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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會區大規模地震面臨問題及整備

台灣地震損失評估系統講習會

施邦築
台北科技大學土木與防災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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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震度為七級（宮城縣），東京為五級。

大規模震後火災

福島核能事故

大海嘯

仙台航空站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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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災區之災情類別

•2014-01-24新聞報導：日本大阪府政府今天舉行地震災害對策
檢討會，認為一旦發生南海溝巨大地震，大阪府最高將發生超過28
兆日元的經濟損失。

• 日本的地震專家委員會去年發布一項預測顯示，在未來幾十年內，
日本將會遭遇以關西地區和九州地區為中心的南海溝巨大地震的襲
擊，最大震度將會達到9級，並將會有超過30公尺高的海嘯襲擊。

• 據大阪府預測，一旦發生此一規模的地震，死亡人數將高達13萬人
以上，其中9成將會是大阪市內的人。大阪府建物損失將達23兆2千
億日元，有8百32萬人將面臨斷水，停電面積將達2百34萬戶，1百15
萬戶家庭的煤氣也將停止供應。

•大阪府將根據這項最新預測，制定新的防災計畫，而之
前計畫所想定的是9800人死亡的地震事件。

超乎預期的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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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腳斷層若全錯動 相當500/1000顆原爆？

• 大臺北都會區，在臺北市(12個區)、新北市(29個區)近六百六十萬人口數，屬
高人口密集地，且為國家政治經濟中心。

• 依據經濟部地調所2010年版活動斷層圖調查，此地區內擁有山腳斷層，位於大
臺北地區的關渡至新莊，臺北盆 地和林口台地間，為臺北盆地之西緣屬第二類
活動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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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國家防災日
地震推演對策彙整

及資源派遣驗證

整備：都市防災空間系統規劃

應急：廣域救援、政府運作
1.救災能量之評估 2.物資的調派支援與集結

3.收容能量之評估 4.交通與緊急運送 5.緊急醫療救護
6.物資的供應與發放 7.政府持續運作對策

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內容彙整
災損及具體

災害區位設定

TELES地震
境況模擬推估

國外
文獻

探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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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腳斷層陸地段分為南、北兩段，南段長約13公里；北段長約21公里，陸地總
長約34公里，陸地至棉花峽谷之海域長度約40公里，海、陸總長合計約74公里，

• 地震規模6.9，震源深度8公里，震央在士林區
(121.589E, 25.139N)

• 斷層破裂面長度56公里，寬度20公里，傾角50度

山腳斷層位置圖 山腳斷層陸域及海域推估破裂分佈示意圖

震源想定 地表震動潛勢評估結果

Sa(T=0.3)

PGA

Sa(T=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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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液化潛勢評估結果

震陷量土壤液化機率

土壤液化敏感類別 液化潛能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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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建築物
全半倒棟數推估

縣市
全半倒棟數推估(單位：棟)

低樓層 中高樓層 高樓層 合計

新北市 38,165 3,461 682 42,307
台北市 7,491 4,615 539 12,645
總計 45,656 8,076 1,221 54,952

中樓層

高樓層

低樓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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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傷亡數(日間)

縣市
傷亡人數推估(單位：人)

輕傷 中傷 重傷 死亡 傷亡和

新北市 11,067 4,668 2,935 2,134 5,069
台北市 7,220 2,800 1,723 1,245 2,968
總計 18,287 7,468 4,658 3,379 8,037 11

避難收容需求(人)推估

縣市 避難收容人數(單位：人)
新北市 87,949
台北市 46,403

總計 134,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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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後火災數量推估

縣市 震後火災總數(單位：起)
新北市 368
台北市 203

總計 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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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警戒狀況推估

約有170所學校屬警戒強度5，
若地震發生於上課時段，可
能傷亡的師生人數將達500人，
這些學校需於地震後優先進
行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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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傷亡人數及警戒強度評估

縣市 輕傷(不需住院) 中傷(需住院) 重傷(命危) 死亡 傷亡和

新北市 1480 541 213 129 343

臺北市 71 256 100 63 164

總計 1551 797 313 192 507

縣市 警戒強度0 警戒強度1 警戒強度2 警戒強度3 警戒強度4 警戒強度5

新北市 35 23 35 20 20 109

臺北市 22 15 75 40 25 63

總計 57 38 110 60 45 172

警戒強度 超越嚴重損壞校舍總樓地板
面積的期望值(平方公尺)

