上的問題，當然我們縣

是沒有。我的理想架構是，指揮官如果是局處長，那副指揮官就是各局處副首長，

只是決策上有問題。所以我覺得應該要授權那個層級的指揮官來決定，派一個來

整合的高於一級機關的首長，比如說副縣長，鄉鎮公所有主任秘書。譬如說你問

卷選項問到的要有專業熟悉的，這個都可以參考但這只是幕僚，我可以找一個有

經驗的來當我副指揮官跟幕僚。但是我覺得關鍵是能夠扛起責任的決策者。幕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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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經驗就好，但有決策能力者很重要。打一個比方，前進指揮所指揮官到某個縣

市當然是對地方最熟悉者，難道會委託中央的擔任前進指揮所指揮官?第二個經

驗優異的大家都很多，只是不同領域的而已。我覺得能夠負起責任的，是有能夠

下決策的當指揮官。 

章助理： 

  下一題本身是以我們消防單位來看，下列五個單位最快集結調度的救災者? 

葉科長： 

  都很快，要注意的是機制。以國軍為例，沒有災害防救法之前，只有緊急命

令，緊急命令就是動員的程式要件，還有總統的同意。關鍵不是快慢，而是整個

機構的運轉。只要消防局下令義消就會集合，像是慈濟等非政府團體更快，更不

用通知，當天晚上發生災情，隔天早上就能在災區看到慈濟的志工，類似這樣。 

警察單位也是，不是比誰最快，而是最快做決策。題目設計的關鍵在於決策而不

是哪個單位。 

章助理： 

  前進指揮所需不需要在法令上制定一個支援、最適當的調派時間? 

葉科長： 

  這有困難，這牽涉到申請機關跟涉及機關的區別，還涉及到機具，支援物品

的種類與經費。制度，像總統所說的災害未發生前針對現場提前部屬，以水災來

說抽水機的架設有兩個要件，歷史災害發生過或者高潛勢的地點那就可以提前架

設，假設在甲地以佈置完成，但災害發生在乙地，中央有可能把甲地的拆掉裝置

在乙地嗎?他能夠承擔風險嗎?預先佈置的東西跟實際上支援的東西要不要分開?

支援地區的能量在哪裡?支援多大?第三個不是說多少時間到，應該說是準備多少

時間出發，這樣才能量化。這題目設計要再斟酌。 

章助理： 

  第九題是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支援地方災害應變中心前進指揮所的關鍵? 

葉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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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去看目前支援的規定，目前是地方政府向中央或向有簽定橫向支援的模式

有特定模式，但沒有申請的時間，所以關鍵在決策。申請的程式應該要簡化然後

量化，這個表最好是表格化，要件都寫在上面，直接請中央支援。應變中心做決

策，但是我覺得到後來都回歸到經費的因素。我參與過許多救災的經驗，也在省

府擔任相關職務，救災最大的關鍵就是錢，地方政府向中央申請一台挖土機，這

錢要算誰的?如果我申請一百台不用錢，縣市政府都跟中央申請，那中央政府能

夠因應嗎?不可能，在什麼條件下申請?如果地方政府超過能量了，我就剩下一百

台，你不給我該怎麼救災?這兩個問題該如何解決?在美國就是會劃分災區例如說

某個地方到達災害要件後就變成災區，宣佈成立災區後，中央才提供一定的援助

和補助。災防法目前沒有對災害做定義，所以我覺得應該多參考國外的機制。才

不是只研究前進指揮，前進指揮所只是一個應變的功能，如果不把相關配套找出

來制度就無法運行。假設中央派駐前進指揮所，彰化縣向中央請示開設，但是來

了卻什麼都不能做。中央前進指揮所就是要給人和錢，什麼都不能做那要做什麼?

地方可以把情報蒐集給你地方可以架設，所以定位很重要，我們要回歸原點，要

做什麼事?你認為支援速度的最大的關鍵在哪裡?就是決策。所以說什麼時候要來

支援，還是決策上的關鍵。支援速的關鍵在決策，決策的關鍵在情報或是請求。

不是動作快慢的問題而是這個機制的標準在哪裡? 

章助理： 

  第十題請問您參與過大型前進指揮所的經驗來看，裝備是否充足? 

葉科長： 

  裝備是夠的，問題在整合，國軍、環保團體、高鐵各自都有自己的通訊系統，

大家各自為政會不通的。 

章助理： 

  電話通訊會不會佔滿或是聲音太吵收不到? 

葉科長： 

  這些都不是關鍵上的問題，彰化縣前進指揮所都有實際參與前進指揮所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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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習，基地台都會請中華電信來架設，分為固網和傳真與網路線，通訊是不會有

問題的。對外聯絡方面，這個地方允許做硬體的架設就不會有通訊聯絡的問題，

比較大的問題在於現有的救災單位無線電措施，都是沒有整合的，頻道分開才能

夠進行救災，放在一起都會亂掉。前進指揮所就要整合平面與立體的通訊。包括

直升機，直升機就有內政部的空勤、國防部、海巡署，現在內政部已經整合了救

災資源，如果到達一定的規模還沒整合，那一定會有問題，所以現在的問題就是

硬體由哪個整合?如果中央前進指揮所進駐地方整合但是跨了那麼多縣市單位要

怎麼整合? 

章助理： 

  第十一題前進指揮所的分工該不會也是所謂機制的權責? 

葉科長： 

  邏輯上就是這樣前進指揮所的架構如何配附，每一種災害都有不同的需求，

ICS 的架構有像積木一樣的好處，可以一直加上去。有設局的單位行政機關的單

位就進駐，當副指揮官，這樣擴充是可大可小，各單位決策首長雖然無法付絕對

的決策但相對的決策是可以因應的。 

章助理： 

  第十二題? 

葉科長： 

  這不是得不得宜的問題，是適不適法的問題，中央目前有的法令在災害防救

法把災害分種類分屬不同機關，你會這樣問是因為災害是複合性廣域性的所以互

相牽扯互相涉及，這各自有各自看法。這樣定有優點，也有缺點。優點就是責任

明確，缺點就是當複合是災害發生時，互相推諉。整合很簡單，假如直接跳脫部

會層級直接到行政院層級就成功了，換句話說我彰化縣跟中央面臨一樣的問題，

有各種災害可是當這架構在縣長、副縣長下不會有這樣的問題。我覺得是有沒有

擔當的問題。如果中央的設計在平時業務設計沒有發生災害的時候，分屬於各部

會，這當然可行，要跳脫。但現在不是，各個災害應變中心是由行政院首長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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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部會首長去指揮其他單位很顯然的出會出問題。 

章助理： 

  那是不是要定制一個依照權責分工的前進指揮所法規要點或者是依照災害

類別? 

葉科長： 

  這是很印象深刻的問題，法的規範只對公務部門，公務人員依法行政(行政

命令)，但是前進指揮所可能是跨行政領域，要用法來規範這些當然很好，茲事

體大，這還要再深入研究。至於說整個分工跟作為，我的淺見，我們國家縣市及

經費專業的考量，都習慣用任務編組的做法來規範特殊，或者重大急需應變的一

個運轉機制，當然這是最省錢的，災害應變平常不運作，他的經驗就會有問題。

經驗傳承是很重要的，因為人員會轉換，培養的人才可能一下就會走，所以台灣

目前最大的問題就是要成立應變機關。可能叫做災害應變局，中央就是叫做災害

應變所，台灣的政府需要一個常態的災害應變單位，這非常重要。他就是做應變

相關的法令鋪陳，政策的執行或是計畫的擬定。災害防救法涉及四個領域，減災、

整備、應變、復原重建，但是把法令攤開來調查，真正有在用的只有幾條?災害

防救法應該就是災害應變法。是不是有人去思考法令的改變，如果法令不改變，

依我的層級，我是縣市政府的執行單位，我是執行單位的幕僚……(收音不清)換

句話說，如果今天彰化縣政府有災害應變局，他的人才就是在做應變，這對災害

是比較有幫助的，前進指揮所就是災害應變局下的固定單位，就是隨時做好裝備

檢視。 

章助理： 

  第十四題您認為成功前進指揮所的執行面必須有何種要素? 

葉科長： 

  問卷上面四點都很重要，再補充一點，必須以民意切合。打個比方，前進指

揮所有沒有村里長進駐?運作上這是很重要的一環，前進指揮所就是要協助災

民，災民滿不滿意而不是問中央，災民得不得當才算數。如果說我派五百個兵來



                                                                 附錄  

 243 

支援很好，但民眾說我需要一千個，那怎麼辦?所以關鍵在民眾。 

章助理： 

  第十六題您所屬單位面對災害的處理的成效為何?您認為彰化縣的成效如

何? 

葉科長： 

  彰化縣運氣不錯，災害不多、災害點不大，我們都處理的很不錯，彰化縣的

特色是權責的劃分不會有問題。不是我們人很厲害，而是我們的制度根據千錘百

鍊的經驗累積，反正如果權責相關單位就是擔任平行單位的副首長，一定會有更

高級權責的部分來擔任前進指揮所指揮官，以我們的例子來講，剛講到汶川大地

震在溪州成立的前進指揮所，以及敏督利颱風所開設的前進指揮所，都獲得民眾

的肯定，這是很具體的成效，後面這幾年沒有實務上的運作，因為我們沒有發生

重大的災害，但是我們在每一年的防災演習都有依照我們前進指揮所的需求去架

設，100跟 101年的演習都是這樣的架構，可以很細微的發現我們的架構下的分

組組織都是不一樣的，我們是依照____(收音不清)來做架設。如果彰化縣在這架

構下會有問題嗎?會有的，如果要成立很多個問題就來了，要運作就沒這麼多人

力和物力。所以這是比較值得關切的。 

  防災的東西就是錢，把錢搞清楚，制度就不會有問題，那些有問題的問題都

是在經費。日本他們把救災規劃很重要，美國 ICS 也有在談，但台灣都沒在注意

這件事，前進指揮所要先問自己帶了多少裝備糧食物資下去，不然也不知道下去

的目的。中央政府就是支援這些，所以研擬制度上面就得考慮核心的問題，權責

沒有定清楚是沒有用的。 

章助理： 

  層級上，中央好像有中央的災防法，地方有地方制度法? 

葉科長： 

  那就看法的定位位階是法還是行政命令。 

章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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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會是地方執行，中央督導? 

葉科長： 

  我們需要的是中央的協助，這樣對民眾才有交代。要指揮就要負起救災的責

任，督導應該使災後拿來策進的檢討。 

章助理： 

  最後一題請科長提出一些建議? 

葉科長： 

  從法下手，可以參考日本跟美國，今天談的不是前進指揮所的問題而是法令

的結構，法令是否完備，災害經費能不能量化。第一個從法，第二個是經費，第

三個是權責的釐清定位弄清楚。地方政府就是負起第一線的救災責任，救災的執

行者，中央就是支援給人和經費，是協助的關係，應該是合作夥伴，而不是互相

推諉，地方推給中央，中央推給地方，因此定位要搞清楚。最後是要切合民意的

需求，大概是這樣。 

 

 

附錄圖 6訪談照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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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屏東縣消防局訪談紀錄 

日期：2012年 9月 27 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2：00到 3：30 

地點：屏東縣消防局辦公室 

訪問者：雲科大團隊 

A：屏東縣消防局陳昆武科長 

B：屏東縣消防局李彬正秘書 

訪問者：天秤颱風前進指揮所當時情形？ 

Ａ：我們秘書去接送他們！然後第二天吧，才請我們副局長下去陪他們、陪中央

那些，他們一起在那邊協助瞭解災情，指揮調度，所以這個部分可能也是他們比

較清楚。只是說大概我們瞭解是這樣。 

訪問者：就有人會想說，中央派下來的就是中央比較大，可是地方可能會認為說，

中央派下來的應該是以協調為主的！ 

Ａ：對啊！ 

訪問者：不能說是指揮…這樣反而會造成更… 

Ｂ：其實應該是這樣子，他是一個居中協調的角色。 

Ａ：他是一個橋樑啦！ 

Ａ：我們這邊，地方政府要的是什麼？我們不用再一直回傳，災害防救中心那邊

就可以直接派，指揮所的人直接派主官或是副主官，有決斷能力的人，你們這邊

缺什麼，就可以馬上調度，比較有效率啦！ 

Ａ：因為如果又透過我們縣再去提需求，然後中央那邊收到了，他搞不好又不是

承辦人，他又要層層轉。阿今天他只能前進指揮所來、各部會的人來，我要調沙

包、我就水利署的阿，我現在需要一萬個，他就馬上，不管他要怎麼調，就用他

自己的方法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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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者：那我們就不打擾你們時間，這裡有幾個議題，請您們先看一下！然後我

們主要就是幾個問題想要請教你們，主要就是說，天秤颱風期間，中央前進指揮

所在屏東設置的一個情形，例如運作、狀況。這個我們想要瞭解，可不可以請你

們幫忙說明一下？ 

Ｂ：天秤的時候，就是那時候內政部簡次長簡太郎有來，然後他就是先通知我們，

他們本來是要來我們屏東，因為這邊有一個南部備援中心，當時他是通知我們說

他要來屏東成立一個前進指揮所。後來，當時我去接簡次長的時候，他是說，這

邊離恆春現地比較遠，他想要實際的去那邊瞭解災區的狀況，那所以他後來就臨

時決定直接到恆春，在那邊直接開設了一個指揮所這樣。當時他是在中央的時

候，他們就透過中央的應變中心，就有聯絡他們各部會要來參加的人，當時來參

加的人，可能都是其他各部會所屬，有的是在屏東，有的是在高雄就近的他們中

央就駐的各部會的人，直接來參加這樣。還有一些事業單位，像台電、中華電信

這些事業的單位。那後來就是直接到恆春，先在鎮公所，但因為鎮公所也沒有適

當的地點，然後他們後來就選擇在恆春警察局分局，警察局的恆春分局，然後利

用他們的會議室，在那邊召開會議，然後他們是早上 11 點有開一次會，然後到

下午差不多 4點又有召開一次會，每天都召開兩次會這樣子。 

訪問者：那我要請問一下當時中央下來的人數大概是多少人？ 

Ｂ：各部會…中央下來的喔…你是說參加的人嗎？ 

訪問者：參加前進指揮所的人。 

Ｂ：參加前進指揮所的…內政部就有內政部消防署、社會司，經濟部比較多單位，

自來水、台電，然後也有邀請中華電信。然後內政部原民會…差不多十幾個啦！

差不多十二、三個左右。還有警察局啦～內政部他們本身的人比較多啦！ 

訪問者：那當時他們人這麼多，怎麼做調度的情形？ 

Ｂ：他們指揮調度當然也是…因為我們縣也有參加嘛！我們縣當時…第一次是我

們副縣長，副縣長也有下去，我們也下去，就是那時候有邀集各鄉的鄉長、恆春

鎮鎮長、牡丹鄉、滿州鄉、車城這四個鄉鎮，就是恆春半島有受災的這四個鄉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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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鄉長來參加。然後當時他們就去看我們縣的需求，我們縣有需求提出來，然後

各鄉鎮他們有要他們自己申請要中央支援的，各鄉的鄉長提出來，然後就由簡次

長去協調他們各個單位，然後由中央…如果他們要做的、他們可以做的…當然有

的是我們縣府可以做的，就由我們縣府來做。如果是他們中央可以做的，就由他

們中央來協調決策這樣子。 

訪問者：這個我們會寄給你們看，這是我們這個研究的主要的架構圖大概是這樣

子，像這個是我們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就中央前進指揮所。然後這個就是中央派

駐的前進指揮所。然後這個就是放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然後這個就是地方的現場

搶救的指揮所。然後這個就是大概的現場。然後我們就是想要研究中央前進指揮

所和地方災害應變中心之間的一個權責關係，例如，因為我們知道中央前進指揮

所這個地方好像還沒有一個明確的法律位階說他是隸屬於什麼法律單位或是它

的位階是多少。所以想請教各位你們認為說這幾個位階的問題？ 

Ｂ：基本上如果依照中央法上面的規定，中央是有中央他們的位階，然後搶救還

是依地方的搶救的責任，當然是縣長為全部的救災的指揮官嘛！基本上中央沒有

在指揮我們地方的救災搶救人員。中央也不會去指揮我們，他沒有權，也沒有這

個責任去指揮我們地方的搶救人員。所以，他要做的只是說，地方搶救上有什麼

需求？怎麼透過我們地方的應變中心，從災害搶救的現場，他們那邊有需求，譬

如說，需要什麼樣的機具？有需要什麼樣的人員？人力、機具都好，只要有什麼

需求，搶救現場的指揮官他最知道，他先透過…譬如說恆春，他先透過恆春鎮的

應變中心，然後再跟我們縣的應變中心反應，如果我們縣有辦法去支援到他的

話，那我們就以我們縣現有的，縣的人力、機具去支援他。如果不夠的話，再由

縣的應變中心再去向中央請求支援。 

訪問者：找前進指揮所設下來的話，那就是直接跟前進指揮所通報事情… 

Ａ：如果在現場中央有前進指揮所，可能就是透過的管道會比較快也比較直接而

已，就像有在開會，譬如說他們早上跟下午的會議，各個單位、各個鄉提出來，

看中央有什麼需要，或我們有什麼需要中央去支援。當然我們地方、我們縣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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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我們縣就會支援他。在那個時候就會做一個協調，也不會說是中央做中央

的、地方做地方的啦！比較好的就是，中央有一個協調的動作，他在現場，在臨

時前進指揮所可以做較明確的協調。譬如說，你們地方可以做，他可能就會馬上

問…譬如說我們的副縣長有到，這個其實縣可以支援，縣可以支援就沒有問題，

那我們縣就可以馬上支援他；縣沒有辦法支援，那就中央來做，那他就會去詢問

各部會，看這是屬於誰的權責，然後就去詢問他，怎麼樣來去支援縣的縣地這樣

子。 

訪問者：所以如果我們建議把中央前進指揮所改名為中央協調…指揮就不要了，

改成協調所，或是協調調度中心，這樣子會比較好嗎？ 

Ｂ：比較…更好啦！ 

Ａ：所謂中央前進指揮所，它也是只是去指揮中央它們各部會而已。 

訪問者：也是沒有辦法指揮到地方縣市？ 

Ｂ：對，沒有辦法。 

訪問者：那會不會有一種可能，就是我有訪問過一些專家，他們也是建議說，可

以讓中央前進指揮所和現地指揮所做一個結合，就是變成一個更大的災害現場的

中心，這個就是直接獨立出來，跟這邊結合在一起，然後支援就直接從這邊調，

如果不足就往上報、再往上報這樣子。 

Ａ：你如果是站在災害的第一現場的時候，因為主要的指揮權還是在地方啊！中

央如果要支援，也是像我剛剛講的，支援地方而已，他沒有辦法說，譬如說，內

政部下來，內政部部長下來還是不能直接指揮地方的救災人員。以莫拉克來講，

他們要指揮我們，譬如說中央的人來，像直升機那個事件，伊拉那個直升機的事

件，當時我在現場，我在現場的時候，中央給我支援，國搜中心還有其他的空勤

人員要來支援，然後現場的指揮官還是我，他們來還是跟我報到，怎樣去規劃、

怎樣去支援，我就是運用這些資源、國軍，來去指揮調度，跟他們協調這樣子。

因為就算中央到現場，他們比較大規模的還是以我們縣的能力為主。 

訪問者：剛剛前面有提到那個莫拉克，那可以請問、分享你們當時在搶救莫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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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驗嗎？就是救災的經驗？因為我們研究的單位，也是想要研究莫拉克當時的

情況，為什麼會造成當時被批評的情形？雖然知道說，很多研究報告都有寫出

來，但我們是想知道，是溝通協調出問題？還是在法律位階上出了一些問題才會

造成？還是因為第一次有遇到這個大的災害，大家都措手不及？ 

Ａ：對，這也是原因啦！他因為基本上也沒遇過這麼大的災害啦！基本上像那麼

大的災害，你要靠縣的人力跟所有救災的能量，是完全不足的，是沒有辦法來應

付的。而且一下子，這麼多的地方、這麼大規模的災害，我們沒有辦法，可能我

們能夠做的，縣能有辦法做的只是一個點而已，可能他們…可能針對林邊他們，

縣的能量，林邊我們就沒有辦法，你還要應付到其他佳冬、甚至我們屏北，那時

候我們山地的部落，還沒有像現在有這種大規模的疏散撤離的機制在，所以那時

候山區的受災也非常嚴重，那時候要搶救，而且山區道路又不通，山區風雨很大

的時候，你直升機也沒有辦法去飛啊！也不可能去飛啊！所以當時我們救災的一

些機制還沒有像現在那麼好，那這個也是靠經驗累積，像我們後來幾次的颱風來

的時候，我們疏散撤離，就預先做疏散撤離的動作，然後先把他們那些災害撤離

的地區先疏散出來，以後就沒有所謂的人命傷亡的狀況，所以這個也是經驗的累

積啊！ 

訪問者：那想請問一下就是，你們這邊消防單位跟其他單位交流的情形，譬如說

跟屏東縣政府的社會單位、社工單位運作的情形是怎樣的狀況，有遇到什麼樣特

別的問題嗎？ 

Ｂ：沒有，運作這麼多年來，其實各單位現在對災害防救這個部分都非常的重視，

尤其是首長有重視的話，然後他們部會就會比以前積極很多。以前幾乎第三層級

鄉鎮，不是很專心在做這個區塊啦！因為最近幾年，災害越來越大，因為都極端

氣候，所以變成鄉鎮的部分，它本身也有積極。那我們在現場的部分，各個局處

之間，以前他們都是民政處、社會處那些，現在也都針對自己該負責的一些權責

方面，他們也有在積極的做。以前大家都想說，這個災害防救就是你們消防局負

責的，所以我們推行的非常困難啦！然後經過這幾年，也是不斷的磨合啦！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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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疏散撤離也是警察跟消防在撤而已，那時候軍方都還沒參與阿！軍方也是八八

風災之後才比較積極做，他們就採取超前預支兵力。但在八八之前，都還是純粹

靠縣市的，那縣市的話，最大的救災人力就是警察跟消防啦！因為消防、警察有

分駐派出所分局，這些人力是比較夠的。如果你還要像一些其他方面的救災的

話，像社會處他們鄉公所才幾個人而已啊！那時候他們根本不知道要如何成立一

個收容所，一個收容所要收容好幾百人，要怎麼去運作，那時候都還是在勤務階

段。那經過這幾年的磨合，很多計畫都已經先行，包括演練阿，有事先做一個規

劃，然後人員的任務編組、分配什麼的，都比較詳細，我們這次訂了一個避難計

畫、保全計畫等等這些，這幾年都已經陸續建制好了，所以現在各個局處，不管

是橫向的聯繫，或是跟鄉鎮的聯繫方面，是蠻延伸的。但有一點比較難以克服的

就是，因為災防這個工作，老實講，跟其他業務比起來，是比較繁重一點點，所

以颱風來，整個禮拜都是要固守在應變中心或顧場，防災業務還蠻多的，包括一

些事先的調查、或是事後的一些復原重建等等，所以他們的承辦人員，異動性很

大。 

訪問者：這個很常見… 

Ｂ：這個是各縣市的通病啦！每個人現在都是哪邊輕鬆哪邊去嘛！我一樣領一樣

的錢阿～又沒有什麼災防的加給阿、薪水阿…當然他們就待不住啊！真正有心想

要把這個區塊作好的，沒有多少人啦！只是有的就認命，就剛好被派到啊！或是

我是新來的，所以變成常常會有一些業務交接的落差，不然以在八八之前和八八

之後，各個單位對防災的意識，老實講，提升了非常的高。會發生這種災害，是

剛剛講的，都是在極端的氣候之後，才會去檢討阿！不然以前一般的颱風來，也

是這樣處理啊！死個一、二十人什麼的，也是稀鬆平常阿！這是很平常，全國死

個二、三十人，那都是很正常的啊！可是在八八之後，就會變成…為什麼小林村

會整個滅村？要疏散什麼的都沒有作為，監察院就彈劾、調查，他們就變成開始

重視這個區塊了。所以現在變成是，不管是橫向的聯繫，或是我們縣市政府跟鄉

鎮的聯繫都蠻密切的，而且我們也常常辦一些講習，然後中央也幫忙很多，撥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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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經費，譬如說做深耕計畫、各鄉鎮的防災演習等等，他們也是陸續在推行，這

幾年是進步蠻多的啦！而且聽說有要從法制面再去修正，提升整個災害防救的位

階，這是趨勢啦！所以應該跳脫，不是只是消防，是整個縣的層級的觀念。那其

實各縣市都知道，現在就是要立法，中央要先起個頭，把法律定立出來，地方才

有辦法去跟上，(中央)他是火車頭，(地方)我們才能跟著做。 

訪問者：那還有一個問題想要請問，我們屏東縣這邊，平時的災害的狀況，災害

應變的情形，主要的災害就是核災、山上的災害等，是否可以簡述一下遇到這些

災害應變的情形？就是可能會有演習？或搶救的情形？ 

Ａ：這個都要個案來看耶！我們也是照規定成立應變中心啊！ 

Ｂ：各項災害都有我們的作業標準啦！譬如說災害有土石流、核災，我們都有我

們的 SOP 作業的標準，像颱風來也一樣，颱風來我們可以做的前置作業，先成

立應變中心，先二級派設，然後再進入一級派設。當然像一些突發的事故就比較

不一樣，突發事故一有事故來的時候，我們的指揮中心先接受到這個災害的訊

息，當然我們就先跟我們的局長報告，我們的局長就會跟縣長報告，看縣長怎樣…

局長會建議要不要成立災害的應變中心，縣長如果覺得有需要，那我們也是一樣

成立應變中心，一樣召集各局處，來處置這個災害。 

訪問者：如果裝備不夠還是要往上陳報？再做協調處理？ 

Ｂ：對！ 

Ａ﹕你要純粹指揮所的部分也很難啦！因為那些東西有時候都要提前買起來，真

正要開前進指揮所的機率，老實講是少之又少，你看中央那麼多年了，也才偶爾

來個一兩次而已。 

訪問者：我們也是想說以後可以成立一個要點，然後中央來就是要帶哪些東西、

做哪些事，就是想要做這樣的建議啦！ 

Ａ：中央來的，我個人認為，他來就是要有決斷力的，我們對他的請求他是有決

斷力的，而不是他還要請示機關、打電話請示中央應變中心協調然後再回來，這

個效率…乾脆就我們縣就直接應變中心對應變中心，就不用再前進指揮所了！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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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指揮所的效用，就是那些人當場就能談好，那樣效率才是快的！譬如說有些是

