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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大社區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 
                                100年 7月 20 日高市民政字第 9089號函訂頒 

                                111年 5月 30 日高市社區民字第 11130512900 號函修訂 

一、依據 

本要點依據災害防救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訂定及高雄市災

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訂定之。 

二、任務 

高雄市大社區災害應變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之任務如下： 

     一、加強災害防救相關之縱向指揮、督導、協調及橫向聯繫事宜，處理各項      

         災害應變措施。 

二、掌握各項災害狀況，即時傳遞災情，並通報相關單位應變處理。 

三、災情之蒐集、評估、處理、彙整及報告事項。 

四、緊急救災人力、物資之調度、支援事項。 

五、其他有關災害防救事項。 

三、編組及成立、撤除時機： 

(一)本中心係一臨時成立之任務編組，設指揮官 1人，由區長兼任；副指揮官 1

人，由主任秘書兼任；執行秘書 1人由災害應變中心管理單位民政課長兼

任。中心成員由大社區公所(以下簡稱本所)各課、室主管及相關單位首長

或指定權責人員擔任或洽請國軍單位派員進駐。 

(二)課、室主管為災害應變中心組長，編組人員由表列各單位指派業務熟悉之

幕僚人員進駐作業，除執行本機關與災害有關事項外，並與其他關係課、

室、隊、所保持聯繫，策劃應變對策，採取必要措施。 

(三)緊急應變小組： 

災害應變中心成立時，各參與編組課、室應同時於內部設「緊急應變小組」，

以執行應變中心所交付之災害防救任務，或主動執行其業務範圍內有關之

災害應變措施。 

(四)平時由災害業務主辦單位保持常態性之機制，於災害發生或有災害發生之虞

時，經評估可能造成危害，必要時得立即通知相關機關召開工作會報，作

防救災應變整備重點事項，持續保持運作展開相關應變作業，本區災害應

變中心開設後，隨時掌控轄內各項災情動態，並接受指揮官交辦或上級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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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指示轉達等相關資訊之接收、簿冊之登載送核、追蹤。 

(五)成立時機： 

 1.遇有重大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由上級或指揮官指示成立或依中央氣

象局發布之海上陸上颱風警報本區列為警戒區域時。 

 2.遇有本區全部或部分地區有發生災害之虞或發生災害時，得先行開設區級

災害應變中心，區長並應立即以口頭報告市長及通報高雄市災害防救辦公

室，並於三日內補提書面報告。 

(六)撤除時機： 

1.上級指示撤除時。 

2.指揮官依災害善後處理情形及災害危害程度，認其危害不至擴大或災情已

趨緩和時，得指示撤除本中心。 

四、開設時機、進駐機關及人員規定 

本中心依災害防救法第 2條第 1款所列各類災害種類，視災害狀況分級開設。

有關開設時機、進駐機關及人員規定如下： 

一、風災(含龍捲風) 

       (一)開設時機： 

            1、擴大三級開設： 

氣象局發布海上或海上陸上颱風警報，颱風動向可能本市造成影             

響，（本市未列入颱風警戒區域），經市府消防局研判有開設必要             

者，並通報本區成立災害應變中心。 

          2、二級開設： 

氣象局發布海上或海上陸上颱風警報，預報本市平均風力達 7級以上

或陣風達 10級以上（本市未列入颱風警戒區域），經市府消防局研判

有開設必要者，並通報本區成立災害應變中心。 

          3、一級開設： 

氣象局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報，預測颱風暴風圈將於十八小時內           

接觸本市陸地（本市列為警戒區），經市府消防局研判有開設必           

要者，並通報本區成立災害應變中心。 

          4、區長或區災害防救會報指示成立。 

        (二)進駐機關及人員：由市府通知本區成立擴大三級開設、二級開設或一級    

           開設時，本中心安排輪值人員留守，各課室主管務必隨時以開機狀態待 

           命，保持聯繫暢通。遇重大災情發生時，相關業務課室(民政課、經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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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社會課、秘書室) 應變小組待命，應儘速立即進駐，進行完成各項 

           緊急應變事宜，餘各課室主管務必隨時開機待命，保持聯繫暢通；並得 

           視颱風強度、動態及災情狀況，經報請指揮官同意後，通知其他機關各 

           災防編組)或國軍單位派員進駐。 

    二、水災 

(一)開設時機: 