5 大於1,000 
4 大於800 
3 大於600 
2 大於400 
1 大於200 

學校警戒強度定義
學校中校舍的最高警戒
強度
損壞狀況為嚴重以上的
所有校舍總樓地板面積

15 烏來區烏來區烏來區烏來區烏來區烏來區烏來區烏來區烏來區

八里區八里區八里區八里區八里區八里區八里區八里區八里區

五股區五股區五股區五股區五股區五股區五股區五股區五股區

士林區士林區士林區士林區士林區士林區士林區士林區士林區

三芝區三芝區三芝區三芝區三芝區三芝區三芝區三芝區三芝區

台北市台北市台北市台北市台北市台北市台北市台北市台北市

新北市新北市新北市新北市新北市新北市新北市新北市新北市

松山區松山區松山區松山區松山區松山區松山區松山區松山區

信義區信義區信義區信義區信義區信義區信義區信義區信義區中正區中正區中正區中正區中正區中正區中正區中正區中正區

大同區大同區大同區大同區大同區大同區大同區大同區大同區

文山區文山區文山區文山區文山區文山區文山區文山區文山區

南港區南港區南港區南港區南港區南港區南港區南港區南港區

北投區北投區北投區北投區北投區北投區北投區北投區北投區

板橋區板橋區板橋區板橋區板橋區板橋區板橋區板橋區板橋區

中和區中和區中和區中和區中和區中和區中和區中和區中和區

永和區永和區永和區永和區永和區永和區永和區永和區永和區

新莊區新莊區新莊區新莊區新莊區新莊區新莊區新莊區新莊區

新店區新店區新店區新店區新店區新店區新店區新店區新店區

樹林區樹林區樹林區樹林區樹林區樹林區樹林區樹林區樹林區

鶯歌區鶯歌區鶯歌區鶯歌區鶯歌區鶯歌區鶯歌區鶯歌區鶯歌區

三峽區三峽區三峽區三峽區三峽區三峽區三峽區三峽區三峽區

淡水區淡水區淡水區淡水區淡水區淡水區淡水區淡水區淡水區

汐止區汐止區汐止區汐止區汐止區汐止區汐止區汐止區汐止區
瑞芳區瑞芳區瑞芳區瑞芳區瑞芳區瑞芳區瑞芳區瑞芳區瑞芳區

土城區土城區土城區土城區土城區土城區土城區土城區土城區

蘆洲區蘆洲區蘆洲區蘆洲區蘆洲區蘆洲區蘆洲區蘆洲區蘆洲區

泰山區泰山區泰山區泰山區泰山區泰山區泰山區泰山區泰山區

林口區林口區林口區林口區林口區林口區林口區林口區林口區

深坑區深坑區深坑區深坑區深坑區深坑區深坑區深坑區深坑區

石碇區石碇區石碇區石碇區石碇區石碇區石碇區石碇區石碇區

坪林區坪林區坪林區坪林區坪林區坪林區坪林區坪林區坪林區

石門區石門區石門區石門區石門區石門區石門區石門區石門區

平溪區平溪區平溪區平溪區平溪區平溪區平溪區平溪區平溪區

雙溪區雙溪區雙溪區雙溪區雙溪區雙溪區雙溪區雙溪區雙溪區

貢寮區貢寮區貢寮區貢寮區貢寮區貢寮區貢寮區貢寮區貢寮區

金山區金山區金山區金山區金山區金山區金山區金山區金山區

萬里區萬里區萬里區萬里區萬里區萬里區萬里區萬里區萬里區

自來水管線損壞推估

輸水管災損數約185處
配水管災損數約5,826處
給水管災損數數千處

管線災損數

500 to 1,000
200 to 500
100 to 200
50 to 100
20 to 50
10 to 20
5 to 10
2 to 5
1 to 2
0 t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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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搜救、滅火能量評估與檢討
Ø 災害境況模擬結果

項目 行政區

建物損害
(單位：棟)

全半倒總棟數

臺北市 北投區 士林區 中山區 萬華區 大同區 中正區
12,645 3,102 2,864 1,194 1,189 1,069 763
新北市 板橋區 新莊區 三重區 中和區 樹林區 蘆洲區
42,308 8,761 8,097 6,698 3,013 2,723 2,669

人員傷亡
(單位：人)

重傷與死亡合計

臺北市 北投區 士林區 中山區 大安區 中正區 萬華區
2,968 755 429 391 258 249 239
新北市 新莊區 板橋區 三重區 蘆洲區 泰山區 五股區
5,609 1,310 839 669 487 304 270

在人員傷亡評估模式僅考慮因一般建築物損害所引致的傷亡數量；並將人員傷
亡程度概分為下列四級：
ü 第一級(輕傷)僅需基本治療，不需住院
ü 第二級(中傷)需較多的醫療手續且需住院，但無生命危險
ü 第三級(重傷)若無適當搶救且迅速的送醫治療將有立即的生命危險
ü 第四級(死亡)則是震後立即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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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搜救、滅火能量評估與檢討

項目 行政區

震後火災
消防資源

震後起火數

(單位：起)

臺北市 北投區 中山區 大安區 士林區 內湖區 松山區
204 38 25 22 21 18 15

新北市 新莊區 板橋區 三重區 蘆洲區 中和區 樹林區
368 92 41 34 32 24 20

所需消防隊數

(單位：隊)

臺北市 北投區 中山區 大安區 士林區 內湖區 松山區
342 65 42 38 35 31 26

新北市 新莊區 板橋區 三重區 蘆洲區 中和區 樹林區
578 156 70 57 54 41 34

所需用水量

(單位：噸)

臺北市 北投區 中山區 大安區 士林區 內湖區 松山區
13,669 2,600 1,678 1,502 1,400 1,223 1,034
新北市 新莊區 板橋區 三重區 蘆洲區 中和區 樹林區
23,139 6,253 2,808 2,290 2,175 1,657 1,378

臨時避難收容人數
(單位：人)

臺北市 北投區 士林區 大安區 中山區 萬華區 大同區
46,403 8,396 7,452 4,386 4,256 4,253 3,124
新北市 板橋區 新莊區 三重區 蘆洲區 中和區 土城區
17,021 15,623 14,545 6,989 6,334 5,381 4,247

消防隊假設為出勤務時的人員及車組，以8名消防人員及其配屬的消防車輛、裝備等計之

*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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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搜救能量設置與評估

搜救隊
能量分級

我國搜救體系分級
預估整體可投入
救災之最大能量

總數

重級搜救隊
(國際搜救隊)

1.特種搜救隊
2.臺北市及新北市搜救隊

1.特種搜救隊(64人)
2.臺北市及新北市搜救隊(244人) 308人

中級搜救隊
臺北市及新北市以外縣市
之搜救隊

臺北市及新北市以外縣市之搜救隊
(422人) 422人

輕級搜救隊
一般搜救組織

1.消防局救助隊
2.民間特種搜救隊
3.災害防救團體(陸域)

1.消防局救助隊(3,586人)
2.民間特種搜救隊(153人)
3.災害防救團體(陸域)(1,681人)

5,420人

依我國因應重大災害整體救援能量評估報告所示，目前我國整體搜救能量依

國際搜救隊能量分級，如下表所示。

而日本救助部隊的估算，依救助場所為高難度或中難度而不同，救助部隊為

一隊5人，其計算公式如下：
(1)高難度救助部隊數=高難度救出場所(倒塌鋼筋混凝土建物)數×2隊/1場所
(2)中難度救助部隊數=中難度救出場所(倒塌木造或低矮建物)數×1隊/1場所