模稜兩可的地帶，可以決定是誰來做，就不用再透過電話聯繫、溝通，還要再請

示一下，這樣時程會縮短很多，而且救災也會比較有效率，比較根本有效。 

Ｂ：因為我們救災的制度面上，我們的法規上有說，不是說中央你來，就由中央

來接管，不是由中央來接管、指揮，如果像ＸＸ他們是直接到一個州去接管所有

的救災任務，包括他是指揮你地方的救災能量，都是由中央去接管、去指揮。但

是我們不一樣，我們還是以地方為主，可能是到縣的層級是最高的層級，你中央

來，也不能來指揮我們，他能夠做的只是，我們有什麼樣的能量的需求，那你去

來支援我們，只是這樣而已。所以你中央的前進指揮所要到縣地去發揮多大的功

能…其實還好啦…如果以我們縣的應變中心來講，縣地有什麼需求，譬如說恆

春，他現在有什麼需求，然後他透過應變中心的管道，然後我們馬上跟縣直接申

請，因為縣的層級，各個縣的層級，包括各個事業單位、各個縣府的單位他們都

有對口的，需要什麼樣的資源，譬如說，現在林邊需要抽水機，像那次天秤(颱

風)的時候需要抽水機，我們縣的能量不夠的時候，那我們就馬上透過縣的應變

中心，向中央那邊反應，然後他們立刻請第七河川局去調度，一樣馬上可以支援。 

訪問者：請問國軍也是我們這邊去申請…？ 

Ｂ：對！國軍也是一樣，國軍他們非常好就是，他們現在一有狀況，像以颱風來

講，只要有發布海上颱風警報的時候，他們就會派駐協調官到各個鄉鎮，他們先

進駐，派一個協調官，他們比我們還積極，去參加他們鄉的運作，有什麼需求，

他們就馬上申請，例如需要悍馬車、需要什麼裝備，他們協調官就馬上申請，他

們鄉一有開會的時候，他們就馬上申請，譬如需要三部悍馬車、需要五十名兵力，

他們就馬上跟我們縣申請，然後我們就馬上跟第四作戰區反應，由第四作戰區他

們那邊統一來調度。 

Ａ：現在軍方在派是很快很快，因為有時候是他們直接協調官，雖然要照申請表

的程式，但有時候就直接電話呈報，人可能都準備好要出發了，我們就補後面的

程式，只是補個程式而已，所以他們現在像剛剛前面講的，超前部屬、預支兵力。



                                                                 附錄  

 253 

他有時候兵力就直接在你的重災區，譬如說林邊，他就已經預支了幾十名的兵力

在那邊等了。 

訪問者：就進行搶救跟復原的動作？ 

Ａ：對！只要是隨時有需要他們支援，那邊就有人力，不用再重重路程，可能有

時候路程還要好幾個小時，他們有預支兵力… 

Ｂ：就主要他們有把這個列入他們的防範範圍。 

Ａ：以前是沒有，以前他只管作戰啦！但現在救災視同作戰！(眾人笑)八八之後

救災視同作戰。 

Ｂ：他們救災區也會成立一個應變中心，然後他們這個應變中心，現地的協調官

就直接跟他們作戰區的應變中心直接先演習，例如恆春鎮現在有什麼需求，那我

先跟作戰區報告，然後再循著層級跟上面陳報，一樣要陳報，但他們會先跟作戰

區的先聯繫。所以現在軍的支援都很快！ 

Ｂ：你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核災的部分… 

訪問者：是！ 

Ｂ：因為核災的部分，跟那個(颱風、土石流等)比較不一樣，因為核災的責任，

是屬於中央的權責，所以有關核災的搶救的部分，是中央來統籌，當然我們地方

也是配合，所以核災跟其他的災害就比較不一樣，它那個算是比較特殊的災害，

它是由中央去統籌、指揮調度。 

訪問者：核災發生的現場的狀況是中央會重新指揮？ 

Ａ：對！我們在車城那邊有一個中央的核災的應變中心，就是指揮所，裡面都有

建制他們中央需要的一些設備，然後他們可能一發生的時候，他們就會馬上到他

們的前進指揮所去成立他們的核災應變中心，當然我們地方也會成立，我們地方

的權責就是配合中央去執行。 

訪問者：因為 311大地震福島的那個核災輻射問題，我覺得我們台灣也要重視到

這個問題。 

Ｂ：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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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我們屏東還算最快做海嘯的，海嘯的應變…(模糊) 

Ｂ：那我這邊這個核災的資料給你，因為核災的就跟其他的災害比較不一樣。 

訪問者：指揮官就中央的？ 

Ａ、Ｂ：對！就中央原子能委員會。 

訪問者：那現場的指揮官有包括核能廠的廠長？ 

Ｂ：看他怎麼去指派，這是中央統一的，那我們地方只是配合搶救，只是配合他

(中央)。譬如說碘片的發放、疏散避難的引導這樣。基本上全部的規畫都是他們

中央去做的，那我們地方也是依照中央的規範，去做我們地方應變的規範，所以

就比較不一樣。 

Ａ：在車城有他們的前進指揮所嘛！我們車城分隊當初在蓋的時候也是跟他們爭

取經費。他們前進指揮所在蓋也時候，也是好幾間房間。 

Ｂ：對！有好幾間他們的作業室。 

Ａ：對！他們是中央層級的。 

Ｂ：他們原本就有了啊！災害演練的時候，也都是由他們原能會親自下來監督。

他們也會在現地兵棋推演，成立前進指揮所。 

Ａ：因為剛結束而已呀！才結束一兩個禮拜，在新北市啊！明年就輪到我們了

啦！明年就在核三廠，他是三個廠輪流，每年一個廠輪流這樣辦。 

訪問者：就是會有很多軍方、各單位都投入？ 

眾人：對對對！ 

Ｂ：那個就是由中央去統籌調度。 

Ａ：而且規模蠻大的。 

Ａ、Ｂ：就都是中央在處理的。 

Ｂ：交通部再下來各縣市分配就都很亂…都不一樣啊！ 

Ａ：都很亂…因為交通部的部分很難去分，像重大火災，火災就是我們(負責)阿！

颱風、風災中央就指定是消防，也是我們啊！可是交通部的空難，有的縣市是在

別的地方(負責)啊！然後我們屏東也是消防局(負責)阿！海難照理講應該也是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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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署(負責)阿！可是到地方，好像又是變我們(負責)阿！又變消防署(負責)阿！因

為交通部那個區塊，陸海空都包括，地方很難去區分… 

訪問者：因為我們訪問過很多消防單位的人，他們也是跟我說，消防單位都會做

太多… 

Ｂ：包山包海啦！ 

Ａ：沒有對口單位的話，就是你災防的幕僚單位阿！就是消防局阿！像農業局，

漁船救災那些他們也不懂，搞不好也不知道怎樣去指揮，主管機關也是很奇怪，

又是我們消防嘛！應該是海巡的出來，但是海巡的又不隸屬於你縣政府。 

訪問者：所以我們有想要建議在農委會自己成立一個災害應變的小組，就類似災

害防救辦公室，就常態化，不要說有災害才臨時聚集在一起這樣子。 

Ａ：可是現在政府是朝向精簡人力，這樣又跟政策不符合啦！ 

訪問者：對阿～所以這部分就蠻難的… 

Ａ：對啊！蠻難的！ 

Ｂ：那海難有時候也分很多種，像漁船就是農委會，像上次我們屏東遊艇，琉球

那個交通船的事故時，交通船是屬於是建設處，那時候海巡…海巡有來嗎？ 

眾人：有啊！ 

Ｂ：東琉線的火燒船的時候阿！就是沒支援這樣！ 

Ａ：他們就沒辦法來阿 

Ｂ：那時候就是很亂，海巡它有出動喔！在那個碼頭，現場到底指揮官是誰也搞

不清楚。 

Ａ：沒人啊！很亂 

訪問者：不是有規定嗎？法律上有規定…？ 

Ａ：他那個是個別事故阿！ 

Ｂ：反正就是自己說自己的、自己做自己的這樣。人後來有救回來嘛！反正就是

送醫院這樣，也沒有誰在統合，照理說受傷的遊客的人數、清單、搶救的送醫資

料等都沒有人在做啊！後來也都是透過我們消防隊去送到醫院，然後在醫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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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有時候死亡的名單那邊也搞不清楚啊！因為死亡的名單也真的不知道是誰

啊…因為交通船是遊客嘛！可能是遊客或是住在琉球的當地人民嘛！當然搞不

清楚這個人是誰啊…那時候就很亂… 

訪問者：因為他們沒有搶救的經驗吧？ 

Ｂ：對…就像他剛講的交通事故，還會分國道的是誰(負責)、省道的是誰(負責)、

縣道的是誰(負責)… 

Ａ：分得很清楚，非常清楚！ 

訪問者：之前打電話去問梅姬颱風的事情啊～就我們打電話到蘇澳鎮公所，他們

就說交通的部分不是由他們管的，是由國道工程處負責，叫我們要去問他們。 

Ａ：對阿～分得很細，每個道路管轄的人不一樣啊！哪邊發生事故就是誰的啊！

也沒有一個統一管轄的阿！ 

Ｂ：對啦！這的確是一個問題啦… 

Ａ：而且很難解決這個問題，各單位都…也不是說本位主義啦！當然是把我的區

塊作好而已，但是要超過那個的部分，協調聯繫是非常的難吶！ 

訪問者：所以我們要討論的問題是跨部會… 

Ａ：非常難吶！ 

Ｂ：每個災害他的狀況不一樣，尤其台灣地區每個災害管的人好像又太多，該出

來的時候又沒有人要出來，好的他就要阿！因為第一個到現場的一定是我們，因

為到現場我們只做搶救的動作而已啊！可是後續還有很多事情要做啊！但是後

續的事情，到底誰要去統合？沒有辦法去統合阿… 

訪問者：也是…後續可能還有一些傷患的處理… 

Ｂ：後續還有很多啊！像很簡單的交通事故來講，你要開始事故的鑑定、要馬上

恢復交通的狀況、怎麼要恢復、要到哪個警察單位、哪個交通單位來做或怎麼樣。

我們只是把傷患搶救出來，我們任務就結束了啊！你不可能再叫我們去統合這些

東西，像道路恢復暢通或怎樣，我們沒有辦法做啊！所以每個事故，權責應該要

把它分得比較明確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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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者：所以是要以事故分工？還是以任務編組來做？ 

Ａ：可能每一個事故的任務編組都會有些不一樣。 

訪問者：所以不能完全以任務編組來做… 

Ａ：那個可能沒有辦法。你很難去分清楚。 

Ｂ：你看像颱風有災民收容的問題、有救濟物資的問題，但交通事故就沒有阿！

所以每個任務的編組可能會不太一樣。 

訪問者：那抱歉就打擾你們了！謝謝～ 

眾人：不會～哪裡！ 

Ａ：你們做這個，以後訂得更清楚，我們縣市也比較好那個阿…傾向於你講的要

訂前進指揮所的作業要點，趕快去研究出一個範本，縣市就可以這樣去訂定啊！

不然我們怎麼再去想，也是會有缺漏的地方！ 

 

附錄圖 7訪談照片紀錄 

 

 

七、高公局北區工程處坪林行控中心訪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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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2年 9月 20 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3：30到 5：00 

地點：坪林行控中心辦公室 

當時事發經過: 

    當時事發突然，原先我們在事件發生的時候，看圖的時候是，兩輛大客車追

撞，然後追撞的結果，在我們的 CCTV裡面沒有辦法監測到中間還有一台小車

就是小客貨車，然後在事發當時，撞擊後就瞬間擠壓，因為以我們後勤道路看的

時候，他可能是汽油箱破裂，然後造成瞬間起火，起火以後大概在十幾秒之內，

就警報啟動，隧道內，我們在樓上有一個控制室，它是專門監控隧道內的狀況，

警報就啟動，啟動以後，通風也就瞬間啟動，通風裝置它是自動的，只要有火災

警報發生的時候，它就會馬上啟動，就是但它會區分，區分沒有火災跟有火災的

隧道，一邊是排煙模式，一邊是逃生模式，它的風速會不一樣，然後控制現場的

那個煙量要回流，因為畢竟在隧道內它的車速，會比我們的風速要快，所以說在

下游的車輛會有足夠的時間，就是離開隧道，然後至於上游的話，不要讓燃燒的

濃煙會往回竄流，所以說我們會讓它維持 2至 4 公尺，讓煙層慢慢地往前，讓足

夠前面的車輛撤離。 

   但是這次很不幸的發生追撞事件，這次有兩輛大客車，前方有一輛大客車被

追撞的，大客車它大概滑行了一百公尺後熄火，熄火的車輛因為它是在下游，車

上的民眾，駕駛有把他們帶下來。帶下來以後，他發覺前方是火又是煙，所以說

他就瞬間的帶著人員往我們的橫坑去引導他們逃生，然後他們是處在下游，所以

說他們這次才會有人嗆傷，如果正常狀況下，在起火點，我們的排煙模式啟動以

後，在下游應該不會這樣，但是因為我們撞擊以後，第一個時間我們也沒有判讀

到，後期有下游有人，駕駛下車以後，他利用我們的急停電話回報說有人，那個

時候，其實我們可以有很多應變措施啦，但是那個時候下游有人在我們的應變計

畫裡面，是不可以啟動排煙模式，沒有辦法，因為會把濃煙迅速地灌入橫坑裡面，

所以說我們維持逃生模式再慢慢排，一定要等到火勢熄掉，要去確認下游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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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然後我們才能做其他的救援工作。 

    那我們隧道內在三個點都有排智慧消防，他們在第一時間還是到達現場，下

游的民眾，大概是因為緊張，進了橫坑以後，那個門就打開，他沒有回復，然後，

也有部分的人跑到了北向的車道，然後是我們這邊因為有風壓，所以說就把那個

風壓的濃煙灌入了北上，然後北上的車子，因為後期的車輛還再進來，所以說他

看到濃煙他不敢開，看不見前方，完全看不見，才會造成暫時的停頓狀況，然後

我們的消防隊到達了南口的時候，因為有很多的民眾會害怕，他看到煙，就在裡

面迴轉、倒車，造成我們也沒有辦法判讀裡面有的交通狀況。(等於進不去，卡

在裡面)因此我們必須要用我們的監視器去判讀，這個裡面的交通狀況、安全性，

因為在裡面已經所有的車子都在想辦法迴轉，但有沒有人的車子停在裡面我們也

不知道，所以說變成我們依賴端，因為它距離依賴端比較近，這變成依賴段的車

子，救護車一直都不敢進去，卡在洞口，後來我們是說因為滅火優先，所以說他

們才開始慢慢往，然後在我們這一邊，他們還有一個消防隊，他們是從就是四部

的這個隧道，就下去在到達，因為到達火災地點的時候，可能是因為，我們一直

沒有辦法啟動排煙模式，然後再加上我們橫坑的風壓被破壞，所以說部分的煙層

就是往回流了，以至於他們停留在火災地點的上游大概兩百公尺左右，他們的水

線是佈兩百公尺去滅火。 

    除了那個現場搜救的人員外，應該所有的人都有帶出來，只有嗆傷，就是有

嗆傷的部分，當然那個地方是因為下游多多少少都有會有這種情形，之後的檢討

報告有將之做一次總整理，然後我們在八月初的時候，辦了一次小型的演習，在

隧道內就是放了濃煙，去檢視維生系統。真正檢視說你的門關好了，人在裡面的

情形，結果下游都還好，因為我們裡面有鎮壓，我們還帶鎮壓進去量，也就是說

我們在人員進入橫坑以後，它的維生系統會自然啟動，因為它是感應式的，然後

在上面會有風會打空氣進來，它會比外面隧道兩端的主線的空氣壓力要大，我們

也去測量過，所以說在下游煙層幾乎一直都沒有進來，那如果是說大家都曉得這

種最基本的常識的話，它在這種狀況下，其實它是會維持在我們的那個橫坑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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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是安全的，然後去等待救援就好，結果大概比較慌亂，因為我們後來去調錄

影帶，他們進了橫坑以後，門打開就沒有關上，煙層就一直跟著進來，所以說這

個可能是以後，我們要努力要改善的地方，就是宣導。其實現在就已經有在做一

些宣導短片，就是要讓大家瞭解一種使用我們裡面的隧道，怎麼使用滅火器，因

為畢竟它是一個長隧道，它的密閉空間比較長。 

    然後，至於我們對這個事件做了總整理，因為監察院會針對事後的檢討提出

問題，其實主要就是我們所有事件，發生的人員的位置，然後跟各個動線，這個

是它發生第一點，然後當初，我們不能做事件判斷，所以說我們當初 CCTV 看

到的是這部車跟這部車，它是追撞到它的車尾後引擎，然後後引擎它當初撞到以

後，它還是繼續滑行，馬上起火。它想要開下去，但是來不及已經沒有動力了，

因為它是後置引擎，所以就是沒有動力，車子就停留在這個位置，但是因為它下

來的地點起火，他帶的人，剛好有一部小貨車，它已經要出去了，其實它想要避

難啦，原先它停在這裡，然後，剛好這些人跑過來，想說熄火了，他後來又上車，

他有一部分人，有十八個人就是由這一部小貨車的後鬥載出去了，他看到煙層過

來，他本來想要停下來，到裡面去避難，但是他這麼多人就往他車上跳，所以說

他就臨時起意，乾脆就開出去，帶了十八個人逃出去，這些人反而幸運的沒有遭

到嗆傷。 

    然後，這邊一共有十八個人嘛，其他的十個人連駕駛，十一個人，就是從這

邊進去待，然後因為這個地方，逃生閘門到處打開，所以說這個濃煙就從這邊過

去，造成這地方的比較淩亂，隧道工作人員的中繼位置，他們其實大概四分多鐘，

就到達現場了，其實就跟消防隊一樣，必須要帶工具或機器，現在我們要求他們

要在一分鐘之內，一定會著裝完畢駐守在裡面。隧道內消防員是外包的，然後在

隧道兩端的消防隊是內政部主管的，那才是真正的消防隊。隧道內的救難人員他

們在裡面除了要做簡易的滅火以外，他們的規定是說他們的判讀是在初級的時候

就可以滅火，但是像災害發生那天，撞到以後就起火，而且直接兩台車點燃的時

候，他們是那個熱度已經達到沒有辦法控制，他們是會用水去降溫，不要讓火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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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這是他們的做法，他們會等正式的消防隊到達現場以後，做後續的滅火動

作，然後，但滿幸運的就是在之前，發生過八起的火災都是，等於他們到達現場

的時間，那個火，雖然是燃燒起來了，但是還沒有到很大，所以說他們在很短的

時間就將火熄滅，所以在這之前仍未發生重大的災害，但是這次是因為瞬間發生

的，從他們起火到他們到達現場，最主要的搶救先機點已經喪失了，因為我們通

常在火災的前五分鐘是最重要的搶救時機，只要超過以後幾乎都很難收拾，那一

天的首都客運，就是後面燒掉那一部客車，就是燒一半後半部不過幸好沒有繼續

往後延燒。 

  目前我們還是在做一些改進的措施，包括那個民眾進去裡面逃生口裡面，我

們現在已經做了門擋，讓他們不會因為忘記、緊張或是怎麼樣，門會自動關。這

點已經改善完成了，然後我們另外有在所謂的智慧消防的車裡面，有擺一些防煙

的頭套，防止萬一狀況，就是說他們第一個到達現場救援的，萬一有類似的情形

發生的時候，他們可以最先把防煙頭套防護自己。 

  隧道內救生員的任務為巡邏，他在隧道南口跟中繼處還有隧道北口，三個地

方待命，從任何一個地點出發，最遠的距離就是七.三公里。第一組的就一定到，

因為是我們以十三公里切一半，我們中間有一個，所以說這兩個極端點的中間出

事情的話，也是最多是七.三公里就到達現場，然後我昨天也有去幫他們去做測

試，我是在二十九號橫坑，我用無線電通知他們，到達二十九號，因為我們會定

期做測試，他們四分鐘就到達，著裝完畢到達現場，取的這個距離剛好是中繼跟

南口的一個中間點，所以說兩邊到達的時間幾乎是一樣，其實我們的救援目的跟

救援的時間都有到達目的，然後是說礙於我們一直想說把隧道內的就難人員職員

正式化，這些人，雖然他們是換老闆，但是其實資深的這些人還留著，雖然外面

有人對我們有一些質疑，認為為什麼義工，其實真正講起來救援的我們都是請消

防隊這些來做一些基本的消防訓練都有，那個救護經驗都有，都取得急救人員訓

練的證照，幾乎現在剩六個人，一共四十九個，只剩六個人沒有，其他都拿到證

照了，因為薪水比較低，所以說流動量就會大，在訓練上會比較辛苦一點，新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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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就是培訓，就是要趕快把他熟悉這個環境，這是我們比較大的困難點，因為

公家機關預算就是編這麼多，然後你薪資調，比較困難，人員要冒著生命危險在

這裏面，也是他們的困難啦，但是所以說目前，我們雖然有分這三個點，差不多

人就是投資裡面的人，上下班也沒那麼困難，因為偏僻，這一點第一個他上班位

置，加上中間，在中繼的話，因為兩邊都是空氣問題，空氣品質我們都要控制，

所以我們現在在裡面做一個密閉空間，不讓我們隧道內的空氣進入，然後我裝了

一道，一個空氣管是到地下道，新鮮空氣，抽取上來，提供給他們，因為真的很

稀薄。目前我們對待他們，是希望給他們比較好的福利，讓他們能留下來，因為

畢竟他們對隧道內的運作比較熟悉。 

    在隧道兩端的消防隊，他們也是為了雪山隧道救援，跟一般救援不一樣，他

要知道隧道內的特質，然後救援方式，他們會引起其他的負面災害，他們都要想

到，所以說，他們都要自己受專業訓練，在南投竹山的訓練中心，他有專門為雪

山隧道，去做了一個防救災的訓練基地，包括橫坑跟隧道，把它弄成一個密閉空

間，讓消防隊員能夠熟悉在隧道內救援的方式，因為比較特殊啦，比如說跟對面

的消防隊談，小隊長他也說真的是壓力很大，因為畢竟這個全國都矚目的地方，

不容許有絲毫差錯，我們從五月七號到現在還在想，然後我們除了應變計畫以

外，我們寫了一本，因為交通部也是針對這個叫做防救災改善方式，也成了一個

專案研究計畫，然後他也有提出一些，他是做比例啦，他把機場所有交通單位，

有這個消防位置的，屬於自己成立的一個消防體制的單位元，全部找來研究說，

我們這樣的改進，這個研究計畫我也去參加過幾次，在研討會，然後已經結案，

最主要就是我剛剛講的薪資太低，流動量太大，要想辦法控制，不然的話訓練完

畢，人一走，我們要重新再訓練，這是一個比較嚴重的問題。 

    關於災害業務方面，我是九十七年底接的，九十六年接的，九十六年接了以

後，那時候，一個隧道內救生員薪資才兩萬兩千塊，太辛苦，結果後來我在九十

九年的時候，就跟上面要求要提高，我現在比較有改善，我有做大概的資料統計，

目前還有等於先期大概三十幾個人都還是留在這邊，因為畢竟薪資是他們，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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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這邊為了這麼拼命，就是要賺錢，而且工作要穩定嘛，你沒有比較合理的待遇，

還是不留人，是這樣子的，其實他們很認真，也很認真做、去學，其實就是一個

機會啦。然後，但這一次，我覺得外界把城鄉的管理跟消防扯在一起，我覺得反

而把智慧消防真正地在做的一個工作，整個就看低了。其實人員都是一樣，換了

一個公司，因為我們沒有辦法控制是誰能夠進來，我們注重的目的是在於，我們

如何管制你來訓練我培訓的這些人，你真正在外面要能夠經營將近五十人的團體

的話，真正的講起來，我不需要你的消防專業知識，我要的是管理，怎麼去帶這

些人，反而是人力上面，反而比較著重這方面，然後，到目前為止都還好，說真

的我們都會要求，譬如說現在我要求廠商調價，送他們去消防隊訓練，送到新北

市，前後送大概十個梯次，去受他們的專業訓練，他們都有到達分數，也就是消

防隊基礎訓練都有，現在消防署有說如果可以的話，希望還是送到竹山去，那個

地方更專業知識，那問題是，第一個是經費，送一個人過去不少錢，第二個是，

萬一我把這些人培訓出去了，他們離開了，，我們不能跟個人簽約，因為他們是

別人公司的，這是我們的困難點，我們有提出啦，在這一次的交通部研究方案裡

面，有提出走所謂的約聘雇制，畢竟比較穩定，然後穩定以後，我們才來做要求、

做訓練。我們會慢慢朝這方向走，但是還是一個漫長路，因為人事行政局對約聘

雇，對公家單位的編制有不太一定的限制比例，用專案上去不一定會准。 

    我對他們消防訓練的要求，幾乎現在一個月至少會放火焰給他們適應，讓他

們減少恐懼感，學著怎麼去控制去消滅，讓他們去熟悉，不要讓一些新進的人看

到火花一直往後退。因為每個消防隊訓練模式和習慣不一樣，所以說，我會輪流

請宜蘭縣消防局的消防隊跟新北市的這邊消防隊，他們的講師會輪流教他們，讓

他們去吸收，有時候他們也會問我啦，如果有碰到上訓練上模式不一樣該怎麼

辦，我說其實這訓練你們的判斷，你哪種比較方便，或是比較有利，你認為是右

手就是右手，我是兩個都可以做的方法，只是讓你去跟著走，我是用這種方式在

帶他們，所以說，其實他們兩邊的消防隊員，只要能夠溝通，就趕快派人就訓練。

訓練工作很辛苦喔，前一段時間夏天的時候，放火加上大太陽，他們都曬傷，一



災害應變中心與現地指揮官之指揮、協調權限探討之研究 

 264 

樣還是要做，雖然很辛苦，但還是希望辛苦會有代價，讓他們習慣上這個環境裡

面，也不要太怕這個工作。 

   在災害應變體系與計畫上面，在應變計畫裡面，有一個層級提升的機制，事

件發生的時候，第一個現場指揮官是中心主任，他是最快速到達現場的，他會決

定隧道內所有的應變與運作，直接要判斷這個事件的可能發生情形，但他畢竟不

是現場，我們一個指揮體系，當第一個人到達現場的所謂的救援人員，他就是現

場指揮官，但一般第一個到達的是智慧消防，智慧消防的領班他會先接第一個指

揮官，回報現場的任何狀況，至中心的指揮官做判斷，判斷應該要下哪些指令，

然後等到了最先到達的消防隊，他們的大隊長到達現場之後，我們的智慧消防就

會做指揮權的轉移，轉移給消防隊，然後就是說其實他的層級其實不多，然後因

為在滅火，其實滅火的單位是掌控現場的指揮權，換這個消防隊的指揮官，對中

心回報現場，然後如果火勢不是短時間能夠控制的話，我們就會把層級提升，我

們提升以後，我們簡訊會直接發出去了，會到處裡面的，處裡面的長官接到通知

後就會趕往現場，然後會接任現場的指揮官，這是第二個層級，第二個層級提升

了，然後還有後續需要處理更擴大的，就是到局長了，我們局長他接到，也差不

多三十分鐘會到，所以說我們這個地方的機制，一直擴大到局長，除非是更重大

的事情，才會到交通部，通常我們在局長的層級，就已經代表我們整個高工局在

處理這個案件。 

    這一次最後火燒車事件到最後，到達接管我們指揮權的就是局長，這一次因

為有啟動所謂的重大傷兵的機制，那個就是已經擴大層級了，現場指揮官看到受

傷人員超過十五人，太多了，所以說他會馬上通報，因為那個層級不是我們管的，

因為通報他們的前線指揮中心，說要成立緊急重大傷兵的機制，這個應變小組會

馬上成立，我們的隧道兩端，就會通知各救護單位到達兩端待命，待命的話，也

就是說我們疏運裡面的傷患出來的時候，他們可以做第一時間就處理，所以說那

一天也就真的有啟動，啟動以後第一到達我們坪林行動中心現場的是，我們的坪

林的鄉公所主任，還好裡面出來的有已經發生那個所謂的嗆傷很嚴重的民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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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做第一時間的處理，包括所謂戴上氧氣瓶那些，幫他們做急救措施，趕快後送。

