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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鄉（鎮、市、區）公所災防現地訪視觀察 

 

 

摘要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以下簡稱災防科技中心）2021 年 6 至

10 月透過參與行政院災害防救業務訪評鄉（鎮市區）公所現地訪視

工作，瞭解公所的災害防救整備現況並推廣科技研發成果。此外，災

防科技中心 2020 年建置「減災動資料」網站，其中撤離與收容評估

模組預設的主要使用對象即為從事撤離、收容與物資規劃的公所，故

利用鄉鎮現地訪視機會，瞭解目前公所相關的整備規劃，並向公所推

廣這套工具，期使地方政府在從事災防規劃工作上，有數據作為其依

據。 

一、 前言 

2003 年開始，災防科技中心協助行政院辦理縣市災害防救業務

訪評工作，2019 年開始，除縣市災害防救業務訪評外，亦參與鄉（鎮、

市、區）公所的現地訪視工作，瞭解公所的災防整備工作並給予建議、

許秋玲、莊明仁、李香潔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體系與社經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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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與交流災防科研成果。今（2021）年行政院的訪視重點之一為利

用學校空間進行收容規劃，災防科技中心藉機瞭解公所與學校在規劃

與實際執行收容時的角色與可能面臨的問題。 

在災防綜合訪視方面，原定 2021 年底要辦理的縣市聯合訪評，

災防科技中心擬訂的訪評評核重點之一即為了解縣市對於「颱洪或地

震情境資料應用於整備的需求」，雖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已延至 2022 年辦理，在訪評重點不變的原則下，今年

公所現地訪視著重於了解公所的收容空間規劃與物資整備量規劃上

是否有考量災害情境，並檢視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內容，建議地方政府

在編撰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時可善用 「減災動資料」網站

（https://drrstat.ncdr.nat.gov.tw/）作為整備數量的依據。向公所推廣網

站見照片 1，有關網站內容介紹詳見廖楷民等（2020）。 

 

照片 1、利用公所現地訪視推廣「減災動資料」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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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收容場所現地檢視 

今年以學校作為收容場場所之現地訪視為主，學校收容場所多已

完成耐震評估並逐年進行耐震補強，較適用地震災害。 

（一）學校收容場所的管理 

綜整結果，此次災防科技中心參與訪視的 20 個收容場所中，有

4 處不是選擇學校進行訪視。10 處學校收容場所有規劃收容民眾與學

生分流動線，例如，臺南市玉井國小化育館、高雄市大東國小活動中

心、屏東縣恆春國小禮堂、彰化縣埔心國中暨社區多功能活動中心等

有收容主要區域的獨立進出口，而臺北市麗湖國小、嘉義縣大埔國民

中小學則另以紅龍或警戒線區隔收容民眾與學生的活動空間。 

分工方面，多數學校負責的工作是提供場地、設備維運以及輔助

人力，公所則負責物資準備、主要運作人力。例如，臺北市規劃麗湖

國小為 2021 年臺北市水災優先安置學校，學校除提供場地、人力，

有時也會有帳蓬、地墊、睡袋的整備。新北市泰山國中的演練中校方

提供校護、總務老師、廚工等人力參與，若未來有收容需求也會將校

方人力納入公所規劃的編制。桃園市龍潭高中表示若執行收容作業，

校長與總務主任皆會擔任管理人員。新竹縣新埔國中只提供場地，公

所需補助收容場所開設的水電費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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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容場所整備量的收容空間評估方式 

在收容場所整備量的收容空間評估方面，根據聯合國居住舒適距

離標準，每人平均 25 平方公尺，最小標準為日本規定之平均每人約

3.3 平方公尺（1 坪）（王价巨，2012）。FEMA（2010）建議 3 日以內

的臨短收容，每個人的空間配置為 2 平方公尺，3 日以上每人 4 平方

公尺以上。 

實際訪視各縣市的作法：桃園市、新竹縣、新竹市的室內可收容

人數推估是以總面積的八成視為可收容空間，再依每人 3.3 平方公尺

計算（考量平均成年人室內臥鋪所需空間），其中，新竹市在 2018 年

重新調整室內可收容人數計算公式，考量預先規劃的行政區域以及原

先物品所占用的空間，將可收容空間比率自 80%調降至 60%，並增

加收容場所數量。 

嘉義市將避難收容處所區分為三類：緊急避難場所（A 類，收容

24 小時內）每人 1 平方公尺、臨時收容所（B 類，1 日至 1 週內）每

人 2 平方公尺、中期收容場所（C 類，1 週至 3 個月內）每人 4 平方

公尺，上述面積是以可收容空間之面積計算，適合 B 類之場所可做

為 A 類使用，適合 C 類之處所亦可適用於 A 類與 B 類。宜蘭縣南澳

鄉則採人均 4.7 平方公尺推估，行政作業空間包含在內。 

臺北市根據《臺北市室內避難收容處所選定評估參考原則》，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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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面積估算方式係扣除走道、梯廳、階梯、廁所、倉庫、器材室等無