課題：搜救、滅火能量評估與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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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建物結構多以鋼筋混凝土為主，因此在輕級搜救隊(救助隊)部分，設定為一隊10
人(等於日本的２隊)。在重、中級搜救隊部分，以可運作之最低人數18人為一隊。

受困場所數以每兩人受困一處計算(與日本相同假設)
本研究依倒塌建築物樓層數，區分搶救的難易度為下列三類，其搜救隊數計算如下：

縣
市

樓層 受困人數 受困場所數 所需重中級
搜救隊隊數

所需重中級
搜救隊人數

所需輕級
搜救隊隊數

所需輕級
搜救隊人數

臺
北
市

低樓層(1~3F) 36 18 - - 9 90
中樓層(4~7F) 94 47 16 288 16 160
高樓層(8F以上) 70 35 35 630 - -

總和 200 100 51 918 25 250

新
北
市

低樓層(1~3F) 182 91 - - 45 450
中樓層(4~7F) 74 37 13 234 13 130
高樓層(8F以上) 80 40 40 720 - -

總和 336 168 53 954 58 580
總數 536 268 104 1,872 83 830

建物樓層 搜救隊級別 假設一天內可搜救之受困場所
低樓層(1~3F) 輕級搜救隊 2處
中樓層(4~7F) 輕級與中級搜救隊 1.5處

高樓層(8F以上) 中級與重級搜救隊 1處

課題：搜救、滅火能量評估與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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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小學校舍的搶救部分，因國內外並無參考文獻的提及，因此本研究仍以一般建築
的估算方式處理，在受困場所數部分，以每兩人受困一處來計算；雖然學校樓層多為低樓
房，但因學校上課教室一般屬高密集人數使用，因此由重級與中級搜救隊來負責搶救，在
估算搜救人力時，會略偏於保守的高估。

縣市 受困
人數

受困
場所數

所需重級與中級
搜救隊隊數

所需重級與中級
搜救隊人數

臺北市 13 7 7 126
新北市 27 14 14 252

總計 39 21 21 378

l 分析評估結果

所需重級與中級
搜救隊總人數

現有重級與中級
搜救隊人數

供需差 所需輕級
搜救隊總人數

現有輕級
搜救隊人數

供需差

臺北市 1,044 122 -922 250 526 276
新北市 1,206 122 -1,144 580 861 281

全臺 2,310 730 -1,580 830 5,420 4,590

課題：搜救、滅火能量評估與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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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消防人力及水源能量需求評估

本研究參考直轄市

縣市消防機關員額

設置基準及與消防

實務人員訪談，將

一隊救火隊設定為

8人，並以各消防

大隊所管轄之區域

作為劃分，其消防

大隊各管轄區域表，

如右表所示。

l 火災搶救能量推估

課題：搜救、滅火能量評估與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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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分析評估結果

就以上的推估，在火災搶救能量的部分在新北市的部分，人力上是足夠的；而在
臺北市則是不足的；就整個大臺北地區來看，火災搶救人力人數，還不足25位，約3隊。

縣市 所需
人數

所需
隊數

現有消
防人數

現有義
消人數

現有
總人數

現有
總隊數

供需差
(人數)

供需差
(隊數)

新北市 4,624 578 1,559 3,810 5,369 671 745 93
臺北市 2,744 343 907 1,067 1,974 246 -770 -96
總計 7,368 921 2,466 4,877 7,343 918 -25 -3

但藉由101年921國家防災日地震推演的資源派遣驗證，可以得知在外縣市支援下，
火災搶救能量的部分是足夠的。

縣市 消防人員(人數) 縣市 消防人員 (人數) 縣市 消防人員 (人數) 總計
臺中市 140 花蓮縣 40 嘉義市 30

770臺南市 160 南投縣 60 雲林縣 40
高雄市 200 臺東縣 30 彰化縣 70

課題：搜救、滅火能量評估與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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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消防用水能量推估

因地震發生過後可能造成許多自來水管線、設施的損毀，消防栓無法出水，

因此水箱消防車及水庫消防車的取水來源以河流、池塘、蓄水池等為主，必須事

先整備抽水地點及裝備。

由101年的消防統計年報可得知大臺北地區水箱消防車與水庫消防車之數量，

其水箱消防車與水庫消防車載水量標準如下表所示：

消防車類別 可承載之水量

水箱消防車 至少3噸

水庫消防車 至少12噸

經由與消防實務人員的訪談，並考量其抽水速率和路程距離，保守估計以一

小時內水箱車及水庫車可來回取水一趟。而震後發生火警的搶救時間以12小時為

限，因此在12小時內水箱車及水庫車至少可以來回取水12趟。

課題：搜救、滅火能量評估與檢討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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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搜救、滅火能量評估與檢討

25

在消防用水能量推估的部分，可得知各轄區的消防大隊在供應消防用水的能量上

皆是明顯的不足，除了離斷層帶較遠的新北市消防第四及第六大隊所管轄的區域，因

起火數較其它地區來得低，因此在消防用水能量的供應上相較於其它地區來的足夠。

下表為大臺北地區消防用水供需差表，可以得知新北市消防用水量不足12,303噸，

臺北市消防用水量不足4,993噸，大臺北地區整體消防用水量不足17,296噸。

縣市 所需
總用水量(噸)

現有
水箱車(輛)

現有
水庫車(輛)

現有水箱車、水庫車
12小時內總載水量(噸)

消防用水
供需差(噸)

新北市 23,139 157 36 10,836 -12,303
臺北市 13,669 181 15 8,676 -4,993

總計 36,808 338 51 19,512 -17,296

而藉由101年921國家防災日地震推演的資源派遣驗證，可以得知在外縣市支援下，共

增加217輛的水箱車、70輛的水庫車，在12小時內共可載17,892噸的消防用水，因此可以

補足大臺北地區消防用水量不足之問題。

l 分析評估結果

課題：搜救、滅火能量評估與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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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防災避難收容空間設置與民生物資及設備之評估
l 臨時避難收容場所