所以說我們的機制都有做一個比較大的規劃，甚至做最大的一個，我們曾經有演

到請求直升機支援，那個層級更擴大，我們在演習時有演過那個坪林地區的一個

直升機降落地點在坪林國中，另外在頭城那邊，頭城段，我們場地都已經設置完

成，所以說救援機制在我們這裡面，當然我們也有參考國外的以前人家發生過的

事件，給我們來做參考來才會做出一些那個所謂的救災機制，才會有應變計畫，

在這個層級，我們擴大目前最高就是到局長，但是如果真的是說還有必要的話，

就還會再提高。 

    那一天，後期的時候，新北市跟他們消防局長，他們也會到，那個就是勤務

指揮中心。然後，不是我們權責範圍的，他們會跟他們的勤務指揮中心回報，譬

如說像那天，其實那天是我們的智慧消防，他帶了很多人進去，他發覺受傷人太

多，就有請求過要啟動重大傷兵患的救援機制，結果我們這邊就通知那個消防隊

先啟動，才會開始聯絡各醫院派員，這個是我們救援的部分。至於那個這一次的

話，不只是支援端的消防隊，他們的勤務指揮中心聽到到達現場的指揮官回報，

說火勢及時撲滅要擴大，我們的石碇坪林有一部分，深坑也有一個消防分隊，全

部都趕過來，他們那天都有到，宜蘭附近所有的分隊，包括港務局的消防隊都到，

那個是運作機制，就是說附近所有能夠動員的機制都動員了，那一天，我們的這

個層級一提高，甚至到軍方，那天軍方他們在宜蘭的指揮部的司令官也到了，因

為他們也許要進去搜救，那些要靠他們。所以他們先來這待命。 

    這大概是我們的指揮體系，因為這一次，我這一次有做一個，我們在十月中

大概會有一個體系，那個比較正式的一個指揮體系，但是這次演習就會把層級提

升，有一個指揮提升的機制，包括處裡面的各層級，因為畢竟我們的人力有限，

我們會馬上就提升層級，處的會隨時就進出。 

    如何去上下去協調，其實我們也有針對這一個組織規範，去做過一個研究，

當然我們也去參考國外的組織架構，像我們的控制中心，那個是一個聯合的指揮

中心，我們在層級，就是事件發生後，消防隊會派直接就到控制中心，等於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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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中心主任初期的所謂的指揮，然後公路警察(以下簡稱公警)，他必須要指

揮交通、疏散民眾，所以說他們也進駐，變成一個聯合，就是說我所有的狀況在

上面都看的到，然後我指揮官下令，你們在旁邊就可以直接趕快聯絡，就是說分

工啦，意思就是說成立一個我們，在國外他們是長期進駐，也就是三個單位，但

他們是同時進駐，隨時只要事件發生，同時進行，那個指揮官還是原來的承辦主

辦單位就做現場指揮官。然後所以說我們現在這次的檢討會取得一個共識，就是

說只要有災害發生的時候，我們的災害應變中心成立，他們的人就會進駐到控制

中心，同時來掌控現場的所有狀況，因為我們需要，現場需要疏散，他們就會馬

上跟他們的勤務指揮中心馬上聯絡到地點，我們還需要消防人員去支援，跟這邊

我只要講說我們現場的狀況，他就會直接就去聯絡他們的勤務指揮中心，我們現

在的做法是這樣子。 

    因為這是，其實真正講起來這個東西，在我們來講，我們目前運作就是幾乎

都是結合在一起，他們到達現場，是誰指揮，還不一定是誰指揮誰啦，因為也許

宜蘭縣的到達現場是宜蘭縣的要指揮新北市的，如果是新北市的先到，他還要指

揮宜蘭的，所以說大家已經取得一個共識，就是說現場的指揮權在誰身上，誰就

負責現場所有的現場掌控狀況，只要火災一滅，然後他們判定火災滅掉，指揮會

馬上再轉，轉移到我們縣長的，我們會有一個指揮到現場，那個職務就是現場的

指揮官，然後他們兩端的消防隊，是否要撤離都需要經過縣長指揮官的指令，因

為他必須要掌控現場的所有狀況，我們的指揮體系是這樣子。也就是說真正的到

了最後，所有需要滅火的，因為畢竟他們沒有所謂的消防署的滅火專業知識，他

們到達現場的指揮人員，他沒有辦法去指揮怎麼滅火，所以我們就會退居在後方

等待，等待火滅了，因為火滅了畢竟專業知識，我這個隧道有哪些潛在危險，我

必須要掌控，因為馬上變成指揮權再度轉移，轉移給我們高工局的人員，然後回

報所有狀況，我們才會派所有的工程車，要控制那個現場狀況，那時就是由我們

高工局在做指揮權轉移，大概是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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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就是，以需求來做轉移，譬如說滅火就是以滅火專業在控制現場，結

束後，建築那個所謂的災害判斷，那個是公警，公警不會馬上到達現場，因為畢

竟是危險區域，他會在後方待命，等到我們的現場指揮官通知他公警可以進來指

揮，他才會進去，包括，後續處裡的一些工作人員，像是拖吊車、還有所謂的事

故處裡、現勘人員設備阿，這些所有的掌控，都會在我們的指揮官身上。這個體

系其實是指不斷的在轉換，就是依需求在轉移，(所以說沒有誰是比較大，沒有)

因為說真的，在我們來講，現場的人，在救難的人是最大的，我們只是接受你們，

說你們有什麼需求，我們就趕快支援，屬於後勤，然後我們有多隻眼睛，也就是

說我們靠的閉路電視，會提供現場附近的狀況，然後你才能掌控你的火災現場，

當我們我們告訴你現場在那位置有什麼的時候，他要下一個判斷，他能不能，因

為那一天我們就一直為了一個排煙模式要不要啟動，就是會擔心下游的人的安

全，然後所以說就會說排煙模式將近四十分鐘，就是擔心下游的人。會容易造成

二度傷害。 

    所以說現場判斷，他判斷當這個現場的火滅掉的時候，他回報說現場火滅

了，然後再由我們的，將由我們的現場指揮官回報說可以啟動我們排煙模式，我

們才啟動，他還要再做一次判斷，所以說沒有一定誰指揮誰，沒有一定固定，萬

一他沒有專業知識，他指揮失效，也沒有那個效果。(主要是協調啦，認為說中

央就是協調，我們這邊也算是後勤的單位，協助支援消防)當然，為什麼會到最

後指揮權會到回到我們高公局的手上，第一個現場救災就有我們的人，他們要負

責後期的所有搜救工作，然後就所以說我們必須要掌控這些，因為他畢竟不屬於

消防隊他們的人，我們會做後期，包括交通疏導，我們的智慧消防在裡面不只要

單單滅火而已，還有包括協助做室內處裡協助，還要做人員搜救，所以說他們的

工作都會做區別，在這部分所有的訓練。這個人是我們在管，我們到最後的工作

人員分配，自己來分配，所以才會再轉移。我們的指揮權轉移方式大概是這樣。 

當時交通調度情形？ 

    我們在事件發生的時候，大概初步解釋過，在下游的車子，他不知道後方發



災害應變中心與現地指揮官之指揮、協調權限探討之研究 

 268 

生什麼事，會繼續往前，別人也不會碰到他，前方判斷是沒有車子，那天是特例，

剛好被他撞壞了，所以他才會前行將近一百公尺，然後至於後方的車子，其實我

們為維護他們的安全，我們的排煙模式，啟動後，風壓是往前壓，煙不會往後灌，

所以說在火災後方的車子，不會受到煙層損害，然後我們會用，裡面有很多，會

要求他們到隧道內的各橫坑，等於是密閉空間，會打新鮮空氣進去，裡面是屬於

一個維生系統，因為剛開始大家會慌，我們會在第一時間要告訴要停靠兩邊，因

為我們要救援，然後我們的智慧消防要到達現場，會請求民眾先靠兩邊，提供消

防車能夠以最快時間到達現場，也就是有開路先鋒的意義在，沿路就指揮交通進

去了，所以說看我們那天的錄影帶就是，就是他們會自動離開兩邊，離開後乘客

會下車，我們也會宣導他要下離車上，我們會掌控現場狀況，不用怕車子會怎樣，

他們會到坑裡面。那一天，因為我們是長時間封閉，後續無法做，包括燈具都燒

掉了，沒有辦法很快恢復，我們需要做疏導的工作，我們在所有的火災發生的時

候，隧道已經全線封閉，封閉後，北上已經沒有車，已經淨空，後期都已經過了，

沒有車了，我們的疏導方式就是一定要等到火滅，如果說那時候任意走出來，隨

時狀況就無法控制，所以希望他們是在等待救援啦。 

    然後我們有兩種狀況，一種是像那天，我們的公務車在進入，有一些受傷，

大客車是受傷的，可能就趕快載到南下，南下就在待命，就是因為畢竟他交通不

便無法回來，所以說北上很重要，如果有一些急要救護的人員，才會利用導坑，

疏運這些人趕快出來救援，那些是重傷病患，我們有這些方式在做疏運，後面的

這些人員，如果是說沒有接受我們的撤離，留在現場，我們現場火滅了煙排掉了，

我們會開車行橫坑，裡面有車前坑，讓他們從北上離開，我們會用廣播叫他們到

車上，再請離開。有的人那一天，現場有幾個老人家會害怕，他要求載，我們的

公務車一到，就把他們載離了，我們就在我們的應變中心這地方，等到事件結束，

我們會問這部車子是誰的，載離現場，其實那天還有一個，載運出去找不到人的，

那天有碰到，他是他車子停在南下後端，結果他隨著我們的救難車子出來，出來

後就自己坐車回家了，他不要等，結果後來我們會幫跟工局報告這部車，還沒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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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人，高公局會打電話通知，我們會先請拖吊車來拖到分隊去，請他來取，我們

是用這種方式，所以說我們的人員疏運方式也有好方法，在應變計畫裡都有，現

在我們有在研究一種區塊型，哪些區塊能先撤離，切成八區塊的話，在這次發生

事故地點的車輛，我們可以先請前面的，讓後面的不要堵塞，先把人員疏離，但

那天狀況比較緊急，有一些人被困在北上，被打開的濃煙裡面，我們會回到車上

開走，我們沒有做第一時間的撤離，其實這我們也有做規劃裡面。至於開車行橫

坑撤離的動作，這也是我們智慧消防，他們會去做，我們現在指揮官會說你去開

幾號車行橫坑，讓疏導民眾，然後騎摩托車，因為機動性好，到達現場把門打開，

然後引導車子，就是這樣子。 

    包括我們的封閉隧道還有其他的救援方式啦，包括逆向救援，如果我們北

上，像這次如果說真的是我們南下端，因為發生在南下端的車輛過多，結果完全

阻塞，我們就會做北上線的巡邏，巡邏完畢後，確認裡面沒有車子，我們會請雪

山分隊，從逆向從北上線下去，到達事故地點的對向做救援，我們也有這機制，

但這因為畢竟屬於危險性較高，我們一般在演習，我們比較不會採行，會佔用很

多時間，因為需要撤離車道內的所有車子，才能夠進入，如果說車輛不多的話，

我們寧願順向救援，第一個因為安全，也比較快比較迅速，所以說大概救援的路

線是這樣子。 

    災害應變中心任務開設幾次，一年最少演習四次，然後其他要配合的演練很

多，一年四次，三年十二次，勾太多。(已經都有，就可以勾全部，複選。)這是

我們的那個指揮，這地方又重複列印，應該是這個，這是我們的所有的分組，分

組底下還有小組，因為我們不這麼細不行，因為工作很多，一個隧道裡面的東西

太多了，分很多組，給你們做參考，對我們自己而已喔，如果層級再提高，就會

再往上移。 

請問貴單位指揮官的參謀工作內容? 

    因為我們的 ICS 觀念，我知道你們的意思，第一時間其實，你說參謀應該是，

我們變成比較專業一點啦，就是說我們中心主任他作為指揮官，他的參謀就是消



災害應變中心與現地指揮官之指揮、協調權限探討之研究 

 270 

防隊到達現場後，作為他的參謀，畢竟他不是現場的指揮官，也不是層級很高的

人，只是他負責協助消防部分跟交通維持部分的一個工作，只是協助工作而已。

協助資源調度啦。他沒有現場，因為他沒有辦法到達現場，這個如果是說他是指

現場的，因為我們有現場指揮官跟中心指揮官，中心指揮官是負責所謂一般就說

指揮庶務工作支援部分的，現場是比較實際的，是派遣的工作，兩個層級一樣，

等於現場是現場，現場要怎麼就是我在指揮，但我需要多少人，我去找你，你幫

我做後勤支援，你怎麼派遣，我說我要到對面去，就是互相指揮，危險性這我知

道，所以我不准你過去，這是互相對應的。這是要配合現場的，畢竟眼睛沒那麼

多。 

    我們這不是兩個單位，前進指揮所跟地方災害指揮中心的關係，我們的應變

指揮所成立在這裡，我們是同一個單位，是融合在一起，我們並沒有再分，我們

是應變指揮中心也是指揮所，也沒有說分到，處長那個地方，層級高的也無法直

接指揮我們，我們只是通報我們的狀況，除非你來還是在這裡指揮，是這樣，所

以說我們的指揮是永遠不會改變，譬如說跟宜蘭跟新北市直接做一個協調溝通。

如果沒有這情形，目前沒有發生這情形。目前只有跟消防單位。 

    譬如說消防，還有空勤直升機的互動情形與調度，我們這一個地方要什麼有

什麼，他們說真的消防設備都是我們高公局買的，他們派進駐他們的人員，我們

依他們的需求，就是說裡面你們認為需要買什麼設備我們就買，包括機動式排煙

車、消防用的重型機車，因為機動性好，就兩邊都買，協調都蠻好的。這些都還

好耶，看你有沒有特別想要補充說明的地方。如果三個都沒有就勾其他的，因為

我們這一次，我們所謂的通報機制，又改進了，有區分出來，我們這個現場都是

用無線電的，才能跟中心做指揮協調，但是因為這次人家有講說，太多人員在現

場，回報情形會造成無線電互相阻塞，我們現場就是用這個機子改成分單位，消

防單位智慧消防是一個，我們有預備頻道。    

    救護單位後勤支援，上面有六個，到最後就是分開，譬如說我是負責消防，

我就紀錄消防的，如果有消防需要通報，就通報現場，然後我們現在有另外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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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機制，細分，就是消防他們體制就有了啦，就是我們跟他用這個頻道，他們跟

現場其他人員用另外的，狀況跟現場總指揮去回報，他再跟我們回報，這樣就不

會用同時互相干擾，所以說體制就做出來了。我也跟智慧消防講過了，他們以前

是誰到達現場就回報，現在不要，第一個到達現場的就是指揮官，其他智慧消防

就是跟你回報，你再一起用無線電，我把這體制做出來，現場就不會用佔用情形，

區塊弄出來，運作會比較好，因為能夠想到的都做了，就是目前都完善了。已根

據實際救災的狀況改進，因為我們碰到才知道。 

 

附錄圖 8訪談照片紀錄 

八、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周國祥副主任訪談紀錄 

日期：2012年 10月 12 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 11：00到 12：00 

地點：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周國祥副主任辦公室 

我國災防體系探討 

    災害防救法的規定的話，地方災害應變中心其實是一個重要災害防治中心的

主體，中央政府下去救災的字面上不能取代地方政府指揮的這個區塊，不能說中

央下去全部都中央來管，所以說中央下去變成說中央災害運作中心前進指揮所前

進指揮官這個東西應該是在協調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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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怎麼樣去進行災害防救，有兩個支援 SURPORT (支援)&RESOURCE(資

源) 我支援你你所需的支援，怎麼樣提供你中央所擁有的這些附帶資源提供給你

給你去用，所以這樣子的性質就需要協調工作，因為地方所要求的我們沒辦法給

或數量不夠等問題，我們前進指揮所也不能把它定義成是一個我們倒是可以定義

成支援協調的一個協調中心啊。 

    前進指揮所這個概念災害防救基本計畫已經有提到前進指揮所的概念。到目

前為止在災害防救法的定義上面基本為災害防救主體的提升，基本上在地方政府

去做前進指揮這樣一個概念。 

    所以應該是前進協調中心，或是協調中心，國外是不是也是這樣子，所以只

是一個協調，也是因為同意他也只是一個跨單位、跨層級的協調。怎麼樣去做就

在自己做及看這個東西，所以不建議用指揮這個單字，因為指揮會造成一些不一

樣，就是說是不是可以取代地方政府機關這個會有爭議，到目前為止，還是維持

地方指揮系統，中央派下去是因為可以就近協調你的需要、你的佈局 掌握你的

災情 可以跟中央在應變中心說，我代表中央所瞭解你救災支援去提供你這樣的

救災、第二個就是說我可以就近做協調、第三個就是說讓中央在應變中心都有時

空的限制，就近支援這不是一個職位。 

    過去會有一些比較特殊的案例，例如說今天如果說是一個空難，是個海難或

是一個油汙的事件，這些東西在過去中央在應變中心或地方在應變中心，其實地

方的話這個區塊是比較弱的，為什麼空難這個飛機地方基本上只有單位救災去救

災的人，整個現場的協調譬如說現場狀況或者說家屬的慰問，這一部分其實是很

重要，對地方而言他不熟悉這個操作，中央再管比較多， 比如船難或油污或特

殊自來水， 這個時候中央的災害管理運作比較像前進指揮所。 

    那剛才我提到一個問題空難、水災那是一個比較廣域的災害，地震， 這是

一個廣域的災害， 那可能是一個多方面。 

    如果是人為災害譬如說空難、海難這些單點性質的災害，它的災害技術層面

比較高的災害，又不太像其他的東西有指揮的意思，可是又會回到災害防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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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地方災害應變中心中央按照運作方式為交通部的部長指揮，就實際面來講還

是會由中央接管，因為飛安的例子是比較特殊的重點。 

    還是回到剛剛的問題就是說基本上指揮已經不能掛飛安程式，這時候中央的

指揮角色會特別的明顯在天然災害的時候，會比較請向於風災水災地震 所以說

是一個協調中心，先避嫌比較不會影響到目前的法令，災害防救法第 34 條。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災害防救法規範各種災害都有支援地方政府的情況，有看過

吧? 

    各種災害，基本上為一種協調的，所以提到的權限，像是中央派下去的應該

就有很高的權限，問題就是說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跟地方應變中心，我們重頭到尾

談的東西現場指揮中心或現地指揮所與地方災害應變中心的問題，我們現在沒有

談到的是現地指揮中心和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的這兩個是怎麼一回事。 

    我們談的是現地指揮所跟地方災情應變中心，現在是說這兩個是水平的關係

或是牽絆在一起的關係，現場指揮所跟中央應變中心是什麼關係，我認為其實在

現行的法律其實比較清楚，只是因為在過去的經驗它不太能去做災情的掌握。 

    現在有比較大的問題是說， 分兩個層次來看，如果是人為災害他線條會比

較清楚。如果說今天是一個風災他搞不清楚，他的角度可能在地方災害應變中心

理面或旁邊所以他對災情是沒辦法， 然後就是說他變成這個沒辦法掌握災情 ，

所以這個再派到地方去這一隻應該有授權，最後的決定權還是在中央災害應變中

心，因為這涉及到一個問題。 

    這是一個點像，這次的空難他還是 ONE BY ONE 一個對一個他沒問題，剛

好中央應變中心是沒有人或許全部移到地方去處理，所以的媒體都在現場家屬也

不會在中央應變中心等你，他會跑到地方去。這樣沒錯吧?今天這個狀況比較還

好，如果像地震 ，地震如果中部發生大地震， 那東勢要設一個、潭子要設一個， 

台中地區各設一個，台中的山區設一個，海區設一個，彰化設一個如果縣長有授

權，派兩架直升機，但搞不好其他電視也要，但我就這麼多，這就回到作業流，

必須做個協調，我舉個例子，以國軍為例，例如彰化縣政府要兩千個兵力或兩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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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兵力，中央會去做確認，會跟各區做協商，這部分還是回到中央，我設兩個部

分，第一個就是說所有的資源還是要回到中央，因為這涉及到救災支援被妥善分

配，就像台灣，不要說台灣，誰都希望把資源放在身上，但放在身上就不會放回

去，有可能放在那邊不用，這樣放在那邊都不給其他縣市用這怎麼得了，我覺得

協調還是比較好。 

    你不能說中央完全授權前進指揮所，要有把尺去界定，可是我沒辦法去作一

個完整的定義，這是沒辦法的，基本上這一塊就是說，也就是說回到人為災害那

頻率就不一樣，可能是百分之百，如果現在直升機馬上打到中央去中央就派，這

比較沒有競合競爭的問題。中央派到地方去的附屬要把他釐清楚這情境是不一

樣，也許一通電話就搞定了，他不會去協調，絕大部分，今天如果是資源會相互

競爭，所以要明確授權，現在就是說回到法規面，災害防救法就落實在中央，未

來這一塊，因為這一塊比較高，未來應該要有一個評估的機制。不知道你們有沒

有想過這個問題，成立的時機。 

    成立的時機就是說有時是政治考量，你要有個執行力是說，有災害時先派一

個人去看再決定要出動幾人，還是說我經過派就派，那我們災害防救法協調很重

要 ，協調上法律處決上是不是有問題我覺得也還好，這塊沒什麼法律上的爭議。 

    應該是這在法律層面上沒關係，這是政府內部的事不一定要訴諸於法律，只

是說我們在法律上的目前不該用前進指揮所前進指揮官去取代掉地方，你不能說

你去指揮它而是請他幫忙，兩邊協調，地方現在又不太一樣，莫拉克的時候就是

這樣子，我們今天早上看做什麼事做什麼即是請大家協助，下午說你說做了沒我

做了一半，明天要做什麼事，就是不斷做這種事情，需求、滿足， 以我的邏輯

大概是這樣。 

    其實這樣說，這情形比較特殊，發生事情不能說地方政府不對，就像高速公

路發生重要車禍，他只能幫你派派救護車，你這個問題很好，以這個視線的話中

央派出的指揮官是否取代地方政府指揮官，這個案子比較請向人為災害，他變成

轉個方向過來剛才我們在邏輯的時候，地方為主，但危機會轉過來你中央我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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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給你地方的支援中央。 

    就農委會的處理這個事情，發生這種事情責難不會掉到中央政府，還是會在

該管理地區身上，其實話又說回來很多事情你很難去切割非常清楚，除非有船或

飛機落在海中間這件事情， 頂多派救護車把屍體搜回來， 無法派船去搜救，在

陸地上時比較清楚，前陣子大鵬空照機飛行事件，地方政府當然會管，他們消防

局成立指揮所管這件事，這指揮官會接受中央的指令，他沒有所謂的設備，因為

它有作業人馬地方給他支援。 

    莫拉克又不一樣，類似今天要做什麼明天要做什麼就分別協調，但會有一些

突發的狀況，想我在地方的協調，可以給的就可以給，同樣地方政府的需求，中

央政府會給支援，這個工作不能完全放給地方政府，因為有太多的操作面上的困

難。 

    所以說，回到最民主就是說基本上要定這個東西我絕對贊成，我不認為說他

可以做到量化或是仔細的研究都很困難，定性或一個趨勢大概可以，因為變數太

多，不同指揮官的想法不一樣，我不能只給你阿，別人就沒有了，你要那麼多兵

我沒那麼多兵就吵起來了。     

提問： 

    中央前進協調所的可能性有一種可能是和許多學者討論出來的有很多種可

能，可以讓這個直接獨立出來跟這邊結合或這邊結合，或是不要這個，想請問你

的看法? 