           1、擴大三級開設： 

           中央氣象局發布豪雨特報將本市列入警戒區域，或為因應中央氣象局

解除本市颱風警報、大豪雨警戒或超大豪雨警戒後續之應變，經水利

局研判有開設必要者，並通報本區成立災害應變中心。 

          2、二級開設：       

中央氣象局發布豪雨特報將本市列為大豪雨警戒區，且二十四小           

時累積雨量達三百五十毫米以上，或經市府水利局研判本市可能           

發生水災災情而有開設必要者，並通報本區成立災害應變中心。 

3、一級開設： 

   中央氣象局發布豪雨特報將本市列為超大豪雨警戒區，且二十四              

   小時累積雨量達五百毫米以上，或本市發生重大水災災情，經市府    

   水利局研判有開設必要者，並通報本區成立災害應變中心。 

4、區長或區災害防救會報指示成立。 

        (二)進駐機關及人員：由市府通知本區成立擴大三級開設、二級開設或一級    

           開設時，本中心安排輪值人員留守，各課室主管務必隨時以開機狀態待 

           命，保持聯繫暢通。遇重大災情發生時，相關業務課室(民政課、經建 

           課、社會課、秘書室) 應變小組待命，應儘速立即進駐，進行完成各項 

           緊急應變事宜，餘各課室主管務必隨時開機待命，保持聯繫暢通；並得 

           視颱風強度、動態及災情狀況，經報請指揮官同意後，通知其他機關各 

           災防編組)或國軍單位派員進駐。 

   三、震災 

(一)開設時機： 

1、中央氣象局發布地震震度達 5級以上，估計本區轄內有 15人以上傷

亡、失蹤、大量建築物倒塌、土石崩塌或引起火災等災情，且災情嚴

重，亟待救助；或因地震致本區發生大規模停電及電信中斷，無法掌

握災情時。 

2、區長或區災害防救會報指示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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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進駐機關及人員:由本區應變中心通知所屬各單位主管親自或指派權 

           責人員進駐，處理各項緊急應變事宜；並得視地震災情狀況，經報指 

           揮官同意後，通知其他機關(本區各災防編組)或國軍單位派員進駐。 

     四、海嘯 

      (一)開設時機:氣象局發布海嘯警報，本市位於海嘯警戒區時。 

      (二)進駐機關及人員:由本區應變中心通知所屬各單位主管親自或指派權責人 

          員進駐，處理各項緊急應變事宜；並得視災情狀況，經報指揮官同意後， 

          通知其他機關(本區各災防編組)或國軍單位派員進駐。 

     五、毒性化學物質災害 

      (一)開設時機:  

        1、本區轄內發生毒性化學物質災害，估計有 15人以上傷亡、失蹤且災情 

           嚴重，亟待救援。 

        2、汙染面積達一平方公里以上，無法有效控制。 

      (二)進駐機關及人員:由本區應變中心通知所屬各單位主管親自或指派權責人 

          員進駐，處理各項緊急應變事宜；並得視災情狀況，經報指揮官同意後， 

          通知其他機關(本區各災防編組)或國軍單位派員進駐。 

     六、公用氣體、油料管線、輸電線路及工業管線災害 

      (一)開設時機: 

        1、本區轄內發生災害時，估計五人以上傷亡或失蹤且災情持續惡化，無法有 

           效控制。 

        2、陸域汙染面積估計達五千平方公尺以上，無法有效控制。 

        3、五所以上一次變電所(含配電變電所)全都停電，無法於二十四小時內恢復 

          正常供電，且無法有效控制。 

      (二)進駐機關及人員:由本區應變中心通知所屬各單位主管親自或指派權責人 

          員進駐，處理各項緊急應變事宜；並得視災情狀況，經報指揮官同意後， 

          通知其他機關(本區各災防編組)或國軍單位派員進駐。 

     七、旱災 

      (一)開設時機: 

         1、本區轄內自來水系統給水缺水率逾百分三十。 

         2、水庫、水庫與埤池聯合灌溉系統缺水率達百分之五十以上。 

         3、埤池灌溉系統缺水率達百分之五十以上。 

         4、河川或地下水灌溉系統缺水率達百分之四十以上。 

      (二)進駐機關及人員:由本區應變中心通知所屬各單位主管親自或指派權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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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進駐，處理各項緊急應變事宜；並得視災情狀況，經報指揮官同意後， 