由災害境況模擬結果，可以得知臺北市有46,403人需至臨時避難收容場所避

難；新北市則有87,949人需至臨時避難收容場所避難。

ü 主要探討短期的避難收容

ü 以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及臺北市政府所提供102年各區的臨時收容場所為主，可

以得知各區現有收容場所有幾處及現有可收容人數

ü 挑選的收容場所類型以學校和防災公園為主

ü 考量其可支援震災的收容場所

課題：收容能量評估與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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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避難收容場所
l 避難空間以災害發生時

序及功能可區分為下列

四類。

ü 緊急避難場所

ü 臨時避難場所

ü 臨時收容場所(以臺北

為例，每人的避難面積

為４平方公尺)

ü 中長期收容場所

l 緊急避難場所多為門前

道路、自宅或鄰近開放

空間，屬於震時立即性

避難，因此不評估其據

點選定之原則。

課題：收容能量評估與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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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行政區 臨時避難
收容人數(人)

現有收容場所
可收容量(人)

供需差
(人) 行政區 臨時避難

收容人數(人)
現有收容場所
可收容量(人)

供需差
(人)

板橋區 17,021 97,124 80,103 泰山區 2,577 5,700 3,123
三重區 14,545 24,916 10,371 林口區 1,070 2,676 1,606
中和區 6,334 15,790 9,456 深坑區 102 500 398
永和區 3,062 34,072 31,010 石碇區 12 560 548
新莊區 15,623 32,550 16,927 坪林區 3 600 597
新店區 2,909 13,882 10,973 三芝區 216 600 384
樹林區 4,247 6,877 2,630 石門區 77 700 623
鶯歌區 985 13,550 12,565 八里區 489 9,278 8,789
三峽區 879 5,003 4,124 平溪區 4 3,143 3,139
淡水區 1,811 2,370 559 雙溪區 7 1,900 1,893
汐止區 1,063 2,886 1,823 貢寮區 7 2,579 2,572
瑞芳區 104 1,720 1,616 金山區 510 5,250 4,740
土城區 5,381 14,550 9,169 萬里區 377 1,682 1,305
蘆洲區 6,989 7,300 311 烏來區 12 1,200 1,188
五股區 1,533 2,978 1,445 總合 87,949 311,936 223,987

課題：收容能量評估與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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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行政區 臨時避難
收容人數(人)

現有收容場所
可收容量(人)

現有收容量
供需差(人)

松山區 3,110 2,140 -970
信義區 2,334 2,233 -101
大安區 4,386 2,595 -1,791

中山區 4,256 2,292 -1,964
中正區 2,886 1,551 -1,335
大同區 3,124 1,421 -1,703

萬華區 4,253 1,683 -2,570
文山區 2,430 2,533 103
南港區 960 1,848 888

內湖區 2,817 3,418 601
士林區 7,452 2,489 -4,963
北投區 8,396 2,179 -6,217

總合 46,404 26,382 -20,022

臺北市

防災公園
可供收容量(人)

加入防災公園後
收容供需差(人)

2,786 1,816

1,346 1,245
47,436 45,645
2,432 468

7,909 6,574
2,183 480

33,756 31,186
1,350 1,453
8,661 9,549

1,590 2,191
1,362 -3,601
3,623 -2,594

114,434 94,412

臺北市

課題：收容能量評估與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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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分析評估結果
由避難收容人數的推估中，可以得知在新北市各區的臨時避難收容場所收容

能量是足夠的，而在臺北市收容人數的部分，僅剩士林區及北投區的臨時避難收

容場所收容能量是不足的，因此將收容空間不足之行政區，進行跨區救援作規劃，

而跨區救援以其鄰近行政區尚有收容空間支援協助不足之行政區，並以震後救援

路線最短為優先考量，區域支援收容空間情形如下表所示。

行政區
收容不足數量

(單位：人) 支援空間計算

士林區 3,601

支援行政區 大同區 中正區

可支援數量 480 6,574
仍不足收容數量 3,121 0
支援後剩餘數量 0 3,453

北投區 2,594

支援行政區 中正區 -
可支援數量 3,453 -

仍不足收容數量 0 -
支援後剩餘數量 859 -

備註：1.若行政區支援後尚有剩餘數量將可再次支援；2.由左至右為支援

課題：收容能量評估與檢討

31

項目 推估公式 備註

礦泉水 (瓶) 3瓶為1人/天份 每瓶600cc

口糧 (包) 3包為1人/天份

運動服 (套) 1套為1人/次 上衣、褲子各一件

鹽洗包 (包) 1包為1人/次
洗髮精2包、沐浴乳2包、
牙刷、牙膏、毛巾、拖
鞋、環保杯等各一件

免洗內褲 (包) 1包為1人/次 每包五件裝

睡袋 (個) 1個為1人份

廁所 150人/座

盥洗設備 18人/盥洗單位

垃圾量 收容人數*200g/人日

排泄物量 2公升/人日

l 民生物資及設備需求推估

在民生物資部分本研究

依據新北市及臺北市社會局

所針對的六項基本民生救濟

物資來做探討。

民生設備之相關推估公

式，則參考施邦築(2011)，

大規模地震之境況模擬與因

應對策研究。

課題：民生物資及設備評估與檢討
震後三天

32

震後三天
課題：民生物資及設備評估與檢討

33

物資需求

指維生、生活物資及救災所需之機具、車輛、設施、設備等。

34

35

物資整備之建議

1. 依據災民收容場所回報民生物資需求數量進行整補，業者依其
本身之倉儲、運送方式，送至收容場所，另在宅民眾所需物資，
則送至指定之鄉鎮區公所，再由公所發送或民眾至公所取得。
若運送工具不足可報請應變中心協調提供徵用車輛，不足時協
請軍方提供軍車協助運送。

2. 由中央及地方政府協調物流業者及通路業零售商、製造商業者，
提供相關民生物資。

3. 可參考日本於311東大地震之整體規劃作業模式：由日本災害
對策本部緊急協調各縣市物資的籌措與調配，中央與地方災區
一同致力救災，剛開始中央成立30人的物資專門處理小組(一週
後擴編為70人統籌物資的動員、集結)；在運送及分配方面，日
本由縣市主動協調物流業者，讓物資的配送更為順暢。