    如果我的看法是這樣，這邊幾個部分你也沒有跨區做協調，這發生在天災比

較大例如現在高屏區域，才會出現這張圖，過去莫拉克也是，可有時候是單區，

像這次的天秤颱風，就是 ONE BY ONE，它可能就不需要這兩個可能合在一起。 

    這次簡次長有下去，他就單獨一個恆春，他下去就跟他們整個在一起就直接

談，但莫拉克不一樣它涵蓋高屏區，他必須作一個跨區的協調整合，問題是要把

災害規模有一定用大的程度才需要這樣協調，這有時候很難講，因為我們的鄉鎮

基本上不太稱為主體，把它略掉，以縣市為主，那時印象還有台南，例如說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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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為跨縣市就需要。譬如說我們這個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不是地方災害應變中

心，跨區的這是跨縣市的部分這是情境一的部分，他上下這樣過來，今天如是比

較單純雖是天然災害也需要協調但這時候就是會變成這樣，把他加在一起。主要

還是協調，天然災害還是協調絕對不能說希望這次上下也可能不讓院長工作，絕

對不會這樣作，他們或許會說：有沒有需要我幫忙，決不會說你旁邊坐我來指揮。 

    但有些天然災害變成這個東西，搞不好這個東西就不是人為災害便比較模

糊，變你想的中央前進協調所，可能這個地方災害應變中心也不存在，因為這個

搞不好也不存在，因為在現地的，這個也不存在，形式上存在但功能上比較弱化

一點，但所有事情全部在這個地方處理掉了。 

    阿里山小火車我問過應變中心，大部分事情為地方處理，中央不是那麼瞭

解，傳給中央可能就開開記者會阿，跟在這種事情不太一樣，沒什麼資源整合的

問題，可能地方就處理掉，有時候還是會直升機要需求會報上來，也不是說完全

不存在，地方政府也會弱化一點，他重點會放在這個，每個群眾，這三個不太一

樣，同樣的規則不能這樣講，哪個大哪個小哪個實質哪個弱化其實要看?你可以

做思考說怎樣的狀況是跨縣市資源，如果是單一縣市他比較沒有所謂和其他縣市

的資源性是一對一。 

    譬如莫拉克颱風或天平颱風，也沒有全部都下去，是一個很相映的問題，哪

一些部位要下去是不一樣，權責要講要清楚，也不能說死板板，因為樣太複雜了，

權責要去地方政府做，地方政府權責所在，權責是中央在關心，權責是你能決定

什麼是工作是有界定的。 

    當時一開始設在屏東縣警察局我們一直為會設在屏東縣消防局可能是因為

場地的關係吧，因為中央那時下面很多人，到後來一到警察局沒有和地方，應該

是因為場地的關係，運作我覺得還好，中央有中央的事情地方有地方的，地方和

中央馬上協調佈置橋樑。 

    災情就這樣，地方政府會跟中央講不會跟前進指揮所講，他不會因為你是前

進指揮所而跟你講，因為你不是做指揮的功能，橋斷了趕快派兵去救， 要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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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救，橋樑斷裂要多少兵他會跟你講，不是說你今天掌握到什麼不是這樣的，重

新運作，前進指揮所存在太多太多遺憾了，除非說今天只是一個人為事故，這個

可以看的到馬上就知道就馬上電話派兵，但天災不太一樣。 

    災防的部分就是責任的壓力，因為它比較複雜，複雜是因為它有很多塊狀性

的業務是跨很多領域的，跟警察局跟交通局，他是誰跟誰是跨領域的，跨領域替

你工作，如果今天是建築管理，災防就很難講的清楚，因為公部門這塊跨太多領

域，壓力集中在同一個地方，集中在所有災害同仁身上，集中在那些人身上，加

上媒體責難人民要求，所以很多人敵不過這壓力就逃開了，你說這壓力會不存在

嗎?我們把政府體制轉變說讓民眾覺得說發生災害是正常的，我認為說在我有生

之年是改變不了， 例如說今天我發生事故政府給我的事就是一個空難， 再舉例

以前說騎摩扥車摔倒，有人打 119救護車就來這件事情是一個災害，政府給你一

個支援， 如果今天因為大地震有 50個人同時騎摩扥車摔倒，你認為打 119。 

    可能救到 1/50 其他 49在陸上痛苦，他就會做一件事情說政府辦事不利沒有

救我，就會去告狀，其他 49會有 80%去告狀，這時環境壓力很大就會造成恐慌，

這事情有可能發生，很有可能所以壓力非常大。 

    那怎麼辦，其實防災是跨區跨領域學認知的問題，從過去我上次有開玩笑說

災害防救就像是一部車子，車子會不會動? 會動，當我的駕駛踩煞車的時候，他

是從這個煞車踏板到油管，油管控制這個煞車到輪胎要好幾個介面，每個介面都

會運作摩擦，然後最後採煞車的時候，那個速度會 delay， 然後他很可能會撞車。 

    應該說他的機器太大，他不只有煞車，還有油門，還有轉彎，還有貨物這個

機器很大，所以這機器剛在開很龐大，如果你騎摩托車摔倒他就幫你處理掉，但

今天如果是一個大地震大水災，他就是一個很大的機器，不太容易運轉，這是一

個公部門的問題，但我認為運轉的速度基本上要去，每一個人每一個制度都是一

個環節，環節不是只有制度還有人的問題，制度好人不好、人好制度不好也不行，

要合在一起讓這個系統運轉，我們認為運轉不可能像賽車一樣，政府的應對要跟

進，不可能偶爾為了某件事情改變，運轉很快很快根據政府機關的認知，可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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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要求，因為就是說認知就你對這部車的看法，他不救你的他不可能救到你，政

府我要照顧機器他不會理你因為它無法顧到你一個，他顧到你一個就全部人都要

顧到，不可能，這認知出來，災害防救就壓力大，就兩個層次，一個是民眾，社

會對災害防救的期待，今天，救護車比較慢就不用談，系統是不 OK 的， 用不

OK 的系統操作就不 OK，我們辦公室竟然能操作那一塊，公部門這一塊，這是

摩擦，接頭不一樣，但我們還是要想辦法接起來，那這塊運作需要長時間的累積，

不能說大地震躺在路邊等人把你抬走，這不可能阿! 

  災害這件事是生活的一部分，因為是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我們要有認知哪一天

可能會遇到，不能完全沒有心理建設，聽天由命，災害防救這有很多很多文化跟

非文化領域，是很難。基本上說必須努力，這幾年來說公部門這個機器運作起來

是順暢很多，現在車子會動但要動到非常靈活，不能說今天有一部機器那麼好你

講跟我講的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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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內政部消防署陳文龍副署長訪談紀錄 

日期：2012年 10月 17 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 09：00到 10：00 

地點：內政部消防署陳文龍副署長辦公室 

Ａ：雲科大團隊 

Ｂ：陳文龍副署長 

 

B： 

  雲科大的研究報告強調一個「現地」，但前進指揮所大概兩個，這在你的報

告裡面所產生的兩個問題，一個問題是中央，不管是莫拉克，不管是天秤，或是

像國道三號走山等等，這些災害，或者像梅姬颱風我們中央也有成立前進指揮

所，當然我們中央災害預備中心大概有，在公部門分局也有前進指揮所，消防署

今年當然也定了前進指揮所，那都是規定，那概念是說我們中央應變中心的前進

指揮所，前進指揮是說整體的結構、整體的協調，我們現在還有一個災害現場的

前進指揮所，比如說你現在八八風災，不管有小林、不管有林邊，他有很多點。 

  前進指揮所當然不會到現場那個點去，是整體的，所以要看你們的研究限縮

在哪裡，是我們目前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注意要點?或者是說根據災防法的各個災

害資源的處理規定作業裡面?一般我們會帶到前進指揮所，這個都不太一樣，基

本計畫或者很多計畫都有寫到災害現場協調人員，這幾個名詞我們要掌握到，這

裡面有幾個很重要的要去區分，目前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的分組任務裡面的前進指

揮所任務編組，很清楚在八八風災、天秤颱風都有開設紀錄，這個是比較屬於這

種型態的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的前進守則，代表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做現場協調，日

本這次三一一日本地震也有成立，不過他有三個縣，所以他在主要中心和另外兩

個縣成立事務，這跟我們在八八風災很類似，因為你涉及到不管台東、屏東、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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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那他當然會有開設分部的問題。 

  所以要界定幾點問題。首先是研究案研究不研究這個部分你要弄清楚，再來

是災害一定有很多現場，就大地震你有很多縣，像東勢、大里，很多現場，每個

現場不可能都叫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的前進指揮所去處理，這個災害現場是不是叫

現地，那你的研究是在哪一部分要先弄清楚，像臺北火車站是直轄市的區長擔任

指揮官，問題來了，假如臺北火車站，京站大樓通通都倒塌了，那我的區長怎麼

擔任指揮官，臺北市區域在災害防救法他有成立應變中心、指揮官，他認為那恐

怖攻擊之類怎麼樣，臺北火車站的災害臺北市也很知道區長要擔任指揮官，但問

題是區長擔任指揮官，如果我區域有好幾個，是不是每一個地區都要擔任指揮

官，前進指揮所當然就一個指揮官，一個是一個，不可能是好幾個，這第一個概

念要釐清，大家把這個混在一起了，「現地」跟你是應變中心的指揮官，區長是

應變「區」的應變中心指揮官，跟現場指揮官是不一樣的，縱使中央有一個前進

指揮所的作業規定，那還是中央的分身，那還是按照地方的作業比較好，縱使區

他是前進指揮所，區域到第一線的前進指揮，這個跟中央不太一樣，他或許就是

現場，這個指揮官不會是區長，中央區的也不會是中央的一份子，一定是前進指

揮所的一份子，一定會分開來。 

    所以你這個研究第一個要把它釐清到底要做什麼類型的研究，才會清楚，因

為日本的災防法很多條文都寫現地，他的現地災害對策本部，類似我們中央災害

應變中心重要的那個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的前進指揮所，然而這樣很容易搞混，現

場的前進指揮所跟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分支出去的前進指揮所。又有一個重點，得

把它們分清楚，這個你沒分清楚那這個案子你是沒辦法做的，因為問了很多問

題，這個前進指揮所他有幕僚組、新聞組，問了這個當然一定也有前進指揮官，

因為你如果是應變中心的那一個前進指揮所的運作機制那當然一定有相關部

門，那我們也有規定相關部門要帶多少人，要怎麼成立前進指揮所，那你新聞當

然就新聞，現在行政院不管還是以前的新聞局現在都是專業的人，他就是有一個

team 在那邊做，但是你現場的指揮就不一樣，你新聞助理不可能做那麼多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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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的那一塊機制一定比較，像你在水裡，像林邊淹水，那林邊不清楚，國道三

號的現場指揮，那梅姬颱風比較特別，是副院長派我們當時的李副署長去擔任梅

姬在台九線的前進指揮所的指揮官，那他的指揮官又有點帶有現場的，他這個地

位就比較特殊，他是一個現場，很大，這時候兩個又好像合在一起。 

    中央前進指揮所有時候是合在一起有時候又是分開來，但是梅姬那種就是說

他侷限在一個點，所以我的意思是說你在研究這個地方，第一個要先把這個釐

清，那如果是中央的前進指揮所，那這個點就應該要是事先去做調查，我可能開

設的點，你是中央的前進指揮所，將來在哪裡怎麼運作，這個點可以調查，這個

設備有很多可以查，因為會有很多人去，像八八風災，不管在屏東縣警察局，不

管在八軍團，電話只有一個，分機只有一台，那我們部長一下就會把它塞爆啦，

那八軍團裡面的設施，中華電信臨時通訊站在裡面架了好久，那因為你是一個中

央的分支，他需要很多通訊、電路，做大規模的運作、處理，那個都不是臨時去

處理的，那我們的概念是像竹山或是高雄，那這樣是因為北中南比較大的點，那

比如說在彰化，那我們就看竹山做的好不好，我們就會調查比較細的點來做，所

以目前這一塊還要再努力補強，那也訂了一些規定，那將來現在沒有演練，那我

們還會在修，所以這個是一塊，中央到地方成立前進指揮所與中央的分身，這裡

面又很特殊梅姬又合再一起，那八八風災、天秤颱風我也有去，就有點不太一樣，

天秤颱風我們去的人很少，現場比較複雜，現場理論上誰都沒辦法指揮誰，尤其

林邊，你林邊軍方一定有隨扈、有軍用車，軍方有很多資源去救人，那再來警察，

那像我們當時在八八風災，我們在林邊也調度保警五百個人去現場救災，臺北市

北部地區很多地方也都到林邊去，那這個現場就有很多的資源，也有軍方的資

源，有當地的資源，地方的消防局、警察局、公務單位一定都在那邊救災，當地

的義消、志工也都來，那中央是調中央的警察去了，保警也去了，那像是特搜隊，

那甚至北部其他縣市的資源也調到現場去，那現場怎麼指揮這個就很複雜了，這

個跟你講不管是高鐵或是雪隧等等這個都是每一個點怎麼指揮，就很複雜，不同

的點就有不同的狀況，你在高鐵不一樣，在雪隧也不一樣，在林邊淹水也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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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點他應該是不一樣的，那麼多單位在現場，我們就不管這個案，所以的現

場裡面最基本如果說前進指揮所在現地的前進指揮所基本上是要去…，一定有人

受困那就要去把人救出來，像土場要去開挖，那可能很多重機械會被埋了那要

挖，那這裡面就很複雜，太多單位在裡面，那誰也沒辦法指揮誰。我今年八月份

到日本去參加亞洲消防署他有一個現場演習，很多單位來支援，每個支援都設一

個指揮站，設了五、六個，都是消防隊之間每個都設指揮站，意思是說我的部隊

在那邊救災，一定是只有我的無線電在那邊指揮救災，你警察也去，那我也不可

能接到警察的無線電，也不可能接到緊急醫療。你雪隧、高鐵都是一樣，高鐵有

高鐵的通訊，那高鐵裡面內部也要聯絡阿，警察他也要聯絡、消防也要聯絡、醫

療也要聯絡阿，一定有自己的系統在那邊聯絡，那你說誰要指揮誰，我叫你醫療

沒辦法，所以現場一定是整合。再來看水災，被支援的人所有的資源都到那裡，

我們去林邊的人不瞭解林邊的地形地物，一定當地的人，所以現在國際上也要求

被支援單位的能力在哪裡，要有能力去分配，不然在台南八八風災很多軍方都幫

忙送便當，結果送到晚上，因為他地形地物他也不熟要怎麼送，所以沒有地方的

引導他不會，所以現地的前進指揮所研究是很複雜的，你們研究要聚焦在那裡，

那一塊現在缺很多的機制在裡面，比如天秤颱風我到恆春去，恆春去你去清街

道，天秤颱風沒有人命的危險，那就是災區的清理。你要現地去清理那個前提是

要指揮，你要怎麼樣很有效的去清理，那要很有效率去清就很複雜啦。 

    第一個要有人從馬路從家裡把不要用的東西搬出來，搬出來的時候你要把東

西吊起來，那要用垃圾車把它載走，載走後還要用水去清還要把它消毒才能復

原，那這個災區包含在林邊過去都是一樣的，這個沒有一個單位能夠獨立完成，

軍方或許可以搬東西，但軍方就沒有垃圾車，他的卡車不是垃圾車，再來就是水

車要清，那軍方可能沒有什麼水車，鄉公所也不見得有，那後面要消毒也需要環

保的力量，有些可能要化學兵部隊，如果有一些樹要捲還有一些特別的工具可能

就要消防單位來，那這些資源怎麼做的很有效率，彼此要協調，如果不協調就會

打結，卡車、吊車、水車什麼時候來，什麼時候到哪邊待命，那個指揮一定要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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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力，一定要有人做整體的指揮、管控，這個資源牽涉到很多，現地縱使沒有

人命的危險也要很有效力，林邊當時未什麼沒有效率，如果我是議員我這邊就找

怪手來挖，不是挖完就好，你挖完後那個東西要放那理，要把它運走阿，而不是

檔在那邊讓別人不能走，我是議員我就挖挖挖結果後面的來沒路可走，這樣不是

亂了嗎?這樣你整體你怎麼去掌控，這個被支援的能力，沒有一個單位能夠獨立

掌控全局，全部的資源，我有多少資源、怎麼做，所以現場通訊不好，屏東、恆

春通訊斷掉的時候，我已經不能連，那軍方或許可以聯絡，消防局可以，有些單

位他沒辦法，也有困難，所以就是說現場的指揮難度很高。 

A： 

  我先跟副座稍做一個統整，因為裡面的東西涉及太多，講了內容很多，事實

是我們也會攪在一起，那我們的研究是，中央的災害應變中心會派前進指揮所，

一方我們是叫現地，這樣可以區分一下，就是說萬一一個地方發生了事件之後有

一些災害，比如說 921，我們南投有發生一些災情，那他們都會派自己的地方應

變中心去搶救，那搶救的話中央會派前進指揮所，可能會到災區的附近去，就像

剛剛說的北中南預設三區，那中間要研究的是說這個派出去沒有問題，他由他派

出去，或是說消防單位就會在現場救災的據點，從這裡出去都沒問題，問題在於

說這裡一出來之後，這裡派出來的現地的要怎麼樣做協調 

B： 

  以梅姬颱風的案例研究，梅姬比較特殊，因為梅姬只有一個點而已，所以你

的研究不要這麼複雜，那個太特殊的案例，他只有一個點，例如梅姬有兩、三個

點，比如宜蘭有地震，你用梅姬就不準，宜蘭縣如果發生地震，五棟建築物倒塌，

那就五個前進指揮所，消防署不可能一次指揮五個。所以一定是跟原來的地方合

作，所以我們派的地方原則上是跟他在一起的，只是說台九線他比較複雜，又有

陸客，中央當然也調一些資源去，又有當地的資源、比較講究地方，台九線比較

特殊，但是你用這個去研究會沒辦法涵蓋到全部 

  所以你要把它合在一起，中央去的基本上是跟縣市合作，看縣市有什麼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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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個案很複雜的，如果好多個現場你碰這個不碰那個，問你為什麼要碰這一個，

現場是當地的應變中心整合管理，做整體的調動，你不可能是介入這個地方的，

所以不會介入另一個，中央的災害應變中心應該做整合協調。 

A： 

  副座您剛提到的天秤颱風，您不是說去的時候有很多資源，聽起來很像從中

央去的也要在那邊負責資源的協調 

B： 

  所以說你要鎖定現地，現地是很複雜的，現地如果面對一個重大災害，包括

屏東或恆春，現地要把它做得很有效率，他所有救災的機具集中到這個點進來，

怎麼指揮，這又是另外一個問題，集中到現地怎麼指揮，比如我在軍方，保安警

察來了，有現地指揮所現場的人、醫療、保險是消防局保警，這麼多單位在現場，

縱使是屏東，但現地其實光是垃圾就是一個問題。再來他台一、台九都是省道，

中央管理道路，那個道路被山崩塌要把他清乾淨，這是中央要做的，那電信通不

通，那不是國營事業，也不是鄉公所現地能管的事，電力公司，也不是地方政府

能管的，不只是鄉公所的關係，很多地方都會關心停水、停電、道路搶修，災區

的清理這不止是天秤颱風，現場會有很多事情，那單純以恆春來講，他很多事情，

那誰是指揮官 

  所以正確來講各個系統是各個系統來指揮，你怎麼去協調，協調也比較複

雜，跟軍方協調，軍方也不能夠讓你干預，但你可以跟他溝通，縱使是軍方，軍

方要做的很有效力，現在不是說我有人力就好，還要考慮我怎麼做的很有效率，

垃圾把它清出來把它調走，水車的清洗還有消毒，這個沒有一個人可以獨力完成

的，一定要大家合作，這個合作的機制怎麼辦，誰出面來協調，誰出面?鄉長嗎?

鄉的應變中心，這個就會有很多問題，現地的問題會很多，梅姬颱風我們李副署

長到現地石頭壓到遊覽車，他要把他倒過來，他們什麼都沒辦法處理，他就打電

話回來，看能不能爆破那顆石頭，我問過部長，部長說要找交通部總局比較細緻

的，那交通部總局說我們都沒有人可以調動，第二天公務總局的人去的時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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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就在山坡上，李副署長說搞了半天又回去了，現場也沒辦法協調，我們這邊也

沒辦法，也不能處理，一顆石頭壓到遊覽車要看裡面有沒有人，因為你沒辦法救，

在山坡，要把他爆破，現場決定爆破彈怎麼做，難度就很高，我只說現場的問題

比想像中還要複雜，理論上，現場很多處理都有一定的企劃，像日本阪神為什麼

當天早上，下午就展開救援，現場就簽了很多機具合約，一發生地震就會啟動，

做倒塌的橋樑的支撐，至於怎麼挖怎麼弄，他有另外指揮的機制，那警察不一定

會，你說誰指揮，也不一定消防署指揮，他有可能自己買一架飛機就到現場去，

因為他有合約，有 SOP 啟動，那下午就全部搶通了，你要救的很有效率，一定

是有非常多的方法或準備，非常多的機制才有辦法，那日本火車去撞大樓，現場

還是有消防的指揮在，醫療的指揮在，各種指揮在。那還有一個是說現地的所有

指揮整合，彼此資訊要分享，你怎麼救?我一定沒辦法介入指揮，你公務單位、

道路單位、警察、消防、醫療大家都在，甚至空警軍醫也會來，每一個都是各個

單位，那現場怎麼整合協調是一種機制，像國道走山你感覺是中央有個前進，中

央會直接處理中央的道路，國道也是中央管的，所以你不能拿那個當例子，像林

邊是比較複雜的。 

  所以我說你的研究是在哪裡，那這一塊就很特殊，目前有哪一些機制哪一些

缺機制，你們這樣會看不出來要把它分清楚，前面這個概念很抽象、很多內容，

那基本上是跟地方的應變中心做整合，另外還有一個純粹的單獨的現場，像 921、

博士的家或是東星大樓倒塌造成現場，但倒塌的建築物現場，那也很複雜，一定

會有機械去，像國外民間的救難，那很複雜，那警察怎麼去，尤其消防也會去，

誰指揮?公司大樓 921 臺北副市長說你來指揮，根本就沒有人來指揮，因為那邊

也有蘇聯的搜救隊，我帶隊的本來就去了，不止那個，軍方也有在那邊，民眾就

自願開六、七千萬的怪手到那邊，就把公司大樓的那個地方，民間救難隊的那個

地方，警察；醫療都在那個地方，他說沒有人指揮，沒有人要指揮，那公務局來

指揮，他指揮很厲害，軍方就手拉手一起來，因為還有媒體的問題，還有國際的

問題，還有蘇聯也在那邊救，還有民間，那彼此怎麼通知怎麼聯絡，那沒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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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很好笑的是說到今天這個機制，所以才說臺北火車站都是區長擔任指揮

官，指揮官拉到應變指揮官，如果只是一個點那就是沒有問題的，這我剛跟你講

的，如果臺北到中山區，但當然是不合理，現場指揮官怎麼辦，如果只有一個點

你來也不見得會有指揮官，你那 ICS 的概念指揮全是不能夠隨便轉移的，你要能

夠指揮才能夠轉移，或是說你來指揮，或是說市長你來指揮，他沒辦法指揮，不

是說官階最高的來指揮，全世界 ICS 指揮權不隨便移轉，你要能夠指揮我才能指

揮，現場的指揮是一種資訊整合的概念，因為你們這邊有現地，你們應該有包含

這一塊 

  但是大的災區大家都會到這裡來，所以不止是支援還有被支援的能力，我被

人家支援的能力在哪哩，你沒有足夠的人就沒有辦法，這是一個整合協調平臺，

前進指揮所有設備有設施，這個地方很複雜，在哪裡不知道，架設指揮站，你要

掌握現在部隊在哪裡，這裡面就有 ICS 的概念，那誰去做計畫?你這邊目前缺了

哪一些機制，這一塊要定什麼，因為你這一塊做不好，其他都會影響到，這裡做

得不夠好他資訊就無法結合，所以剛剛說的過去就很痛苦，我要多少機械，他也

搞不清楚，這邊沒做好，資訊就會不完整，那他隨便提，縱使你給他他也沒有地

方擺，再來你自己也一團亂，你的需求你都自己打結，你自己都亂掉，如果你整

個地方都研究，那你時間要處理得很好，那這一塊也有擅長的時間處理，目前的

行政就跟戰爭一樣，現場要去指揮、要調度，你現場一定要有幕僚作業，做計畫，

所以現在聯合國，國家都會介入，明天救援就會換到什麼地方，你去救人要怎麼

標示，SOC 都有講到，而且很多國家，所以不是說我指揮誰，你要指揮也要現

地的整合，聯合國搜索救援都有一些規範，像我們去伊朗救災，聯合國都去開會，

聯合國第一個有營區，有部隊在那邊，他每天要開會分配區域，救援狀況每天回

報，那回報他要來做調度、做回報，聯合國在世界重大現場，就像一個現地的指

揮體制，這個現地有大有小，有些地方可能純粹就開挖，一片平地，那你怎麼挖，

怎麼去平挖這些平地，這些機制缺了哪一些我們要把他訂出來，因為你這個做不

好期他都沒用，因為你的資訊不完整，你的調動大家都隨便提，像我們去屏東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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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哪個地下是要抽水，新的機器把他吊去，大樓地下室的水都抽不起來，調去也

沒用，我要去救也沒那麼簡單，廠商去把他調度來，拖車把他吊上去，那當然作

業就很久，從中午一直弄到晚上才好，我們地下二樓把水抽好，那廠商也頭很痛，

那請他簽名，沒做事來也沒道理，你要什麼機器，他要請求什麼資源，現場的狀

況是不一樣的，現場的難度就那樣，有時候要評估，這個作業要很有效益，但現

在政府就不像指揮官，因為我們都很習慣指揮官叫他做什麼，幕僚要做什麼，我

們要掌握護岸的分析，幕僚才重要，現場有很多幕僚，但是以目前行政機關並沒

有這些幕僚人員，要有人把帳本打起來、要出土，那軍方你做林邊這條街，那你

要分配，要有方法，你要有方法、有經驗，你要回報，才不會台南八八水災，便

當送到下午才送到，細節我們沒有問，指揮是有機制的，幕後要有一些人，那個

幕僚哪裡來的，目前最好的應該是軍方，軍方為了打散都是預留人的，行政機關

也是跟他合作，現場指揮一定要有機具跟設備，做計畫要做很多幕僚，現場要有

小圖，測量來的儀器，現場分析木材的品質，各個山區木材的油脂量，現場還要

採集、分析，電腦才會分析，電腦要有素材的軟體才能推出，指揮現場還有媒體

的問題，記者怎麼接入資訊，或是回報上面，或是透過網路介入，你後半還有問

題，像你問的問題我也不清楚哪裡有問題，你在問什麼地方，我只希望你要把它

釐清，。 

A： 

  不過剛談到這一塊，我會有疑問說災害一直再發展，這個地方一定是先到做

處理，那後續的他們的能力不夠或支援不夠，外面的東西一直進來，那原本即使

是他們做一些比較簡單的動作，問題是說，後面這些一進來他就沒有能力去做。 

B： 

  所以這個問題在這裡，ICS 會處理這個問題。 

  軍方只是幕僚，像這個地方的地圖我們是從 GOOGLE 印下來的，軍方很標

準的作業，我要把災情圖像化，我的部屬會把它圖像化，不管是印圖、出圖、標

示，主要有架構，甚至用一個塑膠布做一個，比較好改比較好用，光這個作業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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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人，林邊、天秤颱風、恆春，他的通訊會搭兩、三層樓的帳篷那麼大，看那