          通知其他機關(本區各災防編組)或國軍單位派員進駐。 

     八、寒害 

      (一)開設時機:中央氣象局發布本市低溫特報紅色燈號(高雄地區平地氣溫將降    

          至攝氏 6度以下，連續二十四小時)，有重大農林牧養殖漁業損失等災害發   

          生之虞，經海洋局或農業局依職掌研判有開設之必要，並通報本區成立 

          災害應變中心。 

      (二)進駐機關及人員:由本區應變中心通知所屬各單位主管親自或指派權責人 

          員進駐，處理各項緊急應變事宜；並得視災情狀況，經報指揮官同意後， 

          通知其他機關(本區各災防編組)或國軍單位派員進駐。 

     九、土石流、坡地(崩塌、地滑)、堰塞湖災害 

      (一)開設時機:估計有十五人以上傷亡、失蹤，經水利局研判有開設必要者，         

          並通報本區成立災害應變中心。 

      (二)進駐機關及人員:由本區應變中心通知所屬各單位主管親自或指派權責人 

          員進駐，處理各項緊急應變事宜；並得視災情狀況，經報指揮官同意後， 

          通知其他機關(本區各災防編組)或國軍單位派員進駐。 

     十、空難 

      (一)開設時機:航空器運作中於本市轄內發生事故，或本市市民於其他縣、市      

          發生空難事故，估計有十五人以上傷亡、失蹤，或災害有擴大之虞，急待 

          救援，經交通局研判有開設必要者，並通報本區成立災害應變中心。 

      (二)進駐機關及人員:由本區應變中心通知所屬各單位主管親自或指派權責人 

          員進駐，處理各項緊急應變事宜；並得視災情狀況，經報指揮官同意後， 

          通知其他機關(本區各災防編組)或國軍單位派員進駐。 

     十一、動植物疫災 

      (一)開設時機:由下列情況者經農業局研判有開設必要者，並通報本區成立災    

          害應變中心。 

         1、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已開設並劃定本市為災害影響區域時，並配合中央進                

            行動植物疫災防救措施。 

         2、本市發生 5例以上國内未曾發生之外來重大動物傳染病病例(如犬貓族群    

           間流行之狂犬病、牛海綿狀腦病、立百病毒、非 O型口蹄疫、H5N1高病         

           原性禽流感或與中國大陸 H7N9高度同源之禽流感、非洲豬瘟等)，或於鄰 

           近縣市發生病例而本市有受擴散風險者。 

       3、本市發生國內未曾發生之植物特定疫病蟲害，並對社會有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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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本市發生國內曾發生之重大動植物疫病蟲害(如高病原性禽流感、O型口蹄     

          疫等)，或鄰近縣市爆發跨區域感染，需由本市一同進行跨區域防疫、資源 

          調度時本市發生國內曾發生之重大動植物疫病蟲害(如高病原性禽流感、O 

          型口蹄疫等)，或鄰近縣市爆發跨區域感染，需由本市一同進行跨區域防   

          疫、資源調度時。 

      (二)進駐機關及人員:由本區應變中心通知所屬各單位主管親自或指派權責人 

          員進駐，處理各項緊急應變事宜；並得視災情狀況，經報指揮官同意後， 

          通知其他機關(本區各災防編組)或國軍單位派員進駐。 

     十二、輻射災害 

      (一)開設時機: 本市轄內發生輻射災害(如放射性物質意外事件、放射性物料管    

          理及運送等意外事件、輻射彈爆炸事件等)，並通報本區成立災害應變中   

          心。 

      (二)進駐機關及人員:由本區應變中心通知所屬各單位主管親自或指派權責人 

          員進駐，處理各項緊急應變事宜；並得視災情狀況，經報指揮官同意後， 

          通知其他機關(本區各災防編組)或國軍單位派員進駐。 

     十四、生物病原災害 

      (一)開設時機:本市或鄰近縣市依傳染病防治法第十六條規定，轄區發生流行 

          疫情或有發生之虞時，經衛生局研判有開設必要者，並通報本區成立災害    

          應變中心。 

      (二)進駐機關及人員:由本區應變中心通知所屬各單位主管親自或指派權責人 

          員進駐，處理各項緊急應變事宜；並得視災情狀況，經報指揮官同意後， 

          通知其他機關(本區各災防編組)或國軍單位派員進駐。 

     十五、森林火災災害 

      (一)開設時機:森林火災被害面積達五十公頃或草生地達一百公頃以上，經農業    

          局研判有開設必要者，並通報本區成立災害應變中心。 

      (二)進駐機關及人員:由本區應變中心通知所屬各單位主管親自或指派權責人 

          員進駐，處理各項緊急應變事宜；並得視災情狀況，經報指揮官同意後， 

          通知其他機關(本區各災防編組)或國軍單位派員進駐。 

     十五、懸浮微粒物質災害 

(一) 開設時機:任一測站達一級嚴重惡化等級後由環境保護局通報本區成立災    

    害應變中心。 

   1、PM10濃度連續 3小時達 1,250 μg/m3或 24小時平均值達 505μg/m3。 

   2、PM2.5濃度 24小時平均值達 350.5μ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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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進駐機關及人員:由本區應變中心通知所屬各單位主管親自或指派權責人 