課題：物資供應之集結、發放與分配?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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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時的物流狀態

訊息管理(指揮命令等)

出貨商
(工廠等) 運送 物流中心(配送點、倉庫等) 配達

收貨人
(零售商等)

● 保管 ● 倉儲管理
● 排序 ● 經銷及加工

物流業者

大規模震災的物流狀態

訊息管理(指揮命令等)

收容場所
或

在宅避難
配達

第二次集結點
(災區公所)運送至災區內

第一次
集結點運送

各地
(支援物資)

(縣市政府) (鄉鎮市區公所)

l 保管
l 倉儲管理
l 排序

l 保管
l 倉儲管理
l 排序

中央及地方政府

1. 可能用來輸送的路徑(ROUTE)以
及確認能進入可運作之集散點的

情報不足
2. 指揮系統混亂：由於資訊傳達的

不足，造成需求供給不均

要確保車輛燃料
等可以運行，避
免運輸能力下降

1.公共設施不足
2.震災後保管場所管理上的調整

3.非迫切需要之物資滯留於集結點，增加管理困難

1. 必要的物資不足
2. 物資項目不足或過剩

運貨業者的
安排不足

37

u說明：
1.民眾自主捐贈的物資相當雜亂，常非災區民眾真正的需求，且分類、整理相當耗
費人力，增加作業的繁瑣及困難。若民眾直接送至災區，又增加災區交通的負荷，
且難以合理分配，另引起公平性分配的爭議。
2.日本自311地震後，因民眾自主捐贈的物資，難以處理且因過期、損傷等，缺乏
效益，故決定以後謝絕此類物資捐贈，只接受金錢的捐贈。
u對策：
1.臺灣921集集大地震時亦有類似日本的困難，但國情不同，顧及社會觀感，不易
拒絕，雖仍以勸導民眾捐贈金錢為主。若要捐贈物資，須以政府所告知的物資，並
送至指地方政府或國軍指定之地點，不應直接送至災民手上。
2.各級災害應變中心應先調查各災區在不同時間點所迫切物力的錯置、浪費。
3.地方政府或國軍接受捐贈的物資後，經整理、打包，再各依其原有管道及方式運
送至災區。

課題：是否接受民眾無組織之自主式所捐贈的愛心物資?

38

維生系統（921經驗推估）

維生系統 損壞程度 受影響程度 震後10-14天
修復程度

自來水 自來水系統與淨水廠
受損 約390萬人 55%

電力
部分變電所、水力發
電廠之變電設備及輸
電線路嚴重損壞

約290多萬人 近9成之供電率

天然氣 天然氣管線斷裂漏氣 約155萬人 五成之供氣率

電信 電話基地台及電路嚴
重受損 約300多萬人 基地台：93%

市話：86%

39

採用災害現場指揮系統(Incident Command System)方式，以利整合現今救災資源

並調派最適當的人力作支援；並啟動執行緊急醫療救護系統，開設災區救護站進行現場第

一線醫療作業。

災害醫療救護架構圖
(資料來源：災難醫學會，大量傷患現場作業流程之介程)

課題：緊急醫療救護評估與檢討

40

l 災區醫療救護站

1. 因應大量傷病患導致醫院不敷使用，因此將人員傷亡數量達50人以上之行政區，設置

一座災區醫療救護站，共開設23座。

2. 設置醫療救護站最佳條件

3. 醫療救護流程：

災區醫療救護站內部示意圖

檢傷分類檢傷分類 治療治療 轉送/返家轉送/返家

離衝擊區在走路範圍內（50~100公尺）之安全區域、在轉送的道路旁、在指揮站

的短距離內、以建築物或帳棚內為優先考量。

41

縣轄市調派

醫療機關

災害現場

避難場所

災區救護站
(受傷者緊急治療)

後續轉院醫療機關
(重傷者收容、治療)

受治療患者

傷病患

傷病患 重傷者

縣市災難醫療隊(DMAT)

醫療藥品、器材儲備、血漿供給

供
給

派
遣

供
給

l 緊急醫療調度支援

• 北區、中區緊急醫療應變中心登錄有意願支援災區之醫護團隊100隊、醫師500人、護

士1,500人支援災區

• 調度各地區急救責任醫院藥品醫材數量(16,000人份)，不足部份向國防部(三供處)、製

藥廠及藥品醫材販賣業者協助緊急供貨。

• 連繫南投以北衛生局，請求當地總計69家急救責任醫院協助收治病患以及調度醫療資

源協助。

緊急醫療調度支援圖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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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急救責任醫院

• 經災區救護站簡易處理後送至大臺北地區共36處急救責任醫院進行急診，後

• 醫院將被正確通知，並已準備接受病患才可送往。

• 依緊急醫療能力分為三級，「重度」、「中度」、「一般」，第二級(中傷)病患送往一

般、中度級急救責任醫院，第三級(重傷)病患直接送往重度級急救責任醫院。

l 臨時醫療站

• 責任急救醫院設施受損，急診室已無法使用或不敷使用時，於戶外開闊且安全無虞之

空地開設「臨時醫療站」。

• 責任急救醫院能量不足，依行政區分佈劃設為東西區，由國防部於指定地點開設兩處

臨時醫療站(東區：明湖國小、西區：臺大體育場)進行治療。

• 從921國家防災日地震推演對策彙整及資源派遣驗證，全台灣緊急醫療的資
源足夠應付此一情境

43
大臺北地區災區救護站、急救責任醫院、臨時醫療站分佈圖

44

Ø 緊急救護車輛及救護人力評估
l 災後緊急救護車輛及救護人力評估

藉由一般建築物之震損評估、人員傷亡和避難需求推估結果，可以再進一步

推估災後所需的緊急救護車輛及救護人力。

依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員額設置基準，在救護人力的部份，規定救護車輛基

本配置人力，以一救護隊至少配置一輛救護車及救護人員七人(配合輪班，值勤24

小時且不休息的情況下)；而救護車輛之推估公式，如下表所示。
項目 推估公式

救護車數

(一)需要運送數量：中度傷害人數+重度傷害人數+死亡×0.01
(二)12小時內需提供救護車輛數=需要運送數量/1輛救護車1日可運送之人數
假設：(1)民眾自行就醫與救護車運送比例各佔一半。