要多少人搭，但是軍方就有這個能力，做這些裝備器材的整理，大家共用他的東

西，那現場誰來整合協調，這個要建立一個機制，一個人出面協調，讓資訊共有

或共用，這五百人要怎麼分配，所以幕僚人員很重要，我們要把幕僚人員當做一

個計畫性，那隨時要看狀況，看誰出面做現場的指揮，但重點不是指揮是幕僚，

裝備可以用軍方的，傳令、通訊最基本的架設，目前沒有一個單位可以辦到，我

要做這件事我要養一批人，做指揮幕後，什麼都要準備好，那我要模擬幾個災區，

就要有兩、三個點，那就要有多少人量，地方人量你準備不來，但軍方有沒有問

題，軍方的資源大家一起共用，通訊規模很大，那就用軍方就好，調機具、阿兵

哥、資源也來，機具很多怎麼挖都是問題，這是效率問題，從哪邊挖才是最有效

的，能找到點、又快、又有效力，機具很多的時候，你怎麼有效的分配，哪裡對

不對會有很多問題，但這要有一些經驗、模擬，這些都涉及到現場，梅姬光是剛

才說的爆破、光是軍方就隔了五、六天才做，要先探測、水下測試，每一個效率

要怎麼有限的展開，所以這一塊是最重要的，這一塊做不好，效果就不會出來，

要很有效力，他一定有很多困擾，這些沒有做好，大家都瞎掰在那裡，機具調了

兩、三架都拖回去，有水沒測到，事實上是有水也測不到，廠商也很頭痛，錢還

是要給人家，廠商來吊車，要一點時間。 

A： 

  大溝一定要水深才有辦法抽，否則一發動就抽乾了，就抽不到水，樓層太高

也不行。 

B： 

  就沒辦法抽，但問題是他們急著要抽水機，我們也沒有評估，還要花很多時

間，那誰去評估，評估沒有效率。 

A： 

   我們之前有訪問蘇澳鎮公所，他們也有遇到過這個問題，他們是說調派機器

是不是也要後備指揮部先去做觀察?看說那邊缺乏哪些機具，他們調查之後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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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來被指揮不再跟廠商做調派，當時是有這麼一種做法。 

B： 

   可是這不正確，效率不是那麼高，軍方在這一塊會比較強，軍方在先前的評

估，後續的調查、管控比較強，用作戰概論再處理，這個資源怎麼調才能到，調

度完還要管控他，還要掌控他的過程，那目前有這個能力的是軍方，但有很多軍

方是無法獨立的，天秤颱風不是什麼大災情，垃圾清出來，軍方有人可以把垃圾

搬出來，或許可以用怪手把他挖出來，要是沒有搭配好，這個空窗就沒有效力，

用水車去清也沒用，時間點的掌控，總有人要去調度，沒有處理好交通也會打結，

進步的國家在作業，縱使是很簡單的再評估後面的救災，也要有個系統，有一個

機制，像林邊那種很亂，因為恆春很小，所以這個調度沒辦法很有效去做條例，

幸好林邊災區不大，因為不是你光救援就好，還要把土挖出來，又會擋到別人，

所以你到底要怎麼挖才有效?，運去哪裡也是問題，這個總要有人設想，這個一

連串很複雜的作業，誰去掌握這是這個機制的地方，幕僚要做得好，但又沒那麼

多人，任何一個單位都不可能養那麼多人，不然就是得利用大量志工來協助。 

B： 

    做這些事情很多，所以機制很重要，或許還有其他機制可以處理，這邊沒處

理好後面都處理不好，你這邊做好後面也處理，這個地方就需要靠協調，整個指

揮概念很簡單，中央負責中央，地方負責地方，中央還是要尊重地方，所以一般

前進指揮所到地方去的時候，我們會開會掌握協調工作，這個資訊可能要一百、

兩百、三百，我可能沒那麼多，只能分配多少，有限的資源怎樣的分配好，現在

只有兩千個人怎麼分配這是需要協調，這邊會做不好，純粹是這邊的資訊不完

整，那邊要整合新聞資訊分享，當時莫拉克前進指揮所為什麼不開記者會，因為

資訊不完整，小林村埋的狀況為何也不是很清楚，災區拼起來很困難，所以整合

很重要。 

    前進指揮所，一定是有個指揮官在這裡，災害現場在搶救，還有很多資源，

中央應該要派一個人來現場指揮官，中央也有資訊給給指揮官，但並不是他在指



災害應變中心與現地指揮官之指揮、協調權限探討之研究 

 290 

揮，災害現場程度有是要某種協調，沒辦法誰指揮誰，被指揮的定義在哪裡? 

    這邊有警察，你不可能去指揮小隊長，臺北市消防局下面二十個人，所以他

就指揮，你直接介入那個指揮，聯合國也是同樣的概念，任何一個大的災區，我

們台灣比較特殊，台灣一個現場的資源就是很多種要的資源，台灣需要幾個進駐

現場，那個操作也很複雜，但狀況你也不一定瞭解，他跟他是什麼關係，這很複

雜，日本要再思考，就近去協調，這個協調的好不好牽涉到現場的掌握。 

A： 

   請問您有沒有什麼看法對這個制度怎麼去改或未來可以朝什麼方向去改進? 

B： 

    這要從國外來看，縱使這個地方再好，錢還是個問題，還有很多權限，甚至

平常就建立很多機制，所以這個原則中央出來協調，那有非常多的配套，像八八

風災我們從北部去調資源，很難調度資源，這兩個關係很難處理必須要協調，要

不斷的累積，慢慢的累積去改善。要做得更好一定要參考國外的經驗，很多東西

更有效更快速，會有很多環節，國外做的好一定有國外的原因，這就要靠經驗，

沒有經驗就沒辦法累積。 

    這個地方有他補全的辦法，最起碼要先做很多準備，例如你問我媒體的處理

方式，應該是要先派一批媒體去，現場怎麼開始也要有人指揮，軍方也會在這架

設通訊設備，我們會先把通訊建好，如果臨時怎麼辦，所以事情一定要準備好，

一定要事先做計畫，要讓計畫順暢一定得要做很多機制準備，如果災害真的很

大，你要把它建構起來真的要很多東西，所以一定要去釐清範圍。 

A： 

   最後我想再請教副座一個問題，像美國如果是國家級的狀態發生的時候就直

接由他們來處理，萬一我們也像這樣是無法因應的嗎?那是不是還要有一個萬一

這種特例的時候? 

B： 

    那是美國中央會調一些人力，因為他有基金，因為這些地方要用到很多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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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的很有效率，他就有個機制，台灣這部分的機制比較沒有，所有災害都融合

在一起，我們也沒有美國的問題，因為台灣比較彈性，大家都認為中央掌握最多

資源，砲轟中央，我們把各個縣市或各個合約通通調出來，可能地方都隨便報，

機器調來也不夠擺，所謂調度夠不夠快，宜蘭、蘇澳也是一樣，那我們為什麼慢，

中央要跟長官報告在啟動到地方政府，還要跟市長報告，要報告要集合，再重新

大集合，然後就到晚上，這樣就慢了。 

    你要快很有效力，要有很多機制，像災害應變中心的幕僚就要預判未來的能

力，事先做好機制運作，根據某種計畫再做調度，會慢就是因為沒有機制，他有

機制也不能說沒有，做得好就得做很多演練，不然很快就會被弄垮。你要先挖後

挖一定要有人判斷可能在哪裡，怎麼挖比較有效力，還要有專家、專家資料庫，

如果這個你要運作的好，平常就要建立資料庫，做些演練，有這個機制就會很好

處理，要怎麼做的很有效力，那平常要做很多努力還有機制，像空難、洋流的飄

流的路徑要一個資料，洋流的專家，摸索哪裡才會有效力，像是都有去救災，有

去指揮，但是救人很沒效力，洋流當時的狀況預判在哪裡，你在外面就必須確認

清楚，該準備怎麼救，做好，你後面就會很清楚，這個沒做好，後面就沒有機制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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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其他訪談紀錄 

 

附錄圖 9台灣高鐵公司訪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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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圖 10港務局高雄港務局訪談紀錄 

 

附錄圖 11農委會水保局羅文俊正工訪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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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圖 12 蘇澳鎮公所曾明哲秘書、張重洋課長訪談紀錄 

 

 

 

 

附錄圖 13內政部空勤總隊林金柔科長訪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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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專家訪談、座談資料分析 

一、 問卷 A、 消防搶救單位(現地指揮所) 

 

(一)請問您從事防災工作的時間多久?  

□1.一至三年 

□2.三至七年 

□3.七年到十年 

□4.十年以上 

 

 

 

問題敘述： 

本題目的為從受訪人員的工作資歷，接受訪談人員的年資與防災經驗主要分

佈在選項 3.4，平均達到七年以上，科長職級的專家接受問卷施測。 

 

預期目的：能從工作年資達一定歷練、職級較高的專家獲取更多專業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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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請問您參與過的地方災害應變中心開設現地指揮所當時開設的進駐人數多

少?本題之目的為研究現地指揮所人員規模，以制定未來現地指揮所參與人數進

駐現地指揮所做為參考。 

□1.10人以下 

□2.10人以上 

□3.20人以上 

□4.其他 

 

 

 

問題敘述： 

本題統計受訪者參與過的實際經驗或演練的現地指揮所人員規模，選項 3，

20人以上為多數，係因進駐現地指揮所的單位多，多數受訪者皆認為現地指揮

所人數不會少於 20人，作為研擬要點之參考。  

預期目的： 

本題之目的為研究現地指揮所人員規模，以制定未來現地指揮所參與人數進

駐現地指揮所之人數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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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災害發生時，您認為設置現地指揮所最好的地點為何?本題之目的為瞭解現地

指揮所執行任務時所選的地點，以讓救災達到最好效果。 

□1.事故現場有掩蔽物的樓房 

□2.單位所屬消防單位(分隊) 

□3.其他政府機關(縣市政府、公所)  

□4.警察局 

 

 

 

問題敘述： 

本題選 2者為居多，係因當地現場所屬消防單位(分隊)能最快投入救災應

變，選擇災區附近所屬消防單位(分隊)消防人員就地原處進行搶救，搶救進度將

較為流暢。 

 

預期目的： 

本題之目的為瞭解現地指揮所執行任務時所選的地點，使現地救災達到最好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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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請問您所參與的現地指揮所經驗中，大規模災害發生時有哪些任務編組? (可

複選) 

□1.指揮派遣(搜救)組  

□2.災情監控組 

□3.行政庶務組 

□4.醫療救護組  

□5.新聞公關(對外發言)組  

□6.工程搶救(道路暢通)組 

□7.現場警戒組 

□8.其他______ 

 

 

 

問題敘述： 

經由訪談所得到受訪者的經驗，現地指揮所的任務編組可自複選選項比較獲

得，第 7點現場警戒組最少、其次為新聞公關與工程搶修，而指揮搜救、災情監

控與醫療救護三組為選項出現次數最多。警戒組為警政機關主導，工程搶修為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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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為主，新聞可能是 EOC統籌發布，因此經過選項多數得知，

現地指揮所指揮搜救、災情監控與醫療救護三組為在現地必要的任務編組。 

預期目的：本題之目的為從問卷施測的最多數選項得證，確認前進指揮所作業要

點中災害防救任務編組所必要出現的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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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請問您貴單位現地指揮所指揮官的參謀幕僚人員工作內容為何?本題之施測

目的為瞭解幕僚參謀人員的組成與專業背景，以制定之後幕僚人員的組成與職

權。(可複選) 

□1.災害部會權責單位建言 

□2.現場災情蒐集分析 

□3.協助支援與調度 

□4.其他 

 

 

 

問題敘述： 

現地指揮所的參謀人員從問卷施測分析後，選項 1最多，因此可以瞭解現地

指揮所的參謀人員，主要的任務與業務係歸屬為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建言和現

場災情分析。 

預期目的： 

本題之施測目的為瞭解幕僚參謀人員的組成與專業背景，以制定之後幕僚人

員的組成與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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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請問您就台灣目前地方災害應變中心設置現地指揮所的協調與調度困難之

處之重點為何? 

□1.人力資源調度 

□2.物資資源調度 

□3.局處協調 

□4.跨縣市單位協調 

□5.其他 

 

 

 

問題敘述： 

選項 3局處協調佔最多比例，原因為人力與物資或許可以垂直的進行協調，

但局處為平行關係，平行關係協調上就比較沒有明確的機制，通報及資訊系統會

無法整合，對此消防單位與其他縣市政府部會局處之協調，應為探討重點。 

預期目的：本題之施測目的為探討縣市成立的地方災害應變中心與現地指揮所彼

此之間協調需要改進之處為何?希望能從最多選項之處檢討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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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請問您認為災害發生後，災害現場正式成立現地指揮所的初期指揮官，需要

多少時間將指揮權轉移至縣市災害應變中心所指定之總指揮官執行任務?本題之

目的在於希望藉由統計指揮官指揮權的轉移所需時間，統一律定最恰當之時間，

作為將來制定作業要點之參考。 

□1.20分鐘以下， 

□2.20分鐘以上，未滿 60分鐘 

□3.60分鐘以上 

□4.其他時間_______ 

 

 

 

問題敘述： 

經過實務經驗的訪談討論，選項 2，60分鐘內的速度是最有可能達到現場指

揮官轉移的時間，  

預期目的： 

本題之目的在於希望藉由統計指揮官指揮權的轉移所需時間，統一律定最恰

當之時間，作為將來制定作業要點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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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就您過往之經驗，現地指揮所的通訊中斷後對外設備該如何聯繫? 

□1.現場架設臨時通訊站 

□2.其他______________ 

 

 

 

問題敘述： 

本題為討論現場通訊問題，多數選項為災害現場都會架設臨時通訊站，以順

利進行聯繫。  

預期目的： 

本題之目的在於維持災害現場通訊以及資訊整合的目標，強調通訊在現場救

災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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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請問您認為現地指揮所之資源調度分工為何? 

□1.按照政府法令要點之權責歸屬分配 

□2.按照救災專業分工統籌分配 

□3.現場災害事故系統運作得宜 

□4.其他 

 

 

 

問題敘述： 

從多數選項觀察，選 2的受訪者最多，因為現場災害得依靠平時的演練與災

害發生時的緊急應變，短時間內救災工作的瞬息萬變，得考慮有一套災害事故系

統的任務來運作才能達到救災的專業效果。 

預期目的： 

本題為探討前進指揮所的支援調度，是依照什麼狀況進行業務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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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根據您的瞭解，現地指揮所的對外發言人之職位，該如何選定? 

□1.副指揮官兼任發言人-由統一窗口對外發言 

□2.獨立任務分工的發言人組別，用專門公關單位來強化對外發言人的職責。 

□3.併於通訊與媒體之組別，統一對外發言。 

□4.其他 

 

 

 

問題敘述： 

參考受訪者的救災經驗，絕大多數都是選 1 由現地指揮所副指揮官來擔任。 

預期目的： 

本題之施測目的為瞭解現地指揮所對外發言人之職位的選定，藉由問卷來區

分發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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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根據您的瞭解，下列選項何者是現地指揮所法令作業要點可以加以律定?

本題之目的在於撰寫作業要點內容時，所需要的基本規範，以利快速到達現場迅

速整備。 

□1.作業分工 

□2.設置地點 

□3.現場基本裝備需求列表 

□4.警戒區劃分 

□5.其他________ 

 

 

 

問題敘述： 

選項 1的作業分工最重要，2跟 3或許會因為不同災害類型，而有不同的應

變措施，選項 4多數受訪者認為並不需要明訂。 

預期目的： 

本題之施測目的，為瞭解能在現地指揮所作業要點增加任務工作，並參考各

縣市的現地指揮所要點後，希望藉此能將確立選項內的工作內容，納入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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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現地指揮所有無撰寫工作日誌?  

□1.有，由____撰寫 

□2.無 

 

 

 

問題敘述： 

多數現地指揮所都有撰寫工作日誌，並將現場災情紀錄，雖有其他不同的名

稱，其內容都是和工作日誌相似。 

預期目的： 

本題之施測目的是瞭解現地指揮所撰寫日誌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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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請問您現地指揮所與地方災害應變中心之間的互動協調機制是否需要制

定一套法律規範以訂定行為標準? 

□1.是 

□2.否 

 

 

 

問題敘述： 

本題選 1者比較多，希望現地指揮所與地方災害應變中心能有一套標準的行

為準則以利工作進行，選 2者則認為法規訂的太細，反而會救災困難。 

預期目的： 

法律規範對救災的影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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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請問您從回報、支援互動之機制來檢視，地方災害應變中心及現地指揮所

之間的運作情形可以更加進步改善之處為何? 

□1.通報機制_____(請補充說明) 

□2.支援效率_____(請補充說明) 

□3.局處協調_____(請補充說明) 

□4.其他_____(請補充說明) 

 

 

 

問題敘述： 

從回報、支援互動機制能改進之處來看，地方災害應變中心及現地指揮所之

間的運作情形，仍有進步改善之處，受訪者主要認為選項 1、2最為重要，因為

快速通報的效率，救災工作就能順利的進行。 

預期目的： 

改善地方災害應變中心與現地指揮所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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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專家問卷政府部門、其他交通事業版本 

(一)請問您從事現職工作的時間多久?  

□1.一至三年 

□2.三至七年 

□3.七年到十年 

□4.十年以上 

 

 

 

問題敘述： 

本題目的係從受訪人員的工作資歷，並按公務部門的業務輪調特性，從受訪

者擔任防災業務工作時間開始算起，接受訪談人員的年資與防災經驗主要分佈在

選項 2，平均 3到 7年。 

預期目的： 

能從工作年資達一定歷練、職級較高的專家獲取更多專業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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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請問您個人所參與過的災害應變中心與前進指揮所任務的開設有幾次(包含

演練)?印象最深刻的任務為何?當時的任務分工編組為何? 

□1.1至 5次 

□2.6至 10次 

□3.11至 15次 

□4.16次以上 

 

 

 

問題敘述： 

由於部分受訪者的服務機關，真正開設前進指揮所的機會較少，但參與演練

亦有最多 2~3次/年，因此本題選項 1、2者為多數。 

預期目的：從救災經驗聽取受訪專家，的實際經驗與演練，獲取更多專業的建議。 

受訪者舉例： 

1. 經濟部水利署未曾參與前進指揮所經驗，但是多次舉辦水災中央應變中心演 

練，負責執行計畫及腳本擬定、邀集進駐部會召開協商會議及參與演練、任

務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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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CDR 不直接參與前進指揮所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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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災害發生時，請問您貴單位前進指揮所之位置通常設至何處?本題之目的為瞭

解前進指揮所執行任務時所選的地點以讓救災達到最好效果。 

□1.災害現場鄉鎮市公所 

□2.消防局 

□3.其他政府機關(縣市政府、公所、警察局)  

□4.所屬工作單位  

□5.其他_____ 

 

 

 

問題敘述： 

本題選 4的受訪者為居多，受訪者參與中央前進指揮所的設置，大都在所屬

工作業務單位居多，其他選項 1、2、3則是視情況派員進駐。 

預期目的：本題之目的為瞭解前進指揮所執行任務時所選的地點，以讓救災達到

最好效果。 

受訪者舉例： 

1. 農委會水保局未開設過前進指揮所，但有在農委會及水保局開設緊急應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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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處理災情，以及派員進駐搶救單位做災情處理，故選擇 5其他(未開設過)。 

2. 經濟部水利署選擇 4，依照經濟部水利署暨所屬機關重大事件前進指揮所作

業要點，作為運作依據，設置地點原則上是在災害權責單位(河川局或水資源

局所在地)或直接在災害現場成立(例如工務所) 

3. 高鐵公司在災害發生時如果發生在高鐵路線上，前進指揮所通常設置於緊急

逃生口外之圍籬區，如災害發生於高鐵車站，前進指揮所則設置於車站外之

安全地點。 

4. 高雄市政府八八風災時設立在旗山社福館，並定期召開會議討論各單位困難

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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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請問您所參與或認知的前進指揮所經驗中，大規模災害發生時有哪些任務編

組? (可複選) 

□1.指揮派遣(搜救)組  

□2.災情監控組 

□3.行政庶務組 

□4.醫療救護組  

□5.新聞公關(對外發言)組  

□6.工程搶救(道路暢通)組 ¬ 

□7.現場警戒組 

□8.其他______ 

 

 

 

問題敘述： 

經由訪談所得到受訪者的經驗，現地指揮所的任務編組，係自複選選項比較

得到，第 7點現場警戒組為最少、其次為新聞公關與工程搶修組，而指揮搜救、

災情監控與醫療救護三組為最多。警戒組為警政領域，工程搶修為災害防救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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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為主，新聞可能是 EOC統籌發布，因此經過選項多數得知，現地指揮

所指揮搜救、災情監控與醫療救護三組為現地指揮所之必要的任務編組。 

預期目的： 

本題之目的為從問卷施測的最多數選項，確認前進指揮所作業要點中災害任

務編組所必要出現的組別。 

受訪者舉例： 

經濟部水利署依災害性質編組而不同，但各種災害有共通之編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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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請問您貴單位前進指揮所指揮官的參謀幕僚人員工作內容為何?本題之施測

目的為瞭解幕僚參謀人員的組成與專業背景，以制定之後幕僚人員的組成與職

權。(可複選) 

□1.災害部會權責單位建言 

□2.現場災情蒐集分析 

□3.協助支援與調度 

□4.其他 

 

 

 

問題敘述： 

前進指揮所的幕僚參謀人員從問卷施測分析後，選項 3最多選擇，因此可以

瞭解前進指揮所的幕僚參謀人員組成。 

預期目的： 

本題目的為瞭解幕僚參謀人員的組成與專業背景，並制定幕僚人員的組成與

職權。 

受訪者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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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經濟部水利署：建議分參謀組及作業組來思考人員的組成與職權。 

2. 高雄市政府：認為前進指揮所仍因回歸該單位之權責，並以該單位權責範圍

的工作為主，大規模災害發生時人力根本不足，應該以團隊討

論方式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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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請問您認為台灣目前中央前進指揮所與地方災害應變中心的協調與調度困

難之處之重點為何? 

□1.人力資源調度 

□2.物資資源調度 

□3.部會協調 

□4.跨縣市單位協調 

□5.其他 

 

 

 

問題敘述： 

選項 4佔最多比例，原因為人力與物資或許可以縱向協調，但跨縣市為平行

關係，平行關係協調上就較沒有明確的機制對此消防單位與其他縣市政府局處之

協調，為探討重點。 

預期目的： 

本題為探討前進指揮所與地方災害應變中心協調與調度困難點為何?  

受訪者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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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經濟部水利署認為以上四點選項如無事先周詳計畫與演練原則，當重大災害

發生成立指揮所時在協調上會混亂，很難充分發揮前進指揮所功能。 

2. 高雄市政府認為中央與地方的工作重點必須協調後加以調整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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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請問貴單位與消防、國軍等搶救單位之間的分工情形為何? (請詳述之) 

□1.權責單位進行公務搶救、消防及國軍進行人命搶救 

□2.其他_______(請詳述) 

 

 

 

選項分析： 

1. 農委會水保局：無進行機具、人命搶救的任務， 

2. 經濟部水利署：主要為水利設施搶救工作，與消防及國軍各有權責，原則上

無分工問題，但搶救工作如需國軍協助時，亦將請求支援。 

3. 台灣高鐵公司：搶救作業主要仍需要仰賴地區消防單位協助，若有軍方需求

則可由縣市政府或由交通部／高鐵局，向軍方提出申請，高

鐵公司則提出必要支援及安全評估。 

4. 蘇澳鎮公所：將災情資訊彙整完畢後，通報消防單位或國軍，協助搶救及相

關人力支援。 

5. NCDR：為進駐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的幕僚單位。 

6. 基隆港務局分公司：負責災情通報與港區救災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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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高雄市政府：於莫拉克颱風當時，協商救援直升機的順序與地點，會與國搜

中心確認每週的空投物資量與地點(應變中心解編後)，並派遣社

會局並於機場與軍方協調物資與救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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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請問您前進指揮所與地方災害應變中心在法律位階上的所屬相互關係何?(請

詳述之) 

1. 農委會水保局：認為地方災害應變中心功能完整，中央前進指揮所就以支援

調度為主。若地方災害應變中心失能，則中央就要進行指揮

權轉移。 

2. 經濟部水利署：認為中央前進指揮所應屬於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層級，在法律

位階上當然高於地方災害應變中心。 

3. 台灣高鐵公司：依照高鐵整體防救災應變計畫之規範，採相互協調合作機制，

位階並無上下之分。 

4. 蘇澳鎮公所：認為形式上兩者是隸屬關係，惟前進指揮所進駐對於搶救命令

之發布、決策訂定協調事項，仍應尊重地方建議，因為地方政

府對行政區域整體較為瞭解。 

5. 基隆港務局分公司：認為地方災害應變中心位階應高於前進指揮所，俾利於

統一指揮權。 

6. 嘉義林務局阿里山工作站：認為兩者相互支援、通報資源應用。 

7. 嘉義林務局鐵路課：認為地方災害應變中心為應變主政單位，在接獲通報後，

負責搶救資源之調度、協調工作，位階上高於前進指揮所。 

8. NCDR：法律位階一定是前進指揮所高於地方災害應變中心(但必需提供足夠

的人力資源，才能開設發揮功能的指揮所) 

9. 高雄市政府：認為主要應以災害應變中心為主，並回到各災害防救業務主管

機關的權責與調度，應以災害應變中心作為主要平台，視災害

與需求組成任務編組。 

10. 空勤總隊：地方災害應變中心和中央前進指揮所結合，位階應該為相互關

係、應為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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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就您過往之經驗，請問您貴單位如何與地方縣市首長協調支援?(請詳述之) 

 

1. 農委會水保局：地方請求重機械、農損勘災等，或跨農委會各局署或跨縣市

需求時，農委會的協調官可協調並調派資源。 

2. 經濟部水利署：通常支援地方的抽水機、防汛塊與沙包，汛期前由所屬河川

局、水資源局邀集防汛協商會議，必要時由局長拜會縣市長

研商共同防災事宜。颱風豪雨應變期間，必要時由署長等層

級長官或所屬河川局局長主動聯繫縣市首長是否需要支援。 

3. 台灣高鐵公司：於災害現場如需地方增派支援，則由 ICS 現場指揮向相關權

責單位帶隊官提出申請，目前已與沿線 11 縣市簽有相互支援

協定。 

4. 蘇澳鎮公所：災情反應協調支援作業程序，由鄉鎮市災害應變中心向縣災害

應變中心反應請求支援。 

5. 基隆港務局分公司：和基隆市政府消防局和環保局聯繫，並於發生災情時隨

時通報。 

6. 嘉義林務局阿里山工作站：在與地方縣市首長協調支援方面，由機關首長拜

會縣市首長溝通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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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請問您貴單位前進指揮所與其他部門單位的資源協調情形?(請詳述之) 

1. 經濟部水利署：開設前進指揮所運作依照「經濟部水利署所屬機關重大事件

前進指揮所作業要點」辦理，如資源協調有困難或需跨部會

機關協調時，會透過經濟部緊急應變小組或由該小組通報中

央災害應變中心協調處置。 

2. 台灣高鐵公司：詳如高鐵整體防救應變計畫，現場資源可由計畫組之後勤小

組協助處理。 

3. 高雄市政府：主要協調仍會透過地方災害應變中心，或是透過相關會議協商

討論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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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請問您從回報、支援互動之機制來檢視，中央前進指揮所及地方災害應變

中心之間的運作情形可以更加進步改善之處為何? 