          員進駐，處理各項緊急應變事宜；並得視災情狀況，經報指揮官同意後， 

          通知其他機關(本區各災防編組)或國軍單位派員進駐。 

 

五、本中心進駐機關之成員及任務分工如下: 

本區災害應變中心原則設於區公所，由區長擔任指揮官，綜理區災害應變中 

心防救災事宜，並接受市災害應變中心之指揮，執行重大災害應變事項；由 

主任秘書擔任副指揮官，襄助指揮官處理區災害應變中心防救災事宜。指揮 

官未在之代理順序為主任秘書、動員組組長，應變中心各編組如下： 

 

六、作業程序： 

一、本中心設於本所二樓災害防救辦公室，第一順位地點公所民政課，供各業務

組別 服務機關、職稱 任    務 

指揮官 大社區公所區長 綜理災害應變中心救災事宜 

副指揮官 大社區公所主任秘書 協助指揮官辦理救災事宜 

避難組 大社區公所民政課課長 

辦理災情查報及彙整傳遞、管制統計、協助災

害潛勢地區民眾緊急避難、疏散撤離、調度災

民至安全避難處所、統（登）計等事宜。 

搶修組 大社區公所經建課課長 

辦理工程機具、人力調度、積水地區抽水，協

助通報維生管線搶修、搶險、復舊，協助災區

警戒治安維護、災民救助、緊急救護、協調高

雄市環境保護局大社區清潔隊人員辦理緊急

清理作業等事宜。 

收容組 大社區公所社會課課長 
辦理臨時災民收容及救濟慰助調度等支援事

宜。 

動員組 大社區公所民政課課長 
協調國軍支援辦理衛生醫療、環境清潔、衛生

消毒、防疫評估事宜。 

行政組 大社區公所秘書室主任 
辦理救災人員、物資、器材、志工輸運、後勤

調度支援及其他行政作業事宜。 



8 

 

主管機關執行災害防救及緊急應變措施、行政支援等事項，有關資訊、通訊

等設施由本所民政課協助之。但各業務主管機關得視處理災害防救及緊急應

變措施、行政支援之需要，另擇本中心之成立地點，經報請會報召集人同意

後，通知相關單位進駐，並負責相關幕僚作業，執行災害防救、應變等措施。 

二、本中心成立或撤除，由市政府應變中心通知或通知各業務主管單位報告召集

人決定後，通報成立或撤除。 

三、各編組單位經通知派員進駐本中心後，立即由指揮官或副指揮官召開災害防

救準備會議，瞭解各單位緊急應變處置情形及有關災情，並指示相關應變措

施。 

四、本中心成立，由指揮官親自或指定人員發佈成立消息及有關災情。 

五、災害發生或發生之虞時，各編組單位進駐人員應隨時掌握該機關執行緊急應

變情形及相關災情，隨時向指揮官或副指揮官報告，並通報本中心轉報市災

害應變中心。 

六、各相關機關進駐本中心人員，應接受指揮官之指揮、協調及整合。 

七、進駐本中心之本所課、室及相關單位人員應二十四小時待命依權責處理突發

狀況。 

八、本中心成立時，各編組單位及相關機關、公共事業，應同時於單位內成立「緊

急應變小組」，以處理各種災害防救事宜或配合本中心執行災害應變措施及

執行其業務範圍有關之災害防救事項。 

九、區級災害應變中心無法因應災害規模時，應向高雄市災害應變中心請求支

援；高雄市災害應變中心無法因應災害規模時，依相關規定向中央災害應變

中心請求支援協助。 

十、各主管被任命為本中心成員，得授予其實施災害應變對策所需之權限，但指

揮官得指揮該授權成員權限之行使。 

十一、縮小編組或撤除時機: 

(一)縮小編組時機: 

災害已不再繼續擴大或災情已趨緩和時，由各災害防救業務主管單位首

長，報請指揮官同意後縮小編組規模，對已無執行應變任務需要者予以

歸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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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撤除時機: 