(2)現住總人口15萬以上：一輛救護車每日可運送10人(距離醫院較近)。
(3)現住總人口10-15萬之間：一輛救護車每日可運送7.5人。
(4)現住總人口10萬以下：一輛救護車每日可運送5人(距離醫院較遠)。

備註：參考施邦築(2006)，台灣地震損失評估系統於地震災害初期災情即時推估及應變決策之應用(III)

課題：緊急救護車輛及人力評估與檢討

45

臺北市
行政區 需要運送數量(人) 12小時內需提供救護車輛數(輛） 所需救護人力(人)
松山區 95 10 70
信義區 59 6 42
大安區 196 20 140
中山區 300 30 210… … … …

總計 2,267 232 1,624

新北市
行政區 需要運送數量(人) 12小時內需提供救護車輛數(輛） 所需救護人力(人)
板橋區 632 63 441
三重區 504 50 350
中和區 202 20 140
永和區 83 8 56… … … …

總計 3,814 436 3,052

課題：緊急救護車輛及人力評估與檢討

46

l 分析評估結果

由以上的推估，可以得知大臺北地區於大規模地震災害時所需之救護車輛

及救護人力數量，而根據衛生福利部針對救護車設置現況的統計可以得知，大

臺北地區救護車共有406輛；在救護人力部分，依據消防統計年報統計，大臺

北地區的救護人力共有7,343人。

課題：緊急救護車輛及人力評估與檢討

47

由上列敘述之推估與現況，可算出其救護車數量及救護人力的供需差值，如

下表所示。

由上表可得，在救護人力部分，臺北市及新北市都是充足的；但在救護車輛

的部分，即使在全部的救護車都出動的情形下，整個大臺北地區不足262輛。

然而藉由101年921國家防災日地震推演的資源派遣驗證，可以得知從外縣市

救護車的支援下，共可支援130輛的救護車，但其救護車數量還是不足132輛。

課題：緊急救護車輛及人力評估與檢討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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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交通與緊急運送評估與檢討

(1)避難據點 (2)道路系統

(3)消防據點

(4)警察據點

(5)醫療據點

(6)物資據點

{需求}

人

緊急、臨時避難場所

階段避難場所

{供給}

消防 警察

醫療 物資
(5) (6)

{

道
路
系
統

}

(1)

(2)

(4)

(1)

(2)

(3) (4)

收容場所

都市防災六大空間系統與道路系統的關係

49
備註:地震災害時序含有時序重疊問題○救援 ▲安置 □復原

空

間

系

地震災害時序
0

| 

10分鐘

10分鐘

| 

3天

3天

| 

14天

14天

|

3個月

3個月

|

5年

統 空間層級 災害發生期 緊急應變期 應變救援期 清理期 復建期

避

難

緊急避難場所 ＊ ＊○ ○

臨時避難場所 ＊○ ○ ○

臨時收容場所 ○▲ ○▲ □

中長期收容場所 ○▲ ○▲ ▲□

道

路

避難道路 ＊ ＊○ ＊○ ○ □

輸送、救援道路 ＊ ○ ○ ○ □

緊急道路 ＊ ＊ ○▲ ○ □

消

防

指揮所 ○ ○ ○ □

臨時觀哨站 ○ ○

醫
療

臨時醫療場所 ○ ○▲ ○▲

中長期收容場所 ○▲ ○▲ ▲

警
察

指揮中心 ＊ ○ ○ ○ □

情報收集中心 ○ ○ ○

物 接受場所 ○ ○ ○

資 發放場所 ○ ○ ○

＊避難
50

省、縣道公路橋梁損害評估(斷層南段)

可能阻斷道路
• 107縣道明志路、107甲縣道新

五路二段、成泰路三段

• 新莊地區的台1線中山路三段、
台1甲線和116縣道的中正路

51

省、縣道公路橋梁損害評估(斷層中段)

可能阻斷道路
• 106縣道中興路三段
• 台64線五股交流道
• 台64線靠近淡水河處

52

省縣道公路橋梁損壞推估(斷層北段)

可能阻斷道路
• 臺北市北投區的台2乙線大度路

二段
• 101甲縣道巴拉卡公路
• 台2甲線陽金公路
• 金山地區台2線的清水路

53

公路橋梁災損結果與通往各行政區之重要道路、橋梁，對照評估出進行受災區域安全
維護及執行警戒、管制工作。

大台北地區省縣道公路橋樑損壞封閉路段圖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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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計三處以上國道一號
高架道路損害，造成國
道一號臺北交流道至林
口交流道阻斷

高速公路橋梁損害評估

55

山腳斷層交接國道一號處，造成五股交流道、三重交流道和臺北交流道之間路段損壞，
第一時間管制封閉工作。

大台北地區高速公路高架段封閉路段圖
56

重要道路、橋梁系統立即搶修彙整表

57

防災觀點 交通觀點

道路系統 功能說明 路寬條件(m) 道路系統 功能說明

緊急道路 聯絡其他地區 20公尺以上 快速道路 地區間之聯絡

主、次要道路 市區內主要交通系統

救援、輸送道路
提供市區內救援
活動及物資運送

15公尺以上

集散道路 連接主、次要道路集
合與分散市區內車流

避難
輔助道路

消防避難道路
聯絡各避難空間
以及其他道路系統

15公尺以下

緊急避難道路 8公尺以上 地區街道 市區內某地區之交通

國內防救災道路系統

58

59大臺北地區緊急救援道路圖

已避開受損路段
60

大臺北地區緊急輸送道路圖

緊急輸送道路選擇以路寬15至20公尺之主次要道路，構成完整之防救災路網；緊急
輸送道路主要為災時提供車輛運送物資至各防災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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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地理資訊系統，將最大地表加速度推估結果圖與大臺北地區之高鐵、臺
鐵、捷運路線圖作套疊分析，根據各路段所遭遇不同地震規模來研擬出不同之應
變對策。