□1.通報機制_____(請補充說明) 

□2.支援效率_____(請補充說明) 

□3.部會協調_____(請補充說明) 

□4.其他_____(請補充說明) 

 

 

 

問題敘述： 

從回報、支援互動機制可再加強改進之處來看，受訪者主要認為選項 1、2

最為重要，因為通報的效率快速，救災工作就能順利的進行。 

預期目的：改善地方災害應變中心與現地指揮所的運作 

受訪者舉例： 

1. 農委會水保局選 4，認為權責問題建議先釐清。中央前進指揮所指揮地方災

害應變中心或是支援、協調為主。 

2. 經濟部水利署對 4 個選項提出建議，通報方面，地方缺乏主動通報，因此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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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及落實相關通報規定。支援效率方面，需求或災情不明確，缺乏聯繫視

窗，均會影響支援效率。部會協調部分，建立協調機制，尤其是複合型災害

之協調更為重要，如不同災害之搶救優先順序或可同時進行，資源整合分工

等。防災演練應納入中央前進指揮所及地方災害應變中心之間的運作演練，

推演回報、支援互動可能發生及研擬處置。 

3. 台灣高鐵公司：建議中央前進指揮所，可先派員進駐地方災害應變中心，有

利於相互協調功能。 

4. 高雄市政府：以八八風災為例，中央前進指揮所雖會與地方應變中心溝通，

主要因不易知道各單位的分工與主責窗口，而地方災害應變中心應扮演協

調聯繫的工作，如有牽涉跨中央部會的協調或請求支援，地方災害應變中

心將仍以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為主，將不向中央前進指揮所反應或處置。 

 

(十二)其他增補事項 

NCDR 建議前進指揮所開設用分類、分級方式處理不同災害，指揮所

的開設不能增加地方的負擔，必須有完整設備、通訊、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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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原前進指揮所作業要點 

 內政部主管災害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前進指揮所作業規定 

 中華民國 101年 02月 10日 

 

一、目的 

    為執行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第十二點第三項第五款所規定事項，掌握

災害現場救災情形及支援需求，加強中央與地方協調聯繫，整合中央救災

資源，協助地方政府救災，特訂定本規定。 

 

 二、啟動時機 

發生颱風、地震(海嘯)、火災、爆炸等重大災害，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為協助

地方政府救災，有派員就近協調或協助救災必要時，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

揮官得指派與該次災害相關機關(單位)人員擔任協調官，進駐地方災害應變

中心，並得視災情需要，經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同意後，成立中央災

害應變中心前進指揮所。 

 

 三、設置地點選定 

  (一)內政部(消防署)平時得請直轄市、縣(市)政府調查可供作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前進指揮所之適當地點，並將資料建檔，其設置條件如下： 

        1.避免設於有發生二次災害之虞之室內場所或戶外地點。 

        2.作業空間至少可容納三十人以上，可提供水、電之地點。 

        3.交通便捷且利於與地方災害應變中心協調聯繫。 

  (二)內政部(消防署)災時得協調直轄市、縣(市)政府提供符合前款規定且接近地

方災害應變中心現地指揮所之地點，並報請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同意

後，設置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前進指揮所。 

 

 四、指揮官及副指揮官 

  (一)前進指揮所置指揮官一人，綜理前進指揮所災害應變事宜；副指揮官二或

三人，襄助指揮官處理前進指揮所災害應變事宜。 

  (二)前款人員均由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指定次長或適當層級人員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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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編組 

  (一)前進指揮所編組依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第十二點有關功能分組規

定辦理，設幕僚參謀組、災情監控組、新聞處理組、網路資訊組、支援調

度組、搜索救援組、疏散收容組、交通工程組、醫衛環保組、行政庶務組

等功能分組，其組織架構圖詳如附件一。 

  (二)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得視實際情形彈性啟動功能分組派員進駐中央

災害應變中心前進指揮所，或增派其他機關(單位)派員進駐中央災害應變

中心前進指揮所；各分組之主導機關(單位)亦得視實際需要報請中央災害

應變中心指揮官同意後，通知其他機關(單位)派員參與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前進指揮所運作。 

附件一-內政部主管災害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前進指揮所組織架構圖 

 

 六、進駐人員及任務 

  (一)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前進指揮所各功能分組進駐機關(單位)人數詳如附件

二，參與各功能分組之主導機關(單位)應至少指派九職等(或比照九職等)

以上人員一名進駐、協助機關(單位)應至少指派幕僚人員一名進駐，執行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第九點所定各進駐機關之任務及下列工作： 

        1.幕僚參謀組：由內政部(消防署、營建署)主導。 

         (1)掌握全盤應變處置，分析及評估災害狀況，提供應變決策腹案。 

         (2)籌開前進指揮所記者會及預擬新聞稿或發言稿。 

         (3)擔任前進指揮所、災害現場及當地政府之聯絡窗口，隨時傳達中央

因應對策及地方災情現況與需求。 

         (4)部會首長以上長官勘災之行程安排。 

        2.災情監控組：由內政部(消防署、警政署、營建署)主導，並得視災情

狀況另由經濟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協助。 

         (1)災情蒐集及各項訊息之傳遞。 

         (2)情資之掌握。 

        3.新聞處理組：由行政院新聞局主導、內政部(消防署)協助。 

         (1)前進指揮所新聞發布及記者會召開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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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協請新聞電視媒體發布政府之應變措施。 

        4.網路資訊組：由內政部(消防署)主導。 

         (1)電話(一般及衛星)、電腦(桌上型、筆記型)、傳真、網路、電子郵件

等通訊方式之建立。 

         (2)視訊會議及影像傳輸設備之建立。 

         (3)與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及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區)公所聯

繫暢通之確保。 

        5.支援調度組：由國防部主導、內政部(消防署、警政署)協助。 

         (1)協調支援機關(單位)之應變處置作為。 

         (2)受理災區之支援請求及協調國軍救災部隊及車輛裝備。 

        6.搜索救援組：由內政部(消防署)主導、警政署協助。 

         (1)備妥相關救災圖資、簿冊。 

         (2)掌握及預為劃設搜索區域。 

         (3)災區之治安維護、交通管制等。 

         (4)統計救災資料。 

        7.疏散收容組：由內政部(民政司、社會司)主導。 

         (1)民眾疏散撤離情形之掌握。 

         (2)收容處所人員安置情形之掌握。 

         (3)受災地區民生物資需求及協助運補作業之掌握。 

        8.交通工程組：由交通部主導。 

         (1)受阻道路替代路線之規劃及配合地方政府運輸工具徵(租)用之協調

聯繫。 

         (2)協助協調救災船舶載具、人員之徵(租)用及海運路線之規劃。 

         (3)民用航空器徵(租)用之協調聯繫。 

        9.醫衛環保組：由行政院衛生署主導、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協助。 

         (1)災區緊急醫療服務需求之掌握。 

         (2)跨區域醫療資源之協調調度。 

         (3)防疫措施管制及消毒作業。 

       10.行政庶務組：由內政部(消防署)主導。 

         (1)前進指揮所辦公室環境之整備、管理與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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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辦理採購、會計事務、經費核銷等事項。 

         (3)人員管制、進駐人員交通工具安排、車輛調度等其它行政庶務事項。 

  (二)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得視災情之實際需要，調整、增(減)派功能分組

之任務及進駐人員，以發揮救災一體之行政機能。 

附件二-內政部主管災害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前進指揮所功能分組進駐機關(單位)

人數表 

 

 七、運作機制 

  (一)直轄市、縣(市)  政府或鄉(鎮、市、區)公所與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之通報、

聯繫可逕洽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前進指揮所各功能分組辦理。中央災害應變

中心前進指揮所於召開會議或協商重要事項時，得通知直轄市、縣(市)  政

府或鄉(鎮、市、區)公所派員參與。 

  (二)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前進指揮所應與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地方災害應變中心

及地方災害應變中心現地指揮所保持緊密聯繫，並依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之

指揮及授權，代表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協助直轄市、縣(市)  政府或鄉(鎮、

市、區)公所執行災害應變事宜。 

 

 八、後勤支援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前進指揮所運作之場地、食宿、交通、水電及行政庶務

事項及運作所需之必要設備，得洽請地方政府協助，並由內政部(消防署)

負擔相關經費。 

 

 九、撤除時機 

    災害狀況緩和或已解除，各項救災協調事項已辦理完成或可逕以電話聯

繫、公文傳遞方式處理時，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得下令縮小前進指揮

所之編組或撤除之。 

 

 十、演練 

    中央政府與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平時得辦理本規定所

定各項作業之相關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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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獎懲 

      各進駐機關(單位)人員執行本規定所定各項任務成效卓著者，由進駐機關

(單位)依規定敘獎；其執行不力且情節重大者，依規定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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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內政部主管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前進指揮所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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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內政部主管災害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前進指揮所功能分組進駐機關(單位)人數表 

 

內政部主管災害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前進指揮所功能分組進駐機關(單位)人數表 
 (單位：人) 

項

次 
功能分組 

主導、協助機關(單位) 
備註 

主導機關(單位) 人數 協助機關(單位) 人數 

1 
幕僚參謀組 內政部 

(消防署、營建署) 

2 

(各 1) 
   

2 災情監控組 內政部 
(消防署、警政署、營建署) 

3 

(各 1) 
  

視災情狀況另由經濟

部、農委會派員進駐中

央災害應變中心前進

指揮所協助。 

3 新聞處理組 新聞局 1 內政部 
(消防署) 

1  

4 網路資訊組 內政部 
(消防署) 

1    

5 支援調度組 國防部 3 內政部 
(消防署、警政署) 

2 

(各 1) 
 

6 
搜索救援組 內政部 

(消防署) 
1 

內政部 
(警政署) 

1  

7 
疏散收容組 內政部 

(民政司、社會司) 

2 

(各 1) 
   

8 交通工程組 交通部 1    

9 
醫衛環保組 行政院衛生署 1 

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 
1  

10 行政庶務組 內政部 
(消防署) 

1    

 總計  16  5  

 



                                                                               附錄 

 335 

 

附錄七 本研究研擬之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前進協調所作業規定 

內政部主管機關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前進協調所作業規定 

 

一、目的 

  為執行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第十二點第三項第五款，掌握災害現場救

災情形及支援需求，強化中央與地方支援協調聯繫的機制，有效整合中央救災資

源，協助地方政府救災，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應依災害規模的程度，成立中央前進

協調所(以下簡稱前進協調所)，達到就近掌控災害情勢、以利執行災害現場協調

聯繫調度支援等事宜，特訂定此規定。 

 

二、啟動時機 

直轄市、縣(市)政府(以下簡稱地方政府)符合下列其中一項災害情形，需要中

央協調調度支援救災資源時，經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同意後，成立中央災害

應變中心前進協調所。 

 

(一)災害範圍達到廣域性的大規模災害。 

(二)災害情形嚴重，地方政府無法處理時。 

(三)災害規模橫跨兩縣市以上。 

(四)地方災害應變中心缺乏救災人力、機具、車輛、物資的情況需要中央協

調調度支援救災資源時。 

(五)依照行政院函頒的「災害緊急通報作業規定的災害規模」達到乙級通報

層級之災害事件。 

(六)或經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認為有必要成立時。 

 

三、設置地點選定 

(一) 依照目前中央部會可同時運作之最大人力與物力資源，規劃於我國北

部、中部、南部(雲嘉南、高屏)、東部、澎湖金馬連江連江外島總計

五區六處，設立前進協調所，場地為以能利於與地方災害應變中心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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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聯繫之場所為主。  

(二) 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於災時得協調直轄市、縣(市)政府提供符合

前款規定之地點，並報請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同意後成立。 

(三) 若災害範圍僅於單點區域、單一縣市之位置情況時，僅需選一接近災

害現場位置，設立前進協調所即可。 

 

四、總協調官及副總協調官 

(一)前進協調所設置總協調官一人，綜理前進協調所災害人力物資，支援與

協調中央與地方、地方與地方之間支援調配之事宜；副總協調官一至

二人，襄助總協調官處理前進協調所協調中央與地方、地方與地方之

間支援調配之事宜。 

(二)前款人員均由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指派災害權責機關之政務次

長、常務次長或適當層級人員擔任。 

 

五、編組 

(一)前進協調所編組依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第十二點有關功能分組

規定辦理，設幕僚參謀組、災情監控組、新聞處理組、支援調度組、

搜索救援組、疏散收容組、交通工程組、醫衛環保組等功能編組，其

組織架構如附件一。 

(二)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得視實際情形彈性啟動功能分組派員進駐前

進協調所，或增派其他機關(單位)派員進駐前進協調所；各分組之主導

機關(單位)亦得視實際需要報請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同意後，通知

其他機關(單位)派員參與前進協調所運作。 

 

六、進駐人員及任務 

(一)前進協調所各功能分組進駐機關(單位)人數詳如附件二，參與各功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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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之主導機關(單位)應至少指派九職等(或比照九職等以上人員一名進

駐、協助機關(單位)應至少指派幕僚人員一名進駐，執行中央災害應變

中心作業要點所定各進駐機關之任務及下列工作： 

1．幕僚參謀組：由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

院環境保護署之所屬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主導，內政部消防

署、內政部警政署、國防部、直轄市、縣(市)政府協助。 

(1)掌握全盤應變處置，分析及評估災害狀況，提供應變決策腹案。 

(2)擔任前進協調所、災害現場及當地政府之聯絡窗口，隨時傳達中央

因應對策及地方災情現況與需求。 

(3)部會首長以上長官勘災之行程安排。 

(4)電話(一般及衛星)、電腦(桌上型、筆記型)、傳真、網路、電子郵件

等通訊方式之建立。 

(5)視訊會議及影像傳輸設備之建立。 

(6)確保與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及直轄市、縣(市) 政府及鄉(鎮、市、區)

公所聯繫之暢通。 

(7)前進協調所辦公室環境之整備、管理與維護。 

(8)辦理採購、會計事務、經費核銷等事項。 

(9)人員管制、進駐人員交通工具安排、車輛調度等其它行政庶務事項。 

 

2．災情監控組：由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

院環境保護署之所屬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主導，內政部消防

署、內政部警政署、內政部營建署、國防部協助。 

(1)災情蒐集及各項訊息之傳遞。 

(2)情資之掌握。 

 

3．新聞處理組：由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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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署之所屬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主導。 

(1)籌開前進協調所記者會及預擬新聞稿或發言稿。 

(2)前進協調所新聞發布及記者會召開事宜。 

(3)協請新聞電視媒體發布政府之應變措施。 

 

4．支援調度組：由內政部、國防部主導、行政院各部會災害主管單位協

助。 

(1)協調支援機關(單位)之應變處置作為。 

(2)受理災區之支援請求及協調國軍救災部隊及車輛裝備。 

 

5．搜索救援組：由內政部、內政部消防署主導，國防部、內政部警政署

協助。 

(1)備妥相關救災圖資、簿冊。 

(2)掌握及預為劃設搜索區域。 

(3)災區之治安維護、交通管制等。 

(4)統計救災資料。 

 

6．疏散收容組：由內政部民政司、內政部社會司主導、國防部後備司令

部協助。 

(1)民眾疏散撤離情形之掌握。 

(2)收容處所人員安置情形之掌握。 

(3)受災地區民生物資需求及協助運補作業之掌握。 

7．交通工程組：由交通部主導。 

(1)受阻道路替代路線之規劃及配合地方政府運輸工具徵(租)用之協調

聯繫。 

(2)協助協調救災船舶載具、人員之徵(租)用及海運路線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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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民用航空器徵(租)用之協調聯繫。 

 

8．醫衛環保組：由行政院衛生署主導，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協助。 

(1)災區緊急醫療服務需求之掌握。 

(2)跨區域醫療資源之協調調度。 

(3)防疫措施管制及消毒作業。 

 

七、運作機制 

(一)直轄市、縣(市)政府災害應變中心、地方前進指揮所之通報，聯繫可逕

洽前進協調所辦理。前進協調所得於每日定時召開會議或協商重要事項

時，通知直轄市、縣(市)政府派員參與。 

(二)前進協調所應與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地方災害應變中心及地方災害應變

中心現地指揮所保持緊密聯繫，並依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之授權，代表中

央災害應變中心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協調中央與地方、地方與地方

之間支援調配之事宜。 

(三)前進協調所得於災害現場設置協調官一人，統計現地指揮所各項災情資

料，主要工作任務如下： 

1．統計現場救災人力情形。 

2．統計現場人命傷亡情形。 

3．統計現場房屋倒塌情形。 

4．統計現場交通工具需求情形。 

5．統計現場搶救機具裝備需求情形。 

6．評估現場發生二次災害的可能性。 

7．評估現場水源是否充足。 

8．評估所需要的搶救人力、物資與機具。 

9．評估並找尋現場是否有足夠收容安置、飛行器起降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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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經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同意，其他現場協調官所需協調之事項。 

(四)經由現場協調官回報上述現場狀況至前進協調所，前進協調所接獲各方

災情訊息，統一彙整資訊回報到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由中央災害應變中

心進行資源調度分配的評估。 

 

八、後勤支援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前進協調所運作之場地、食宿、交通、水電、及行政庶務

事項及運作所需之必要設備，得洽請地方政府協助，並由該次進駐中央災害應變

中心之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負擔相關經費。 

 

九、撤除時機 

災害狀況緩和或已解除，各項救災協調事項已辦理完成或可逕以電話聯繫、

公文傳遞方式處理時，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得下令總協調官針對前進協調所

之縮小或是撤除編組規模，予以撤除之。 

 

十、演練 

中央政府與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每年得定期辦理本規

定所訂各項作業之相關演練。 

 

十一、獎懲 

各進駐機關(單位)人員執行本規定所訂各項任務成效卓著者，由進駐機關(單

位)依規定敘獎；其執行不力且情節重大者，依規定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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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前進協調所組織架構圖(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災害應變中心與現地指揮官之指揮、協調權限探討之研究 

 342 

 

表 6-1附件二中央前進協調所功能分組進駐機關(單位)人數表 

前進協調所功能分組進駐機關(單位)人數表 

 (單位：人) 

項

次 
功能分組 

主導、協助機關(單位) 
備註 

主導機關(單位) 人數 協助機關(單位) 人數 

1 

幕僚參謀組 中央災害防救業務

主管機關主導 

1 

內政部 

(消防署、警政署) 

國防部 

直轄市、縣(市)政

府 

4 

(各 1) 
 

2 災情監控組 中央災害防救業務

主管機關主導 

1 

國防部、內政部 

(消防署、警政署、營建

署) 

4 

(各 1)  

3 新聞處理組 中央災害防救業務

主管機關 
1  

 

  

4 
支援調度組 

國防部 

內政部 

(消防署) 

2 

(各 1) 
行政院各部會災

害主管單位協助。 
 協助機關進駐人數

視災害類型而定。 

5 
搜索救援組 內政部 

(消防署、警政署) 

2 

(各 1) 
內政部 

(消防署、警政署) 

2 

(各 1) 
 

6 
疏散收容組 內政部 

(民政司、社會司) 

2 

(各 1) 

國防部後備司令

部 
1  

7 交通工程組 交通部 

 

1    

8 醫衛環保組 行政院衛生署 1 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 

1  

 總計  11  12  

 

 

 

 



                                                                               附錄 

 343 

附錄八 地方前進指揮所作業要點 

○○縣(市)政府成立前進指揮所之作業要點 

101年 12月擬訂 

 

一、依據 

(一)依災害防救法規定辦理。 

(二)依縣(市)政府地區災害防救計畫規定辦理。 

 

二、目的 

為掌握災害現場救災情形及支援需求，強化本府災害應變中心與災害現場協

調聯繫等災害應變機制、統籌、調度及整合救災資源，協調本府各防救編組單位

於災害現場有效分工，確實達成縱向指揮及橫向聯繫，提升災害現場各項緊急應

變之效率，確保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特訂定本作業要點。 

 

三、啟動時機(限制條件) 

本府轄內區域發生重大災害，且為協助災害現場搶救作業，而有派員就近協

調或協助救災必要時，視災情需求，初期立即由消防、警政進駐現場成立現地指

揮站，或於本府災害應變中心成立並經指揮官同意後，設置本府災害應變中心之

現地指揮所。於前進指揮所設置後，本府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得指派與該次災害

類別主管與相關業務協助機關(單位)人員進駐此前進指揮所。 

前述所提重大災害為指災害防救法內所定義之項目，其中主要項目為重大災

害發生後有立即需進行現場災害搶救之可能性者，包含： 

(一)風災、水災、震災、土石流災害等天然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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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火災、爆炸、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災害、空難、路上交通事

故、森林火災、毒性化學物質災害等災害。 

(三)其他如輻射外洩，或災害防救法未提及然有進行現場搶救必要之災害。 

 

四、設置地點選定(限制條件) 

本府災害應變中心之前進指揮所設置地點選定原則應包含： 

(一)避免設置於有發生二次災害之虞之室內場所或戶外地點。 

(二)作業空間應至少容納 30 人以上，且可提供水、電、通訊與網路功能之

地點。 

(三)交通便捷且利於與災害現場協調、聯繫與指揮調度之地點。 

 

五、前進指揮所功能定義與編組(限制條件-依據任務導向) 

本作業要點所指之災害應變中心前進指揮所，其主要功能為現場災害搶救相

關事宜，因此，其現場任務執行應發揮之功能歸納為人命搶救、工程搶修、資訊

傳遞與指揮所功能維持等四類。據此，應劃分之任務編組為： 

(一)人命搶救類別 

1.搶救組：應納入單位包含「消防」、「警察」、「國軍」、「環保」。 

2.醫療救護組：應納入單位為「衛生醫療」、「國軍」。 

3.疏散避難組：應納入單位為「消防」、「警察」、「公所」、「國軍」。 

(二)工程搶修類別 

1.工程搶修組：應納入單位包含「工務」、「水利」、「交通」、「農業」、「油

電瓦斯」。 

2.交通管理組：應納入單位包含「交通」、「警察」、「國軍」、「工務」。 

(三)資訊傳遞類別 

1.災情監控組：應納入單位為「消防」。 

2.新聞發布組：應納入單位為「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消防」、「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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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 

(四)指揮所功能維持類別 

     後勤支援組：應納入單位包含「消防」、「公所」。 

另考量現行作業方式欠缺各編組資訊整合與提供情勢預判之功能，故本作業

要點另於各組之上獨立設置「幕僚參謀」單位，以整合各組資訊並於此單位進行

內部協調、共識確認後，提供情勢預判資訊及可行應變調度方案做為前進指揮所

指揮官決策依據。其前進指揮所組織架構如圖一所示。 

 

六、進駐人員及任務分工 

本作業要點所指之災害應變中心前進指揮所，其任務功能參照美國緊急支援

功能(Emergency Support Function，ESF)架構之模組化與可擴充之特色編組架

構，現場任務模組主要以下列十五項任務類別，進行現場指揮所的搶救任務編制

與擴充： 

(一)當本市發生重大災害時，各災害防救單位於接獲通報後應立即派員攜帶

必要裝備、器材到達災害現場實施搶救。 

(二)當災害現場成立前進指揮所後，其編組分為搶救組、醫療救護組、疏散

避難組、工程搶修組、災情監控組、新聞發布組、後勤支援組等，各組

則依本前進指揮所實際運作需求，另由各組推舉、派請人員組成獨立之

幕僚參謀單位，以協調與整合各組資訊、處理相關應變事項。 

(三)為因應不同型態或規模災害之處理，本作業要點以前進指揮所功能及其

任務導向劃分組別，且必要時得由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依實際災害情

況及所需配合事項，增減參與編組之單位及人員，各編組單位及人員所

需執行之任務如下： 

1.搶  救  組：由消防單位主導，而國軍、環保等單位協助配合，主要

為執行各項災害搶救、人命救助及緊急救護任務，並提

出救災資源需求及調度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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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醫療救護組：由衛生醫療單位主導，而由國軍單位協助，成立現場臨

時救護站，負責傷病患之檢傷分類、醫療救護、後續就

醫、災區醫療需求作業掌握及跨區醫療資源之協調調度

與使用。 

3.疏散避難組：由民政單位、社會單位主導，而由消防、警察、國軍單

位、行政區公所協助，主要為執行災民疏散情形之掌握

及撤離作業之進行。 

4.工程搶修組：由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主導，而由工務單位、水利單

位、交通單位、農業單位協助，主要為執行災害現場工

程修復、障礙排除、抽除積水、工程機具調度等相關事

宜。 

5.交通管理組：由交通單位主導，而由警察單位及國軍單位協助，主要

執行災區交通管控、確保各項機具及人員調度運輸之順

暢。 

6.災情監控組：由消防單位主導，主要為執行災害現場災情蒐集、情資

掌握與訊息傳遞。 

7.新聞發布組：由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與秘書處(媒體事務組)共同主

導，適時提供媒體各項資料。 

8.後勤支援組：由消防局或災害地點所轄行政區公所，依架設災害現場

前進指揮所單位原則派員擔任，負責現場救災人員各項

飲水膳食及其他必要物資之後勤補給事宜。 

9.火災搶救組：由消防單位主導，而國軍、環保等單位協助配合，主要

為執行火災現場災害搶救、人命救助及緊急救護任務，

並提出救災資源需求及調度建議。 

10.能源(核能)搶救組：由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主導，而由工務單位、

水利單位、交通單位、農業單位等協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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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為執行災害現場工程修復、障礙排除、抽

除積水、工程機具調度等相關事宜。 

11.農災與天然災害組：由農業單位主導，而由工務單位、水利單位、交

通單位、農業單位協助，主要為執行農災、旱災、

水災、土石流等災害現場工程修復、障礙排除、

抽除積水、工程機具調度等相關事宜。 

12.油料管線搶修組: 由工務單位主導，而由工務單位、水利單位、交通

單位、農業單位協助，主要為執行災害現場工程修

復、障礙排除、抽除積水、工程機具調度等相關事

宜。 

13.勞工職業災害組: 由勞工單位主導，而由衛生醫療單位協助，勞工單

位檢視現場災害情形並進行搶救評估，衛生醫療單

位成立現場臨時救護站，負責勞工之傷病患之檢傷

分類、醫療救護之協調調度與使用。 

14.長期社區照顧組：協助救援社區內養老機構、弱勢團體需要緊急救援

等相關事宜。 

15.對外事務組：負責協調聯絡對外主政機關傳達事宜。 

 