災害緊急處置已完成，後續復原重建可由相關單位自行辦理；指揮官得

撤除本中心。 

七、本中心之編組人員名冊如附表。 

八、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得補充規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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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大社區災害應變中心各任務編組人員名冊(111 年 3 月 14 日) 

任務編組 單位 職稱 姓名 電話 

指揮官 大社區公所 區長 李柏雄 0939993391 

副指揮官 大社區公所 主任秘書 蔡純真 0935802527 

避難組組長 大社區公所 民政課課長 蘇振華 0910860917 

組員                                                                                                                                 大社區公所 神農里里長 葉東火 0936363659 

組員                                                                                                                                 大社區公所 神農里里幹事 黃幸珊 0956600106 

組員 大社區公所 觀音里里長 陳竑憲 0925725892 

組員                                                                                                                                 大社區公所 保社里里長 許清泉 0925922969 

組員 大社區公所 
觀音、保社 

里幹事 
賴俊佃 0937320645 

組員 大社區公所 翠屏里里長 許勝欽 0933296249 

組員 大社區公所 保安里里長 林義萬 0928395566 

組員                                                                                                                                 大社區公所 
翠屏、保安 

里幹事 
丁秋鳳 0939782960 

組員 大社區公所 三奶里里長 許丁春 0921031278 

組員 大社區公所 三奶里里幹事 蔡銘修 0929964552 

組員                                                                                                                                 大社區公所 中里里里長 李旭仁 0935414559 

組員 大社區公所 中里里里幹事 江慧玲 3514749 

組員 大社區公所 大社里里長 林英陸 0937395556 

組員 大社區公所 大社里里幹事 陳惠鶯 3655304 

組員                                                                                                                                 大社區公所 嘉誠里里長 侯景耀 0936386783 



11 

 

組員 大社區公所 嘉誠里里幹事 蘇傳能 0989086274 

搶修組組長 大社區公所 經建課課長 蘇榮章 0937681826 

組員 大社區公所 技士 黃義和 35148678 

組員 大社區公所 技士 邱誌盈 0955969373 

組員 大社區公所 技士 劉必謙 0960269308 

組員 大社區公所 技佐 陳靜茹 0952030688 

動員組組長 大社區公所 民政課課長 蘇振華 0910860917 

組員                                                                                                                                 大社區公所 辦事員 王士豪 0956616273 

組員 大社區公所 課員 吳宗泯 0917253731 

組員                                                                                                                                 大社區公所 課員 陳淑玉 3514399 

組員 大社區公所 課員 鍾國安 0916206892 

組員 大社區公所 課員 崔智超 0921589327 

收容組組長 大社區公所 社會課課長 黃畇禾免 0976798098 

組員 大社區公所 課員 巫光寅 0913152917 

組員 大社區公所 課員 游美惠 3526547 

組員 大社區公所 課員 謝榮獻 0963387967 

組員 大社區公所 約僱人員 蘇欣婷 0956495297 

行政組組長 大社區公所 秘書室主任 林俊都 0928742828 

組員 大社區公所 人事室主任 劉素靜 0918751589 

組員 大社區公所 政風室主任 劉慶龍 0920851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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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員 大社區公所 會計室主任 陳美琳 0928464151 

組員 大社區公所 佐理員 林虹伶 0928409857 

組員 大社區公所 課員 黃幸誼 3516177 

組員 大社區公所 課員 黃麗花 0938753087 

組員 大社區公所 課員 張瑞容 0934179530 

組員 大社區公所 辦事員 洪秀英 0937323217 

組員 大社區公所 書記   

消防單位 高雄市政府消防局第

四救災救護大隊大社

分隊 

分隊長 莊哲銘 0923311760 

警政單位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

武分局大社分駐所 
所長 紀健祥 0956291133 

環保單位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

局大社區清潔隊 
隊長 吳賢明 0937556821 

醫療單位 高雄市大社區衛生所 所長 葉雅惠 3511774 

義消分隊 大社義消分隊 分隊長 林建成 3513309 

義消分隊 大社義消分隊 副分隊長 李再聰 3513309 

義消分隊 大社義消分隊 副分隊長 黃菊英 3513309 

軍方 陸軍四三砲兵指揮部 上尉 邱庭蓁 0980517273 

軍方 高雄市後備指揮部 上士 莊怡倫 0938306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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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來水公司 台灣自來水公司楠梓

服務所 
 黃松烟 0933654535 

電力公司 台灣電力公司楠梓服

務所橋巡課 
 

郭進忠 

徐健瑋 
07-3510539 

電信公司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

司高雄營運處 
 李永輝 0800-080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