法使用之空間後得出可使用空間之可使用面積，可使用面積之八成作

為寢區空間，餘二成作為開設管理等維運空間，收容人數估算依據臺

北市室內避難收容處所選定評估參考原則，每人為 4 平方公尺。臺中

市根據《臺中市北區災害應變中心臨時避難收容處所開設及管理事

項》規定，收容處所收容人數核算應以收容處所面積扣除公共設施占

用面積後實際平面空地面積，採每人 2 平方公尺計算最大收容人數。

若因扣除公共設施占用面積困難，得依收容處所面積以 4 平方公尺收

容 1 人計算；另緊急避難時，得以 2 平方公尺供 1 人避難使用。實際

訪視臺中市北區區公所，公所表示規劃扣除 25%行政空間後，以每人

4 平方公尺計算可收容人數。基隆市安樂區則以扣掉公共行政空間

30%，每人 3.5 平方公尺計算。 

三、 鄉（鎮市區）層級綜合訪視 

每年透過抽籤的方式擇定訪視的公所，今年災防科技中心共參與

訪視 20 個公所，有 8 個鄉鎮無收容經驗，其中有 5 個鄉鎮亦無撤離

經驗。本節將針對參與公所現地訪視的觀察面向，包含收容整備與物

資儲備量、收容場所開設人力與時間、撤離與收容經驗延續，以及其

他特殊作為，以下分述部分公所的相關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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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收容整備與物資儲備量 

收容整備量與物資儲備量的估算方式，雲林縣林內鄉與嘉義縣大

埔鄉以保全人數作為收容人數進行整備量估算；屏東縣恆春鎮準備保

全人數與易淹水地區人數 1 日份；臺北市內湖區有參考「減災動資料」

網站，當保全人數不足 50 人時，以 50 人作為收容與物資整備量。臺

南市依災害防救深耕計畫第 10 次工作會議討論事項指示，每個行政

區的收容量需達該區總人口之 10%，玉井區實際颱風豪雨期間會進收

容場所約 100-150 人，目前玉井區的物資整備區分土石流保全人數 14

日、其他災害 3 日儲備量，推估可能受災戶為 150 戶 500 人，合計儲

備有 600 人份物資（備有儲備推估表）。多數縣市並無將物資儲備與

災害情境推估結果進行連結，而建立這樣的連結，也是本中心建置「減

災動資料」網站的原因之一。 

（二）收容場所開設人力與時間 

在所需人力與時間方面，美國 FEMA（2015）建議，每收容 200

人至少要有 12 名工作人員。美國加州 2011 年針對應變規劃者提供大

量照護與避難所指南，建議每收容 100 人應至少有 6 名工作人員

（Riverside County Operational Area, 2011），和上述 FEMA 建議雷同。 

臺灣目前較少有每幾名收容人數需配額多少工作人員的概念，僅

有新竹縣新埔鎮以 20:1 比例估算收容人數與工作人力，但不少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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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規劃開設一間收容場所需要的人力與時間，例如，基隆市安樂區規

劃開設 1 處收容場所需 8 個人力。臺北市內湖區規劃由校長 1 人擔任

總指揮官，白班與夜班各 9 人，全部人力都由學校提供，可於 4 小時

內完成收容場所開設作業。新北市泰山區公所預估 1 處收容場所約需

8-10 名人力，若抽查演練，可於 2 小時完成開設，當開設之收容場所

超過 1 處以上，需視情況請志工團體協助。臺中市北區預估需 10 人

花費 6-8 小時，完成物資整備與收容場所布置。臺南市玉井區公所則

表示以常開設的豐里里活動中心及玉井區公所小型收容場所為例，約

需 2-3 人工作人員 1 小時可完成開設，若規劃在玉井國小等較大型的

收容場所則約需 6 人 24 小時整備，另規劃每處收容場所需 5 名志工

人力。屏東縣恆春鎮有多次收容處所開設經驗，認為若在架設少量設

備下約需 5 人 3 小時內可完成。南投縣名間鄉有土石流災害收容經

驗，依據 2019 年白鹿颱風在仁和村集會所收容經驗，約需 8 人 3 小

時完成物資整備與場所相關布置，因相關物資皆由公所支援，故需較

長的運送整備時間。嘉義縣大埔鄉以常運作收容的漁市場為例，約僅

需 2-3 人可隨時開設。宜蘭縣南澳鄉以常收容的鄉公所二樓為例，約

需 5-6 人 2 小時可完成開設，若在南澳高中大型收容，則約需 10 人 2

小時完成開設。花蓮縣玉里鎮公所認為老人館、活動中心等公所管理

的場地約半小時即可簡易開設（含衛生所的醫護人員進駐），若需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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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開設則需半日時間。臺東縣臺東市認為公所、活動中心等公所管理