三鐵道路與最大地表加速度關係圖

課題：三鐵軌道損壞應急評估與檢討

61

l高鐵
Ø 高鐵路段所受最大地表加速度將達到500~700gal，已符合下表中「立即停車」、「停

止運轉」之條件，加上因電力中斷，臺北通往桃園間高鐵路段將停止營運。

Ø 高架段:大漢溪（TK16+300）之隧道出土段至桃園站（TK42+075），長度約29公里，其

中6.5公里在大臺北地區範圍內，考量高鐵列車時刻表的班距及板橋站-桃園站行車時

間僅約11-12分鐘，此高架段內南下、北上最多僅可能各有一班列車受困。

Ø 隧道段:臺北站（TK5+904）至大漢溪（TK16+300）之隧道出土段，長度僅約10公里，

考量高鐵列車時刻表的班距及臺北站-板橋站行車時間僅約6-7分鐘，此隧道段內往南

下、北上最多僅可能各有一班列車受困。

臺灣高鐵公司之地震警報觸發後處理標準表

地震警報等級 地震警報觸發區間行車限制 緊急巡檢

等級
加速度
(gal)

立即
停車

停止
運轉

恢復運轉時
速度限制

地面巡檢

1 40～80 ˇ ˇ 70公里/小
時以下，若
需降低速度
或視線不佳
時，則應注
意狀況小心
駕駛。

無須辦理

2 80～120 ˇ ˇ 依需求辦理

3 120以上 ˇ ˇ
路線單位針對受影響區
域進行地面巡檢及相關
監測作業。

62

高鐵高架段緊急逃生梯位置圖
63

高鐵隧道段緊急出口位置圖
64

l 臺鐵
Ø 當地震儀強度顯示為180～250gal之路段，所有車站內列車「停止運轉」，未駛進車站之班次一律

以不超過15公里注意運轉，駛進車站後就地停車停止運轉；強度250gal以上地區路段，將「立即

停車」、「停止運轉」，僅能於桃園與屏東間經檢測通過後採區間營運。

Ø 高架段:第一大嵙崁溪橋（36.5里程段）之隧道出土段至浮州站(38里程段)均為高架，直至浮洲站

西側約1.5公里處始降為路面，此路段總長約為3公里(其內設有浮洲站)，考量臺鐵列車時刻表的

班距，此高架段內南下、北上可能共有一部列車受困，應負責協助疏散救援共一部受困於高架上

旅客的準備。

Ø 隧道段:汐止段山岳隧道（16.2里程段）至第一大嵙崁溪橋（36.5里程段）之隧道出土段，長度約

21公里，考量臺鐵列車時刻表的班距及南港站-板橋站行車時間約18分鐘，此隧道段內南下、北上

最多僅可能各有兩班列車受困，應負責協助疏散救援共四部受困於隧道內之列車旅客的準備。

地震警報等級 地震警報觸發區間行車限制 緊急巡檢

等級
地震強度
(級)

加速度
(gal)

立即停車 停止運轉
運轉時
速度限制

地面巡檢

1 3 8~25
立即減速至不超過60
公里注意前進 車站立即通知調度員與前

後相鄰之車站，待路線安
全無虞之後恢復正常行駛。2 4~5(中震) 25~180

立即減速至不超過30
公里注意前進

3 5(強震) 180~250 ˇ

未駛進車站之班次一
律以不超過15公里注
意運轉，駛進車站後
一律就地停車停止運
轉

立即通知調度員與鄰近二個車

站通知所有班次全面停止運轉。

對所有的路線、號誌、電力與

車輛設備進行檢查，待路線檢

查無損害之後，第一班車以不

超過30公里注意前進，第二班

車以60公里注意前進。

4 6以上 250以上 ˇ ˇ 全面停駛 65
臺鐵隧道段緊急出口、緊急停靠站位置圖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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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鐵高架段緊急逃生梯位置圖
67

地震警報等級 地震警報觸發區間行車限制 緊急巡檢

等級
地震強度
(級)

加速度
(gal)

立即停車 停止運轉 運轉時速度限制 地面巡檢

1 2~3 2.5-25 ˇ
無損壞或異常報告，以

半自動限速25公里/小時
以下行駛

檢視軌道，全線巡

軌無異常後恢復正
常運轉。

2 4 25~80 ˇ ˇ
無損壞或異常報告，以
半自動限速5公里/小時
以下進站疏散旅客 系統暫停營運，

行控中心進行斷
電，並通知相關
維修、運務人員
進行路線、車站

之結構及設備之
檢視。

3 5以上 80以上 ˇ ˇ

停滯平面段及地下段站
間之列車以半自動5公里
/小時以下進站疏散旅客；

高架段列車則由下游站
長步行至停滯列車處，

確認軌道狀況無異狀後，

以半自動限速5公里/小
時以下進站疏散旅客

l 捷運
Ø 捷運路線因地震儀強度皆達到200gal以上，將全面停駛捷運系統，行控中心進
行斷電。

Ø 在檢視系統設施、設備無異常報告後，若尚有電力，停滯平面段及地下段站間
之列車以半自動5公里/小時以下進站疏散旅客；若電力停供且列車無法移動，

則進行隧道內避難疏散；停滯高架段列車則由下游站長步行至停滯列車處，引

導疏散列車上旅客。

Ø 捷運中斷服務，為維持正常運輸能量，捷運公司依捷運停駛應變計畫，提供接
駁公車服務。

68

課題：政府持續運作對策
資料來源：銘傳大學馬士元教授

政府持續運作(Continuity of Government, COG. or Continuity of Operations,

COOP )，係指重大災害與危機發生時，維持核心功能(essential functions)的相關規劃。

而我國災害防救法目前對於政府持續運作，並未有明文之規定。

日本內閣府在其2007年公告之中央省廳業務繼續指南中，對於政府持續運作之定義

為：「緊急狀況下，由於政府功能受災造成效能受損低落，因此在非常時期必須針對優先

業務規劃繼續執行、重新展開的對應計畫」。因此政府持續運作的規劃重點有下列四點：

1.緊急狀況下優先、應變業務的定義。

2.持續運作必須使用的資源確保與分配、指揮架構的運作與備援。

3.各種政府業務重新展開的目標時間訂定。

4.從事業務持續運作人員的後勤支援事項。

69

不同業務類別的災後業務量模式比較圖(業務繼續計畫導入前與導入後)