七、災情新聞發布之時機及發布機關 

有關災害現場前進指揮所災情訊息及救災新聞之發布，由指揮幕僚人員兼任

新聞公佈人員，必要時得由行政處(新聞科)或秘書處(媒體事務組)協助，對外說

明災害影響層面、善後處理情形及民眾須配合注意事項。 

 

八、災情蒐報 

(一)前進指揮所應建立及彙整各項災情資料，並優先掌握傷亡人數、失蹤人

數及送醫人數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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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災害應變中心尚未成立時，救災指揮官應向消防局 119 回報災情蒐報

資料，市災害應變中心成立後，則向市災害應變中心回報。 

(三)各項災情回報應分為初報、續報及結報，每報均須及時更新並確認無誤。 

(四)其餘蒐報事項依「本市重大災害災情查(蒐)報、通報作業執行計畫」之

規定辦理。 

 

九、災害現場前進指揮所設置注意事項 

(一)架設單位 

1.災害應變中心尚未成立，災害現場涉及緊急人命搶救作業時，由消防

局備妥架設裝備及器具派員前往架設；災害現場非

涉及緊急人命搶救時，初期由消防局成立簡易指揮

站，再交由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備妥架設裝備及

器具派員前往架設。 

2.於地方災害應變中心成立後，災害現場前進指揮所由各災害地點所轄

區災害應變中心派員前往架設，並辦理災害現場協

調、聯繫、調度、指揮事宜。 

(二)設置地點、方式及所需設備 

1.於災害初期，各災害防救編組人員(以下簡稱編組人員)尚未到達現場

時，以救災指揮官車輛停放位置為災害現場前進指揮所，隨災情發

展，各編組人員陸續進駐，則應選擇目標明顯、交通便捷、通訊作業

良好、適合長時間作業、易於掌控災情進展、不受災害波及且能供相

關單位人員集結報到之地點設置。 

2.考量夜間及天氣因素，災害現場前進指揮所得視現場狀況設置於安全

之建築物內或搭設帳篷，另應備有照明設備、白板、文書用具、攝影

機(或數位相機或 PDA)、喊話器、各編組人員背心及「前進指揮所」

之明顯標示及其他必要之裝備、器材，以遂行各項災害現場指揮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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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前進指揮所各編組單位或人員應依實際任務需求攜帶通訊設備(如：無

線電、衛星電話)、救災設備、警戒用具、醫療照護設備…等。 

4.本府消防局、各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各公所，平時應該清點各項

災害現場前進指揮所裝備器材之數量並定時維護保養，遇有重大災害

發生且有開設前進指揮所必要時應立即派員前往災害地點現場架設。 

5.其設置流程及運作圖如圖 2所示。 

十、本作業規定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修正之。 

 

 

 

任務導向：
指揮所功能維持類任務導向：資訊傳遞類任務導向：工程搶修類任務導向：人命搶救類

搶
救
組

○○縣(市)災害應變中心
現地指揮所

醫
療
救
護
組

疏
散
避
難
組

工
程
搶
修
組

交
通
管
理
組

災
情
監
控
組

新
聞
發
布
組

後
勤
支
援
組

 

圖一 縣市政府災害應變中心前進指揮所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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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幕僚參謀

重大災害發生

否是

現地指揮所
開設與指揮協調機制

單一受災轄區內
消防單位(總指揮)

警察單位

災害現場指揮調度
(第一時間，臨時指揮站)

各編組報到
1.搶救
2.醫療救護
3.疏散避難
4.工程搶修
5.交通管理
5.災情監控
6.新聞發布
7.後勤支援

災害現場
現地指揮所設置與
回報災害應變中心

災害類別及災害防救
主管機關認定

災害現場
指揮調度與災害應變

災中指揮權轉移

受災區域
(災害現場擴及兩
轄區以上)

資訊
傳遞、共享

指揮權移轉
(災害主管機關)

  總指揮：縣市長或指定代理人

  

  副指揮：原總指揮

是

現地指揮運作
(維持原指揮調度模式)

災害現場指揮調度
(第一時間，臨時指揮站)

災害發生地點所屬
消防局(總指揮)

警察局

災情嚴重
且有擴大之虞、
縣市首長參與

否

整合後資訊與
可行方案

決策、指揮

協助決策

撤除

其他受災轄區內所屬
消防局、警察局

幕僚參謀
(資訊整合、情勢預判

應變調度)

納入

第一時間判定

災害防救法定義
之災害項目

(災後有立即進行現場救
災之可能性者)

現地指揮所
功能(任務)定位

1.人命搶救
2.工程搶修
3.資訊傳遞
4.指揮所功能維護

分組

任務完成/結束

現場有災害搶救必要
(現地指揮所成立必要)

地方災害應變中心成立/

現地指揮所設立

組協調聯絡人

組協調聯絡人

組協調聯絡人

搶救組資訊

醫療救護組
資訊

疏散避難組資訊

組協調聯絡人 工程搶修組資訊

組協調聯絡人

組協調聯絡人

組協調聯絡人

災情監控組資訊

新聞發布組資訊

後勤支援組
資訊
調度

調度

調度

調度

調度

調度

調度

任務完成/結束

 

圖二 前進指揮所設置流程及運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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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期中報告審查會議紀錄及回應修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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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內政部消防署期中報告審查情形對照表回覆 

審

查

委

員 

業

務

單

位

初

審

意

見 

審查之意見 意見答覆及辦理情形 

1、本研究相關名詞建議應予一

致，如「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或

「中央應變中心」…等及「地方

災害應變中心」非第 1頁及其他

頁所寫之「地方政府應變」或「地

方災害中心」…等。 

感謝業務單位的意見，本單位

已修正混淆之處，將名詞一致

定義為「中央災害應變中

心」、「中央前進指揮所」、「地

方災害應變中心」、「地方前進

指揮所」。 

2、原第 1頁第 1章第 1節研究

源起與背景、研究源起部分，請

重新檢視修正，建議原因說明如

下： 

(1)、第 1 段內容建議再予修

正，如「…在緊急災害發生時，

災害應變中心的指揮官與現地

指揮所指揮官之間的互動關

係，往往是影響救災任務的成敗

關鍵…」部分，因現地指揮官承

地方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之

命，執行相關防救災工作，任何

災情及應變處置，皆需主動回

報，彼此的互動關係良好，為與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的互

動就較有可能產生不同之意

見，但亦不致影響救災的成敗。 

(2)、第 2段除依「災害防救法」

規定外，相關法令亦有規範，如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

點」…等，建議再予敘明清楚。 

(3)、第 3 段對於重大災害的執

行問題，建議多方面探討，可從

機制、制度不善或人力不足與配

置不當…等問題探討，而非僅係

中央與地方緊急應變能力仍然

感謝業務單位的意見， 關於

本段落字句論述方面，本單位

之已經修正，詳見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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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委

員 

業

務

單

位

初

審

意

見 

審查之意見 意見答覆及辦理情形 

失當…等，建議文字再予修正。 

(4)、第 4 段有關「我國的中央

災害應變中心有設置前進指揮

所之規定，以莫拉克為例，沒有

明確工作分工運作規定，造成中

央與地方的前進指揮所在災害

現場的作業互動不良，缺乏整

合…」，本段於莫拉克風災時，

中央尚未訂定前進指揮所相關

作業規定，建議文字再予修正。 

3、原第 3 頁圖 1-1 本研究之救

災分工權責構想圖，係為直轄

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區公

所，請予以說明清楚。 

感謝業務單位的意見，有關本

研究原第 3頁圖 1-1之救災分

工構想圖之層級為中央、直轄

縣(市)政府為主，經過討論

後，定案本研究的層級並不適

用於地方鄉鎮市層級。 

4、原第 4 頁圖 1-2 之研究架構

圖部分，建議參考第 2頁之研究

目的修正。 

感謝業務單位的意見，本單位

已按照業務單位的建議做修

正。 

5、原第 6 頁第 3 節研究進度與

效益 1、工作進度圖 1-4研究進

度甘特圖部分，其期中報告初稿

欄位，係於 101年 7月 20日完

成初稿送本署，而非表列之 101

年 5月份，另期末報告繳交日期

為 101年 9月份，時間是否較為

急迫，建議考量一併修正。 

 

感謝業務單位的意見，計畫甘

特圖已經將期中報告、期末報

告繳交日期調整，詳見 P12。 

6、原第 9 頁相關名詞定義，對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中央前

進指揮所」、「地方災害應變中

心」及「緊急事故現場指揮所」

定義，另有關「中央災害應變中

心前進指揮所指揮官」、「地方災

害應變中心現地指揮所指揮

感謝業務單位的意見，名詞定

義在第二章第一節前段已增

加「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中

央前進指揮所」、「地方災害應

變中心」及「地方前進指揮所」

之定義及「地方災害應變中心

現地指揮所指揮官」、「重大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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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委

員 

業

務

單

位

初

審

意

見 

審查之意見 意見答覆及辦理情形 

官」、「重大災害」、「小規模災

害」…等名詞未定義，建議在本

研究內容統一或定義清楚。 

害」易於混淆的名詞也已統一

定義。詳見 P6至 P9。 

7、原第 10 頁(四) 「緊急事故

現場指揮所」部分，說明文意有

誤，如「救災人員為就統籌指揮

及控管現場災情事宜、並聯絡通

報地方消防局和縣市政府，成

立…」部分，因災害應變中心的

成立，非一定由災害現場指揮官

決定，建議再予調整修正。 

感謝業務單位的意見，本字句

已修正並調整。詳見 P6。 

8、原第 10頁地方前進指揮所名

詞，即已定義為「緊急事故現場

指揮所」，本研究後續是否引用

此名詞。 

感謝業務單位的意見，本研究

為求名詞之統一，已將「緊急

事故現場指揮所」統一定義為

「地方前進指揮所」。詳見 P6

至 P9。 

9、原第 11頁倒數第 8行至第 9

頁第 4行，所談為指揮權移轉，

非名詞定義，建議修正。 

感謝業務單位的意見，本研究

團隊已修正獨立的章節探討

指揮權轉移的部分。詳見 P6

至 P9。 

10、原第 12頁至 23頁國外相關

文獻探討部分，僅探討緣由，未

深入探討與分析中央與地方前

進指揮所之任務、指揮權限及編

組…等，建議增列相關內容，以

符原第 2 頁之研究目的及增列

美日國家之小結。 

感謝業務單位的意見，本研究

已在本文第四章探討美日國

家的前進指揮所設置地點及

時機、現場災害搶救情形等案

例研究，詳見 P77至 P109。 

11、原第 15 頁最後 1 段之說明

與原第 16 頁圖 2-2 日本對應危

機處理的業務架構圖，圖文內容

不一致，建議再予修正。 

感謝業務單位的意見，本單位

已修正，詳見 P83至 P88。。 

12、原第 17 頁圖 2-4 圖未與文

章結合，建議敘明清楚。 

感謝業務單位的意見本單位

已修正，詳見 P83至 P88。 

13、原第 19 頁圖 2-5 圖未與文

章結合，建議敘明清楚。 

感謝業務單位的意見，本文以

將紐西蘭基督城大地震的現

場搶救情形作為各國災害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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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委

員 

業

務

單

位

初

審

意

見 

審查之意見 意見答覆及辦理情形 

別參考，詳見 P42至 P48。 

14、原第 19頁第 14行「銅級」

之執行主要工作項目未列，建議

增列。 

感謝業務單位的意見，已增列

「銅級則是地方的行政機

關，負責實際執行，銅級為先

到達事故現場救災人員，指揮

官可對現場狀況進行評估，如

果事件超出本部門處置能力

而需要與其他部門協調時，得

向上級報告，啟動銀級處理機

制；如遇事件影響範圍較大，

需要啟動金級處置機制」。詳

見 P81至 82。 

15、原第 21 頁社區及地方政府

委員會(CLG)屬金、銀、銅那一

級，倘非屬上開 3層級，建議敘

明清楚，並修正原第 20 頁第 8

行相關文字。 

感謝業務單位的意見，社區政

府及地方委員會為英國災害

應變中心統整資源協調的中

心，工作內容並非決策與執

行，而是協調與救助部分，因

此為銀級，詳見 P81至 P82。 

16、原第 23頁至 28頁第 2節國

內資料蒐集與分析，未探討分析

中央與地方前進指揮所之任

務、指揮權限及編組…等為何，

建議增列相關內容，以符原第 2

頁之研究目的，並分析執行面之

優劣，與現行法律規範如何結合

或修正，提出相關之建言。 

感謝業務單位的意見，本單位

已經增加國內中央與地方指

揮所任務與權限分配之案

例，業已分析執行面上的優

劣。詳見 P77至 P109。。 

17、原第 29 頁第 3 節綜合分析

與比較，建議以表格方式將國內

外制度分析與比較，以瞭解國內

外制度之優劣，提出我國之作業

機制規範。 

感謝業務單位的意見，已完成

國內外現地指揮所之任務分

工之比較，詳見 P115至 P134。 

18、原第 34頁及第 35頁…等，

提到「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水土資

源及防災科技中心」部分，建議

修正為「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將水土資源及防災科技中心刪

感謝業務單位的意見，本單位

已修正，詳見封面以及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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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委

員 

業

務

單

位

初

審

意

見 

審查之意見 意見答覆及辦理情形 

除，以符契約規範。 

19、第 38 頁第 2 節「專家訪談

與專家座談」及第 42 頁第 3 節

「專家訪談結果分析」部分，建

議將第 2節「專家訪談」部分與

第 3節「專家訪談結果」分析結

合，另「專家座談」部分與第 4

節「專家座談結果與分析」結

合。 

感謝業務單位的意見，本單位

已經將第三章的章節做修

正，詳見報告內文 P50至 P76。 

 

 

 

20、第 42 頁到數第 3 行「夜間

在當地商店共同召開工作協調

會，討論隔日之各項事宜」部

分，建議敘明清楚，如邀集哪些

人開會，討論哪些事項，又如何

分工與合作解決問題，災情查報

工作如何進行與紀錄…等。 

感謝業務單位的意見，以增加

「雖無明確的前進指揮所運

作成立與運作的機制，但在與

各團體部門協調分工之下，當

地派出所警察維持秩序、消防

隊持續進行災情回報與搶救

工作、寶來山莊為臨時的避難

中心，提供收容場地及討論救

災事宜、當地居民提供交通工

具運送人員下山(以及罹難者

遺體)，仍然有效率的救災分

工」。此句詳見附錄四訪談紀

錄。 

21、第 43頁到數 11行「…大部

分搶險業務仍然是以消防局為

主，消防與工務單位並無明確的

分工…」部分，建議敘明清楚，

如消防單位做了哪些工作，又要

如何與其他公務單位配合救災

較為適當…等。 

感謝業務單位的意見，已增加

「但以現階段來看，大部分搶

險業務仍然是以消防局為

主，消防與公務單位並無明確

的分工，例如水災發生時，其

應變中心應該設在水利署，但

現階段還是設在消防局。設在

消防局的水利署成員，消防局

要教他們彙報紀錄，權責單位

駐局機關得和消防局相互配

合學習災害彙報的方式，才能

提高救災效率」。附錄四訪談

紀錄。 

22、第 42 頁第 3 節「專家訪談 感謝業務單位的意見，關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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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委

員 

業

務

單

位

初

審

意

見 

審查之意見 意見答覆及辦理情形 

結果與分析」部分，從各位訪談

人中，獲取不少訊息及建言，建

議將各訪談人所提之意見，透過

法令規範及實務運作之分析，敘

明清楚，以利後續研究參考。 

 

 

部分，本單位元於專家學者訪

談全部結束後，進行大規模的

之意見整理，透過法令規範及

實務運作之分析歸納成研究

重點。 

23、第 51 頁圖 4-1 中央災害應

變中心作業分組圖，少核能救援

組，建議增列。 

 

感謝業務單位的意見，本單位

已在中央前進協調所的協調

調度組工作列入，詳見 P115

至 P121。 

24、第 51 頁第 4 章災害應變中

心與前進指揮所之分工，只說明

各別之法令分工權責，未將蒐集

之各國制度及訪談結果納入，建

議重新修正，以說明 4者之分工

與權責關係。 

感謝業務單位的意見，本單位

已先就各國防災體制做層級

比較，發現目前研究之國家皆

以三級體系由下逐級陳報的

災害防救體系為主。 

25、格式應予一致，錯別字應訂

正，且段落亦應分名並據層次，

例如：第 9 頁及第 10 頁

1.2.3.4.5.標題…未對齊，第

15 頁到數第 3 及 4 行非粗體，

另研究案勿加底線，建議全文再

行檢視確認。 

感謝業務單位的意見，本單位

已經修正研究報告格式。 

26、第 11頁圖 2-1、第 17頁圖

2-4、第 22頁圖 2-6之英日文圖

示均未標示中文名稱，另有關簡

稱部分，至少需於前段注解完整

名稱註記“以下簡稱為…”，如

此後段方可援引，務請全文再行

檢視確認。 

感謝業務單位的意見，本研究

團隊有找尋熟識英語與日語

的當地防災研究科系的學生

幫忙協助本研究翻譯，並且於

問卷訪談時，向國家災害防救

科技中心柯孝勳組長請教許

多國外災害防救研究的資訊。 

 



災害應變中心與現地指揮官之指揮、協調權限探討之研究 

 368 

101年度內政部消防署期中報告審查情形對照表回覆 

審

查

委

員 

審查之意見 意見答覆及辦理情形 

施

邦

築

教

授 

1、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前進

指揮所、地方災害應變中

心、現地指揮所 4 者間的名

稱、定義，在期中報告中經

常模糊不清，或互相錯置，

建議應予以釐清並前後一

致。 

感謝委員的意見，本單位已經修

正並統一定義 4者的名詞並前後

一致，參照 P6至 P9。 

2、前述 4者的法令、作業機

制，應先深入瞭解，再試探

剖析 4者成立的時機、地點、

任務、分工、協調及編組等

關係及其作業模式。 

感謝委員的意見，研究是長期累

積的經驗，4 者的法令與作業機

制本單位會持續瞭解並剖析，已

剖析 4者成立的時機、地點、任

務、分工、協調及編組等關係及

其作業模式的研究。 

3、期中報告有不少的敘述、

說明，建議再予以查證、釐

清，例如 ACP 是直接與 ICP

互動或應先直接與 LEOC 互

動;日本 311大地震，中央、

地方災害對策本部間的關

係;100 年阿里山火車翻覆事

件的應變過程中 ACP、ICP、

EOC 等的關係;101 年雪隧火

燒車事件應變過程及指揮機

制是否如報告所言?等等應

再查清楚。 

感謝委員的意見，國內相關案例

已經在報告中增加並補寫，阿里

山火車翻覆事件已增加 ACP、

ICP、CEOC、EOC4者之間的關係，

雪山隧道火燒車事件也參考交

通部最新出版的檢討報告加以

修正，詳見本文 P77至 P109。國

外文獻部分，已逐漸補上相關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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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文獻回顧、專家訪談的成

果，應有所剖析、評論，並

對研究內容有直接的連結及

貢獻。 

感謝委員的意見，本單位的研究

方向已持續朝此方向研究。 

沈

子

勝

委

員 

1、研究單位應清楚指出目前

現有之研究成果與未來預期

研究成果。 

感謝委員的意見，本單位目前研

究成果已在報告第二章文獻回

顧中探討國外前進指揮所與我

國前進指揮所之設置的救災編

組情形、第三章專家訪談與座談

目前已完成訪談前置作業、第六

章前進指揮所與現地指揮所之

分工目前根據整體研究成果研

擬一份中央前進指揮所與地方

前進指揮所的作業要點。未來預

期希望的研究成果希望增加國

內災害文獻的案例，藉由文獻結

合訪談專家，還原當時四者運作

機制情形。國外案例部分，本單

位已持續完成國外前進指揮所

與現地指揮所任務編組之文

獻、前進指揮所與現地指揮所之

要點研擬會配合專家訪談以及

諮詢相關法案專家寫出完善的

法案。 

2、案例研究建議加上美國卡

翠娜風災的案例。 

 

 

感謝委員的意見，本單位已在第

四章第一節的案例研究等後續

救災檢討情形。詳見 P79至 P80。 

3、任何新提出之架構應清楚

指出其與現今之架構有何不

同?原因何在?能否解決現存

之問題? 

 

感謝委員的意見，本單位已補充

新舊架構不同的比較與原因，詳

見 P115至 P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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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

子

正

委

員 

1、研究目的中有關重要名

詞，如權限、互動、機制……

等名詞所指為何，所欲研究

內容為何，請妥適定義。 

感謝委員的意見，本單位對權

限、互動、機制等名詞已統一定

義，嗣後研究案皆以此定義為

主。 

2、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

請再做詳細處理。 

感謝委員的意見，本單位已持續

精進研究內容。 

3、專家訪談與座談之題目設

計可否與研究目的呼應，請

再做思考。 

感謝委員的意見，之後的訪談已

環扣本研究之研究目的為主 

4、附錄六縣市現地指揮中心

與前進指揮所名詞請區分清

楚。 

感謝委員的意見，附錄六的名詞

已統一修正為現地指揮所。。 

5、參考文獻的蒐集整理及引

用格式請留意。 

感謝委員的意見，參考文獻不足

之處已補上，之後撰寫並會注意

引用格式的運用。 

陳

國

忠

科

長 

1、本研究案之相關名詞，建

議界定清楚。 

感謝科長的意見，本單位已將研

究案之相關名詞做一統一定

義。參照 P6至 P9。 

2、地方前進指揮所之任務編

組，建議包含災情彙整、任

務指派與支援調度、案情與

出勤狀況統計、家屬安撫與

案情說明、媒體處理及提供

指揮官最新訊息等 6 部分，

中央應有協調官及新聞官進

駐地方。 

感謝科長的意見，本單位已在研

擬作業要點時參考科長之意

見，詳見 P115至 P135。 

3、考量將災害減災、整備、

應變及復原重建之 4 個階段

與本研究結合。 

感謝科長的意見，本單位會持續

將研究案與災害減災、整備、應

變及復原重建之 4階段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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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

耀

星

副

局

長 

 

1、中央前進指揮所及地方前

進指揮所之權限、角色及兩

者之關係，建議從法令位階

定義清楚，如聯合決策指揮

權為何…等。 

感謝副局長的意見，本單位之後

的研究已中央與地方權限與法

律位階的關係定義清楚。 

葉

明

波

科

長 

1、地方前進指揮所，建議將

國軍部分納入考量。 

 

感謝科長的意見，本單位已將國

軍獨立列為現地指揮所支援單

位。 

2、請研究團隊考量中央是否

需要設置前進指揮所，倘設

置其定義及目的為何?請先

予以說明。 

感謝科長的意見，本單位研究方

向是以預設設置前進指揮所為

前題研究，前進指揮所之設置目

的為中央支援與協助調度地方

政府所需要的人力物資情形。 

3、廣域型災害，地方所設置

之現地指揮所，不只單點，

建議從多方面考量。 

感謝科長的意見，本單位會從現

地指揮所多方點考量來探討 4者

之間的關係。 

羅

文

俊

正

工 

1、建議先釐清前進指揮所成

立目的及指揮官權責是項為

何? 

感謝正工的意見，釐清前進指揮

所的成立目的及指揮官權責，嗣

候會以此方向改進。 

2、相關名詞，請依法規規定

撰寫。 

感謝正工的意見，撰寫相關名詞

會多加注意。 

3、第 2章文獻探討，建議增

列國內文獻部分。 

感謝正工的意見，文獻探討已增

加國內阿里山小火車翻覆事

件，雪山隧道火燒車事件的文獻

整理，詳見 P77至 P109。。 

4、原第 39 頁經濟部水利署

及水保局文字誤植，請修正。 

感謝正工的意見，錯誤之處修

正。詳見 P50-P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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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

敏

彥

正

工 

1、後續研究建議先釐清中央

前進指揮所與地方前進指揮

所之權責為何? 