的場地，所需人力約 6-8 人（含志工）半小時內即可開設完成。顯示

經由實際開設經驗或演練動員，多數公所已能掌握開設 1 間收容場所

約需多少人力以及時間，且當收容人數的較少時，也能以旅宿安置方

式降低工作人力且兼顧防疫需求。 

（三）撤離與收容作業經驗延續 

經驗的傳承是公所執行能力確保的所在，今年度訪視過程中有詢

問承辦人員轄區過去的疏散收容經驗。在執行撤離的經驗方面，訪視

的 20 個公所中，有 10%承辦人員不知道過去是否有撤離經驗（見圖

1），有 65%承辦人員知道該鄉鎮過去撤離經驗，但多數承辦人員只知

道颱風豪雨名稱，因經常性的職務異動而較難確定撤離人數，故我們

也宣傳可以由減災動資料網站上習得這些數據，以掌握曾經發生的狀

況。 

 

圖 1、承辦人員知道該鄉鎮過去撤離經驗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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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訪視的 20 個公所中，有 5%完全不知道過去的收容經驗（見

圖 2），有 50%對過去經驗有所掌握。 

 

圖 2、承辦人知道該鄉鎮過去收容經驗的比率 

此外，檢視各訪視鄉鎮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在收容相關作為上，

目前各鄉鎮多僅針對災害規模設定，較少分析避難人數與現有規劃的

避難處所收容量是否足夠，這個比較也是減災動資料網站提供的功能

之一。消防署災害防救深耕計畫第三期有項重點工作就是「盤點鄉鎮

市區防災能量」，包含可收容人數、可能需求人數評估、開設收容場

所需要的人力等，雖未要求納入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建議應將這些整

備量化評估納入計畫中，與防救災對策進行關聯。 

（四）其他創新作為 

新北市已建立區域聯防的概念，將泰山、五股、林口及新莊區連

結為聯防共同區，可互相支援調配人力及物資，對於調度有實際助益。 

車輛機具運用方面，臺南市玉井區公所考量地方特性盤點俗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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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牛」的農用搬運車投入災害防救的工作，這些農用搬運車可行駛

於崎嶇陡坡的道路且小牛隊的車主都是當地里民，熟知山路狀況，可

協助公所災情查報、疏散撤離與物資運送等。徵用民間車輛參與災害

防救支援協定並非首例，但要能大規模集結且深化各里都有，實屬創

舉。雲林縣林內鄉改裝鄉內既有的環保回收車載運小山貓、挖土機，

可進行即時的復原與搶救作業，因清潔隊員司機有機具操作證，可立

即進行業務，不需再委請開口契約廠商，亦可節省災害整備金。 

人員掌握管理方面，桃園市針對「絕對避難弱勢」列冊，即災時

無法自主避難且沒有他人可協助者（獨居老人和獨居行動不便身障

者），並建立協助疏散撤離執行者、交通載具等特殊需求，以及後送

優先照護機構等資料。屏東縣恆春鎮公所在收容登記時，使用 4 種顏

色名牌進行收容人員的身分辨識（友善關懷、男單、女單及家庭），

並提供不同顏色之路線指引。臺東縣臺東市公所在老人身障區旁增加

陪伴者床位，公所也與洗衣業者（波波洗衣）簽訂契約，提供收容者

洗衣用具。臺北市內湖區、新北市泰山區、高雄市鳳山區、屏東縣恆

春鎮、雲林縣林內鄉、新竹市東區、金門縣金沙鎮等公所皆有使用 E

化災民收容登記作業，顯示已有越來越多地方政府建立智慧化收容系

統。 

物資管理方面，彰化縣埔心鄉結合食物銀行進行物資管理，並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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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消費指數交易行情調整每季調查物資需求與經費。 

四、 結論與建議 

在收容空間的規劃各縣市做法略有差異，目前尚有許多縣市無明

確評估依據，可參考「減災動資料」網站在進行收容場所空間整備為

寢區空間每人 4 平方公尺，且在評估收容場所可收容人數時應尚須考

量行政作業空間。 

有關颱洪災害的收容人數與物資需求的量化估計，建議可參考

「減災動資料」網站之撤離與收容評估系統，在收容人數預估方面，

目前系統整合淹水及土石流災害情境，提供「依歷史收容人口」或「依

潛勢人口」二種估算方式，若地方政府的資源較少，可以參考過去災

害事件的平均值作為收容整備量，若資源足夠，則可依據歷史上最大

收容人數作整備規劃，若資源豐富，則可假設在極端災害的情境下，

需要規劃的收容整備量。 

在物資整備的推估方面，颱洪災害引致的整備需求，建議地方政

府可參考「減災動資料」網站，以颱洪情境規劃物資儲備的種類的項

目，提供量化整備的參考。評估結果可以提供公所在確認開口契約廠

商可供應上限量之參考。建議公所應預先考量大規模災害時，確保廠

商可供應物資的量能以及物流業者物資調度等議題。 

訪評過程亦了解公所人員異動頻仍，業務交接經驗延續不易，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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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減災動資料」網站的必要性，撤離與收容評估系統可有助於新接

業務承辦人員迅速進入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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