感謝正工的意見，本單位會重視

正工的建議，之後的研究方向會

朝釐清中央前進指揮所與地方

前進指揮所之權責探討。 

2、各部會應本權責依據法令

執行相關災害防救工作。 

 

感謝正工的意見，本單位之後會

重視各部會災害防救權責的研

究方向。 

劉

興

遠

股

長 

相關名詞要統一需要相當長

之時間整合，可能會影響本

研究時效，建議將本研究之

研究目的及範圍界定清楚，

以利研究。 

感謝股長的意見，相關名詞的定

義及範圍經過期中審查後本單

位已確定並將名詞統一一致。 

臨時動議 

無 

 

結論 

一、請本案研究單位先行釐清中央與地方之應變中心與前進指揮所角

色、相關名詞…等，結合國內外文獻，訪談具有實務經驗者，加以整

理、分析、比較，據以如期完成本研究案所需之工作範圍及目標，並

參酌與會學者專家、相關機關(單位)意見及本署業務單位初審意見，

納入研究參考及修正，於 101年 8月 21日前將可修正部分之期中報

告併同修正情形對照表報送本署。 

二、各學者專家及相關機關(單位)如仍有建議意見，會後請提供本署

業務單位送交本案研究團隊納入研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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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期末報告審查會議紀錄及回應修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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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內政部消防署期末報告審查情形對照表回覆 

審

查

委

員 

業

務

單

位

初

審

意

見 

審查之意見 意見答覆及辦理情形 

1、本研究格式請依據內政部 100

年 7月 8日頒行「內政部委託研

究計畫作業規定修正」辦理，如

封面頁標題應為 26 號字粗體，

日期應為 14 號字粗體，內頁少

1 頁，目次頁碼與實際頁次不

同、行距不一、編號未對齊…

等，建議重新檢視修正。 

感謝業務單位的意見，本單位

已針對所提之建議重新檢視

修正。 

2、摘要內容與第 1 章第 1 節內

容完全相同，建議重新檢視修

正。 

感謝業務單位的意見，本單位

已重新檢視並修正。詳見第一

章第一節 1-3頁。 

3、第 14 頁至 35 頁有關第一節

國外資料蒐集與分析及第二節

國內資料蒐集與分析文獻部

分，其中第 19 頁標題國外災害

案例文獻，而第 24 頁(十一)我

國因應重大災難物力動員機制

之研究，係國內資料，及第 26

頁一、國內防災體系介紹文獻、

(一)災害應變制度之研究-以中

央與地方關係，內容係美國及日

本資料，內容錯置。另本文內容

重點，建議以國內外中央災害應

變中心設置之前進指揮所及地

方災害應變中心設置之現地指

揮所之時機、地點、任務、指揮

權限、編組等機制資料說明。 

感謝業務單位的意見，本單位

已重新檢視並修正，其內容也

向國內外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設置之前進指揮所及地方災

害應變中心設置之現地指揮

所之時機、地點、任務、指揮

權限、編組等機制資料進行研

究。 

4、第 36頁至 42頁，有關表 2-1

各國中央前進指揮所比較，其中

英國國家有部分欄位空白未填

寫及欄位間許多空白處，編輯不

足及不佳部分，建議修正。另有

感謝業務單位的意見，本單位

已按照業務單位的建議做修

正。4 者之間相互協調分工、

互動；聯合運作等事項以調整

至重新修正之第四章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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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務

單

位

初

審

意

見 

審查之意見 意見答覆及辦理情形 

關表 2-2研究文獻各國防災體系

統整部分，建議修正或增列各國

地方前進指揮所之比較，及分析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中央災害應

變中心設置之前進指揮所、地方

災害應變中心、地方災害應變中

心設置之現地指揮所，4者相互

間之救災分工、協調、互動、權

責劃分、聯合運作等機制資料。 

5、第 46頁至 49頁，有關表 2-3

國內外重大災害類別、規模與整

體救災缺失部分，建議將「缺失」

文字修正「問題」，另有關研究

得知之「整體救災問題」部分，

建議納入我國目前中央災害應

變中心設置之前進指揮所及地

方災害應變中心設置之現地指

揮所之法令規範、實務運作等相

關問題探討之參考。 

感謝業務單位的意見，相關建

議已經修正，詳見重新修正之

27-30頁。 

6、第 73頁，有關專家訪談重點

問題之解決方案，建議納入中央

災害應變中心設置之前進指揮

所及地方災害應變中心設置之

現地指揮所分別成立及聯合運

作之時機、地點、任務、指揮權

限、編組等作業模式與規範之參

考。 

感謝業務單位的意見，本研究

單位已在文章中納入相關訪

談資料，詳見重新修正之第四

章 59 -96頁。 

7、第 79頁，有關第四章應變中

心與前進指揮所之分工部分，其

中 79頁-84頁撰寫之內容，非標

題之內容，另第 89 頁，五、本

節災害案例統整比較，表 4-1本

節災害案例統整中央前進指揮

所設置時機與救災運作情形，僅

說明各國中央前進指揮所之分

工，未說明中央應變中心與中央

感謝業務單位的意見，已增加

相關與第四章標題相符之內

容。詳見重新修正 62 -6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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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員 

業

務

單

位

初

審

意

見 

審查之意見 意見答覆及辦理情形 

前進指揮所之分工，建議增列 2

者之具體分工事項。 

8、第 91頁，有關第二節地方應

變中心與現地指揮所之分工，僅

撰寫案例統整比較，其中表 4-2

梅姬颱風前進指揮所、地方前進

指揮所設置時機與救災運作情

形，未說明地方應變中心與地方

前進指揮所之分工，建議增列 2

者之具體分工事項。 

感謝業務單位的意見，詳見重

新修正之第四章 76 -81頁。 

9、第 98~108頁，有關第三節中

央與地方應變中心與前進指揮

所之分工部分，其中第 107 頁，

四、本節災害案例統整比較，表

4-3 本節災害案例統整比較，僅

說明各國中央前進指揮所之分

工，未說明中央與地方應變中心

與前進指揮所之分工，建議增列

具體分工事項。 

感謝業務單位的意見，已修正

其內文詳見第四章。 

10、第 109~111頁，有關第五章

中央與地方前進指揮所整合功

能具體方案，第一節中央前進指

揮所救災分工、協調、互動權責

劃分部分，建議依標題內容說

明。另現行內政部主管中央災害

應變中心前進指揮所作業規

定，五、編組部分，將原 10 組

縮減成 4組，建議具體說明其縮

減之原因，及第 120頁進駐機關

(單位)人數比原來多，實務執行

各機關 (單位 )是否有人力派

遣，且主辦機關單位及協助機關

單位，係由何部會擔任未說明，

建議具體說明。 

感謝業務單位的意見，並參考

專家討論結果，決議以內政部

制定的中央前進指揮所藍本

為修正，任務分工編組僅做小

幅度的修正。任務編組之主辦

機關與協辦機關部會方面，已

重新修正，詳見重新修正

110-113 頁任務進入人數修正

於 118頁。 

11、第 114頁，有關第二節地方

前進指揮所救災分工、協調、互

感謝業務單位的意見，本單位

已修正，詳見重新修正之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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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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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之意見 意見答覆及辦理情形 

動權責劃分之內容部分，並未說

明地方各單位之如何分工、協

調、互動、權責劃分，建議分別

說明清楚，才能呼應第 121頁地

方災害應變中心現地指揮所之

組織架構與運作縣(市)政府成

立現地指揮所之作業要點內容。 

章第二節 105-108頁。 

12、第 126~134頁，有關第三節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前進指揮

所、地方災害應變中心與現地指

揮所 4者間之運作機制部分，係

以 921 震災及莫拉克風災為例

說明，其中第 128 頁及 13 頁之

4者運作上出現的問題，僅說明

中央或地方各別之問題，建議增

列 2者相互運作之問題。 

感謝業務單位的意見本單位

已修正，修正內文詳見重新修

正之第六章 125-134頁。 

13、綜合上開第三項至第十二

項，本研究參考許多國內外資料

及案例，亦做了許多訪談，建議

將此資料納入第五章及第六章

運用分析，並區分中央災害應變

中心、前進指揮所、地方災害應

變中心與現地指揮所 4部分。 

感謝業務單位的意見，本文

已將訪談關於災害案例的研

究之討論適當放入本，詳見

重新修正後第四章 59-96頁。 

14、第 137及 138頁，有關建議

一，係將「中央前進指揮所」名

稱修正為「中央前進協調聯絡辦

公室」;建議二，中央前進協調

辦公室以任務功能編組取代現

有的災害類別分組(現行即是功

能分組運作)；建議三，中央前

進協調辦公室得因狀況直接在

災害現場附近設置(現行即是於

災害現場附近設置)等部分，此 3

項建議皆為修正現行作業規

定，建議檢視現行規定，並提出

「中央前進協調聯絡辦公室」作

感謝業務單位的意見，本單位

將遵守相關撰寫之建議併列

入於報告，詳見重新修正之第

七章第二節 139-14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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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規範之具體建議。 

15、第 138頁，建議四，有關地

方災害應變中心的現地指揮所

位置雖不用事先確定，但要有足

夠空間運作與交通便利之處為

主部分，為作業規定內容之修

正，建議檢視現行各直轄市、縣

市之相關作業規定，並提出「地

方前進指揮所」作業規定之具體

建議。 

感謝業務單位的意見，本單位

將遵守相關撰寫之建議併列

入於報告，詳見重新修正

139-141頁。 

16、第 137~139頁，除上開第十

四及十五項外，於第二節建議之

內容，建議重新檢視，並依據內

政部消防署「災害應變中心與現

地指揮官之指揮、協調權限探討

之研究」採購案建議書徵求說明

文件，四、工作範圍及目標之

(三)、(四)、(五)各項內容之規

定，分別提出近期可行或中長程

之具體建議事項，其撰寫規定，

以第(三)項為例，說明如下： 

有關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救災分

工事項部分： 

主辦機關：ＯＯＯ、ＯＯＯ(明

確將部會寫清楚) 

協辦機關：ＯＯＯ、ＯＯＯ(明

確將部會寫清楚) 

有關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救災協

調事項部分： 

主辦機關：ＯＯＯ、ＯＯＯ(明

確將部會寫清楚) 

協辦機關：ＯＯＯ、ＯＯＯ(明

確將部會寫清楚) 

有關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救災互

動事項部分： 

主辦機關：ＯＯＯ、ＯＯＯ(明

感謝業務單位的意見，本單位

根據採購建議書工作範圍及

目標在建議與摘要部分提出

修正，詳見重新修正 139-14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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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將部會寫清楚) 

協辦機關：ＯＯＯ、ＯＯＯ(明

確將部會寫清楚) 

有關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救災權

責劃分事項部分： 

主辦機關：ＯＯＯ、ＯＯＯ(明

確將部會寫清楚) 

協辦機關：ＯＯＯ、ＯＯＯ(明

確將部會寫清楚) 

有關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救災聯

合運作事項部分： 

主辦機關：ＯＯＯ、ＯＯＯ(明

確將部會寫清楚) 

協辦機關：ＯＯＯ、ＯＯＯ(明

確將部會寫清楚) 

(二)有關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設 

置之前進指揮所之救災分工、協

調、互動、權責劃分、聯合運作

事項部分： 

同上(一)分別撰寫。 

(三) 有關地方災害應變中心設 

置之前進指揮所之救災分工、協

調、互動、權責劃分、聯合運作

事項部分： 

同上(一)分別撰寫。 

(四) 有關地方災害應變中心設 

置之現地指揮所之救災分工、協

調、互動、權責劃分、聯合運作

事項部分： 

同上(一)分別撰寫。 

17、本研究格式應予一致，錯別

字應訂正，且段落亦應分明並具

層次，建議全文再行檢視確認。 

感謝業務單位的意見，全文以

重新整理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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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內政部消防署期末報告審查情形對照表回覆 

審

查

委

員 

審查之意見 意見答覆及辦理情形 

沈

子

勝

教

授 

1、本研究報告之大綱部分，有關「主要

建議事項」未見於英文摘要中，建議強

化英文摘要之內容。 

感謝委員的意見，本單位已

經將英文摘要部分重新整

理，詳見重新修正後的摘要

XI-XIII頁。 

2、第 134頁，有關圖 6-6莫拉克颱風四

者運作機制及其他相關圖表部分，建議

放大，俾利閱讀。 

感謝委員的意見，本單位已

經將本文內運作機制圖重

整放大。 

3、專家訪談之主要結論或建議，建議於

本研究報告之本文中展現。 

感謝委員的意見，專家訪談

之結論與建議主要於本文

第四章國內案例部分呈現。  

4、本研究成果項目，原則上均有符合研

究目的。 
感謝委員的肯定。 

施

邦

築

教

授 

 

1、國內外 CEOC與 ACP之資料蒐集及比

較分析，建議鎖定在開設時機、地點、

任務、權限等運作而非防災體系之一般

規定。 

感謝委員的意見，本單位已

將部分關於防災體系的相

關文獻原表 2-2 各國防災

體系介紹刪除，本文研究聚

焦於開設時機、任務與地點

等運作。 

2、第 36頁，表 2-1，稱臺灣的中央前進

指揮所，開設時機由中央主管機關宣

布，指揮官由中央主管機關指派，此與

實務運作不符，另美國、日本、英國、

澳洲亦有類似問題，建議一併檢視修正。 

 

感謝委員的意見，本單位已

經進行修正，另外表 2-1澳

洲的部分由於文獻資料不

足，目前決議暫時不放入研

究對照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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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研究報告，以阿里山小火車翻覆事

件及雪山隧道火燒車事件為例，說明中

央前進指揮所與地方災害應變中心同時

成立的運作案例，但此 2 事件的前進指

揮所是否在位階、層級上與本研究的重

點「前進指揮所」相同?案例分析的結果

是否有誤導之處?建議重新檢視釐清。 

感謝委員的意見，本單位已

重新界定兩者事件之定位

為「行政院部會所派的前進

指揮所」。以區分像莫拉克

颱風時成立的前進指揮所

之案例。 

4、本研究報告以梅姬颱風、雲林龍捲風

事件，紐約世貿大樓恐怖事件，說明地

方災害應變中心與地方前進指揮所同時

成立的運作案例，為內容有頗多待商榷

或有誤之處，建議重新檢視修正。 

感謝委員的意見，本單位本

單位對當時的發生情形已

作補充，詳見重新修正後第

四章全文。 

5、第 128 頁，四者運作上出現的問題，

以 921地震說明之，惟圖 6-2、6-3所示

內容有些問題，例如當時縣市政府是否

在鄉鎮層級的災害處理中心及災害現場

之外，另設「災害現場現地指揮所」?

總統府的救災督導中心是否真的取代中

央災害處理中心，直接主導救災?當時律

定的名稱是否就是應變中心?建議再檢

視修正。 

感謝委員的意見，本單位回

顧當時文獻，當時總統成立

救災督導中心目的為統一

指揮權、加強救災效率，行

政院的前進指揮所已成為

協助之任務。當時的名稱主

要為地震災害處理中心。詳

見重新修正後第六章第三

節 130頁。 

6、建議研究單位，先明確界定「中央前

進指揮所(ACP)」與「地方前進指揮所

(ICP)」的位階、層級、功能、權限，在

談其與 CEOC(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及

LEOC(地區災害應變中心)的關係。 

感謝委員的意見，本文已經

修正。詳見重新修正後第五

章 97-110頁。 

單

信

瑜

教

授 

1、建議本研究報告針對前進指揮所(中

央/縣市)之定義、目標、功能、任務、開

設時機、授權等作更深入之探討及提出

相關建議事項。 

感謝委員的意見，本單位

已將研究目標聚焦於委員

所提之工作目標，並重新

檢視探討。 

2、為利於本研究名詞統一，建議參考美

國 DHS(美國國土安全部)/FEMA(聯邦緊

急事務管理局 

)之 JFO(現地聯合辦公室)、SOP(標準作

業程序)及 NIMS(國家事件管理系統)中

JFO之訂位與功能等相關資料。 

感謝委員的意見，統一相

關名詞之建議本研究已納

入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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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為強化本研究文獻內容，建議增列

日本災害現場對策本部之相關文獻資

料。 

感謝委員的意見，已增加，

日本災害現場對策本部之

文獻資料，詳情請見重新修

正後第四章第一節 69-74

頁。 

4、本研究進行許多訪談及專家會議，

建議將重點摘錄及歸納，於本研究報告

之本文中展現。 

感謝委員的意見，本單位已

將專家訪談與會議的重點

歸納於第三章專章部分，第

四章災害案例的探討也將

訪談專家在事件的整備應

變階段的運作之當時情形

整理歸納至文章。 

5、第 119 及 120 頁，圖及表之功能分

組編組及人數，建議對映中央災害應變

中心之功能分組編組及人數規劃，以符

實務運作之需求。 

感謝委員的意見，本單位已

將中央前進協調所人力分

配重新修正，詳見重新修正

第 118頁。 

6、第 121 頁，縣市現地指揮所，是負

責現場救災與 JFO之功能不同，建議不

要相提並論，可參照縣市 EOC編組。 

感謝委員的意見，本單位已

參考委員之意見進行修

正，詳情請見重新修正第五

章。 

7、建議本研究針對中央前進指揮所之

權限、功能及任務等，做更深入之探討

並提出建議事項。 

感謝委員的意見，本單位已

參考委員之意見進行修正。 

8、美國於大規模災害聯邦支援時，由

總統下令 FEMA介入，再開設 JFO，JFO

開設前先派遣小組人員評估，其文中所

提阿里山與雪隧災害案例，設置之現地

指揮所未達 JFO標準，建議本研究對現

地指揮所開設時機與標準先行界定。 

感謝委員的意見，本單位參

考相關文獻及訪談重點

後，已針對前進指揮所開設

時機與標準進行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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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有關美國 JFO不是開設在 FEMA辦

公室，也不是在 ICS編組，係負協調調

度資源，前進指揮所決策等同於

CEOC，文中所提協調官，非指揮官，

建議修正相關內容。 

感謝委員的意見，本單位已

經做修正，詳情請見重新修

正之第二章。 

10、本研究前進指揮所未能涵蓋復原工

作，是否納入建議考量。 

感謝委員的意見，本單位之

前進指揮所研究主要在整

備與應變的工作，復原重建

等工作項目由於和災害搶

救時效不同，未來若有更大

的研究計畫，會朝著此方向

進行。 

11、 FEMA  JOF 之特色為模組化

(modular)及可擴充(Scalable)等，建議本

研究可參考訂定。 

感謝委員的意見，委員之建

議本研究已納入參考，做位

地方前進指揮所任務分工

模組化的選項，詳見重新修

正之第五章第二節 108

頁、第六章第二節 121頁。 

12、第 121頁，縣市政府成立現地指揮

所之作業要點，是地方權責，本報告僅

提供參考?地方前進指揮所開設原則，建

議參照各地方政府應變中心作業要點

相關規定，可模組化，可依災害規模彈

性編組，及提出必要之 ESF(緊急支援功

能)架構，如運輸、通訊、工程、健康與

衛生、對外事務(公共關係)…等。 

感謝委員之意見，委員之建

議本文已在第五章前進指

揮所作業要點擬定增加模

組化的災害選項，詳見重新

修正之第五章第二節 108

頁、第六章第二節 121頁。 

 

13、本研究結論部分，建議將與前進指

揮所無關者，如救災頻道與指揮權轉移

部分刪除，並以本研究案之核心目的，

有關前進指揮所定義、時機、任務、功

能、編組及權限等提出建議。 

感謝委員之意見，本文以修

正並將研究焦點聚焦於有

關前進指揮所定義、時機、

任務、功能、編組及權限等

提出建議。 

14、建議本研究將國內重大災害事件已

開設過之前進指揮所經驗，檢討其適法

性、成效、效率並分析。 

感謝委員之意見，本研究檢

視過去重大災害、例如九二

一大地震和莫拉克颱風進

行探討，詳見重新修正之第

第六章第三節 127 -1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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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中央前進指揮所之指揮官由各災害

防救業務主管機關之副首長擔任，雖可

與日本副大臣對應，惟實務運作是否可

行?建議以我國、日本及美國之災害經驗

探討驗證。 

感謝委員之意見，本文以聚

焦於美日兩國之前進指揮

所設置經驗探討，詳見重新

修正之第四章。 

16、建議中央前進指揮所，於召開會議

時，一定要邀請地方政府 EOC 人員參

與。 

感謝委員之意見，該建議納

入本研究研擬之前進協調

所作業要點。詳見重新修正

之第六章第一節 114-115

頁。 

羅

文

俊

正

工 

1、摘要與本文重覆文字太多，如緣起、

建議等部分，建議重新檢視修正。 

感謝正工的意見，本文以針

對摘要與本文重複文字部

分重新修正，詳見本文摘

要。 

2、本研究錯別字太多，如卡崔娜、卡

翠娜，遊繁結、施邦竹、委託(第 126

頁)、梅姬、梅基…等，建議重新檢視修

正。 

感謝正工的意見，本文以重

新檢視錯別字的問題，並已

經修正。有關 Katrina 的中

文翻譯有多名稱之原因，有

些參考文獻寫作卡崔娜，為

保留參考文獻原標題固未

做修正，不過本文的中文翻

譯仍以卡翠娜颶風為主。 

3、第 36~42 頁，表 2-1 諸多空白及表

2-1 欠缺紐西蘭、菲律賓等資料，建議

檢視修正。 

感謝正工的意見，關於表

2-1 紐西蘭及菲律賓防災體

系介紹，因為委員之建議災

防體系比較和本研究較無

直接關聯，故已刪除。 

4、第 91頁，以梅姬災害為例，所撰寫

之背景內容與實務運作存在差異，建議

重新檢視修正。 

感謝正工的意見，梅姬颱風

災害背景已重新檢視修

正，詳見第四章第二節 7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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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 99頁及第 101頁，阿里山森林遊

樂區權責機關敘述不明，建議述明清

楚。 

感謝正工的意見，阿里山森

林遊樂區權責為林務局嘉

義林區管理處為權責所屬

機關，已重新檢視修正，詳

見重新修正後第四章第三

節 87-88頁。 

6、第 115 頁及第 167 頁前進協調聯絡

辦公室主體是行政院或消防署，建議述

明清楚。 

感謝正工的意見，本研究定

調中央前進協調所主體為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災害業

務主管機關，詳見重新修正

後第六章第一節 111-114

頁。 

7、附錄頁碼若重新編碼，建議與主文

有所區隔，另附錄第 30 頁水保局之發

言文字紀錄與實際發言間有誤差，建議

修正。 

感謝正工的意見，已重新作

確認當時的發言紀錄，並逐

字更正，重新修正之內容詳

見第 172頁。 

8、第 8 頁，標註寫災害防救法總則部

分有誤，建議修正。 

感謝正工的意見，災害防救

法總則已經修正，詳見重新

修正之第 9頁。  

9、建議檢視本研究之圖及表之標注方

式，依規定圖下、表上及排版、縮排、

間距等，請重新檢視修正。 

感謝正工的意見，本單位以

參考內政部委託報告格

式，並重新修正以符合相關

規定要求。 

范

敏

彥

正

工 

1、中央前協調聯絡辦公室，建議修正

為中央前進協調辦公室。 

感謝正工的意見，本單位以

參考眾專家之意見，改名為

中央前進協調所。詳見重新

修正之第五章第一節 95

頁。 

2、第 138 頁及第 139 頁，建議四，地

方災害應變中心現地指揮所，建議內入

災害潛勢安全評估，另建議五，有關聯

合運作機制部分，建議將權責釐清。 

感謝正工的意見，本文以重

新修正。有關建議部分已經

全部修正，詳細內容請詳見

重新修正之 139-14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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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 167頁附錄部分，建議如下： 

(1).第二點啟動時機第(四)款，與開設條

件內容重複建議刪除，另第(五)款多人

傷亡狀況，建議明定人數。 

(2).第三點第(一)項辦公室提供 30 人以

上作業空間，具有足夠通訊網路設備

等，建議再檢討。 

(3).有關協調辦公室所需之人力、資源、

運作經費部分，建議敘明清楚。 

(4).有關組織架構圖，建議將任務項目部

分刪除。 

感謝正工的意見，本單位已

將第一點、第二點、第四點

建議有關爭議的部分刪

除、第三點建議的人力資源

運作經費已由中央前進協

調所進駐機關統一負責。詳

見重新修正後的第六章第

一節 111、115-116頁。 

祝

健

芳

專

委 

1、現行實務運作經驗，發布海上颱風

警報，經內政部研判有必要時，中央成

立風災災害應變中心二級開設，發布海

上陸上颱風警報，預測颱風暴風圈將於

18小時內接觸陸地時，一級開設，縣市

及鄉鎮市區於警戒範圍時成立風災災

害應變中心，均在中央之後，並於災害

達到一定規模程度，才會成立中央前進

協調聯絡辦公室、地方前進指揮所，建

議中央前進協調聯絡辦公室設置地點

應與地方 EOC 同一地點，有助於分工

協調聯繫、權責明確、統一作法，意見

一致，另平時建議要常辦演練，並建置

出勤人員名冊資料，災時才能緊急動員

應變。 

感謝專委的意見，本研究規

劃中央前進協調所設置地

點和地方 EOC 位置不同，

主要原因為地方 EOC 和中

央在救災權責各不相同，另

外地方 EOC 是否能容納中

央前進協調所人員進駐的

場地規模，這點也是必須考

量之處。平時常辦演練之建

議，本單位已納入前進協調

所作業要點。詳見重新修正

後之第五章第一節 106

頁、第六章第一節 116頁。 

2、進駐中央前進協調辦公室人員，負

責之任務需要豐富的救災實務經驗，亦

需有一定程度的協調權限(本研究建議

為 9職等以上人員)，依照國外的經驗，

各單位派駐人員是否於平時即指定並

定期參加相關訓練?抑或於協調聯絡辦

公室成立時再行指派?建議引用述明清

楚。 

感謝專委的意見，根據國外

經驗，各單位平時就有定期

即依照中央災害防救業務

主管機關參與演練，日本災

害對策基本法規定進駐中

央現地對策本部者為指定

之部會首長進駐，平日亦有

定期之演練。詳見重新修正

第五章第一節 10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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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關資源調度部分，按本研究之建

議，如成立中央前進協調聯絡辦公室，

地方應變中心是直接向中央前進協調

聯絡辦公室或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提出

申請?且中央前進協調聯絡辦公室是否

有決策權限，建議說明清楚。 

感謝專委的意見，地方災害

應變中心可向前進協調所

申請災害現場缺乏之資源

物資，然而中央前進協調所

決策的權限為蒐集災情資

訊，主要分配資源仍是在中

央災害應變中心。詳見重新

修正第五章第一節 96-99

頁。 

莊

傳

弘

科

員 

1、第 122 頁，五(一)3.疏散避難組：應

納入單位為「員警」、「公所」、「國軍」，

其消防人員是否納入？及六(三)3.疏散

避難組：由警消主導，而非由員警、國

軍單位、行政區公所協助...等，現行非

由消防單位主導，建議釐清。 

感謝科員的意見，本單位已

將消防人員納入，疏散避難

組已改成警察單位、社會單

位主導，詳見重新修正之第

六章第二節 120頁。 

2、第 137 頁，建議二，第 2 段總協調

官必須具備副部長以上層級，查現行部

會，僅國防部編制有副部長職務，餘機

關皆無此職務，建議釐清修正。 

 

感謝科員的意見，已修正總

協調官由各部會政務及常

務次長擔任，詳見重新修正

第五章第一節 101頁、第六

章第一節 112頁。 

3、第 138 頁，建議四，第 3 段，四者

聯合運作…，本段未提及「四者」為何?

且內容與建議四，無關聯性，本文是否

適當?建議重新檢視修正。 

感謝科員的意見，本文以重

新修正。有關建議部分已經

全部修正，詳細內容請詳見

重新修正之 139-14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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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央前進協調聯絡辦公室設置地

點，分為北、中、南、南、東及外島 6

區，其設置原因為何?其中 2個南部如何

區分，建議敘明清楚，另縣市名稱撰寫

錯誤及漏列縣府部分，請一併修正。 

感謝科員的意見，前進協調

所開設地點現行僅提出設

置的條件和適當之地點，但

並未明確提出設置的區域

地點。 

因此建議依照中央部會之

人力，設置前進協調所辦公

室，南部地區兩處因應南部

地區廣大人口與多元的環

境，主要參考行政院聯合辦

公室設立的區域於高屏、雲

嘉南縣市地區設置，以災害

所發生的就近之區域，且交

通便捷綜觀全局，與地方災

害應變中心利於協調之

處，成立前進協調所。詳見

重新修正後的第五章第一

節 100頁。 

臨時動議 

無 

 

結論 

一、本案經與會委員代表提出審查意見，並經研究團隊答詢後，研究方向

符合委辦內容。 

二、有關第七章結論與建議部分，考量實務運作之可行性，建議用比較聚

焦及彈性之方式撰寫，並請研究團隊(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參酌各委員、與

會單位代表及業務單位(消防署災害管理組)所提建議，修正期末報告書內

容，於 101年 12月 12日以前完成修正及檢附修正內容對照表函報本署業

務單位再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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