上圖為日本內閣府從時間軸以及政府功能恢復的情形，說明持續運作計畫之導入，對於重

大災害之後政府機能恢復的重要性。尤其是將政府應變所需要的核心功能，和一般行政功

能區分之後，對於資源的正確投注，以及日後快速恢復政府全面運作，具備了系統性的分

析架構。

(資料來源：日本內閣府，2007)

70

四大核心功能 項目工作內容說明

應變指揮體系與設
施之確保

包括應變指揮人員安全之確認、應變指揮人員集結交通方式與效率的
確認、人員職務代理機制的建立、設施後勤、各級應變中心耐震以及
異地備援啟動機能、資通訊系統與災情查通報管道的暢通、首都地方
政府支援中央政府運作機制的確立。

關鍵基礎設施之正
常運作

包括交通基礎設施、資通訊基礎設施、醫療基礎設施、能源與水源基
礎設施、政府服務基礎設施、金融基礎設施、物流服務基礎設施等之
機能恢復。

應變所需資源整備
與調度

應變搜救人員與資源之整備、安全確保、運輸投射能力確保。

民生物資供應與社
會秩序之維持

政府與重要民間企業之支援合作協定、都會區民眾返家困難之因應機
制、交通管制措施、社會秩序之維持、重要NGO之動員、環保與衛生
服務。

l 政府持續運作四大核心功能的選定

政府持續運作計劃的最重要工作，就是確認「政府核心功能」，本專案將政府運作核

心功能規畫為四大項目，包括：緊急應變指揮體系與設施之確保、關鍵基礎設施之正常運

作、應變所需資源整備與調度、民生物資供應與社會秩序之維持；詳述如下。

71

各項持續運作核心功能啟動時間配置表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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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各行政區開設一處臨時垃圾轉運站，利用堆土機、挖土機及輪型鏟裝機負責清運小型廢棄物，無

法處理之鋼筋混凝土塊等大型廢棄物，僅能就近堆放處理，

Ø 優先清除受災地區重要道路之廢棄物等，其次為一般街道，最後為巷弄，並以排除交通障礙為優

先。

Ø 選取五處尚使用中且未飽和之垃圾掩埋場，由於掩埋場面積狹小無法容納大量廢棄物。僅可作為

移除須立即搶修重要道路、橋梁之障礙物堆放匯集地。

名稱
管理
單位

面積
(公頃)

狀態
用地
類別

臺北市山豬窟
垃圾掩埋場

臺北市
環保局

30
使用中
未飽和

谷地

新北市八里區域
垃圾衛生掩埋場

新北市
環保局

68
使用中
未飽和

谷地

新北市坪林鄉
垃圾掩埋場

坪林鄉
公所

9
使用中
未飽和

坡地
谷地

新北市樹林
灰渣掩埋場

新北市
政府

3.64
使用中
未飽和

坡地

新北市石門鄉
簡易掩埋場

石門鄉
公所

0.2754
使用中
未飽和

坡地

備註:環保署現有廢棄物處理設施資料 大臺北地區垃圾掩埋場分佈圖

大臺北地區垃圾掩埋場設施一覽表

其他課題：災區廢棄物之清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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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課題：海嘯分析與檢討

• 以COMCOT模式為主要模擬工具

• 模擬震源包含18種海溝型海嘯源以
及4種斷層型海嘯源

• 模擬結果包括流速分布、海嘯波高、
最大淹溢範圍、淹水深度、最大溯
高、海嘯到時等，均為海嘯災防所
需之重要資訊。

• 三腳斷層錯動引起海嘯之最大波高
約1.2公尺

（資料來源：國科會計畫，中央大學吳祚任教授）

新北市金山區、萬里區海嘯波高3米影響範圍圖

資料來源：國立台灣大學氣候天氣災害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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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課題：海嘯分析與檢討

資料來源：東日本大震災の教訓-都市‧建築編-覆る建築の常識，
日経アーキテクチユア，2011

三腳斷層錯動引起海嘯之最大波高約1.2公尺，雖
時間緊迫，難以預警，但從日本經驗得知，造成
的損害相當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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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度日本東海地震防災策略
具體量化
減災目標

死亡人數

約9,200人

約4,500人

約4,700人

• 強化住宅耐震性※

• 提升海嘯避難觀念

• 減少地震火災發生
• 整備海岸保全設施

• 崩坍地危險區域對策

約700人減少

約3,500人減少

約300人減少

約100人減少

約90人減少

住宅耐震提升普及率
75%à90%
(2003年)   (10年後)

（※）具體實例

•應用「地區住宅補助金制度」
以及稅制配合等

經濟損失

約37兆日圓

約19兆日圓

減少
約18兆日圓

約減少3兆日圓

約減少12兆日圓

約減少2兆日圓

約減少2兆日圓

減少

• 資產損失(住宅耐震能力提升普及化)

• 鄰近區域等影響

• 產業活動停止(確保勞動力、事業體)

• 東西幹線交通中斷(提升新幹線、
高架橋等耐震性)

日本國家策略- 建造一耐災的國家

台灣是否也應有此類的國家策略？

挑戰2：地震防災相關法令、規範之強化

日本：
法律

災害對策基本法

地震防災對策特別措施法

大規模地震對策特別措施法

地震財政特別法

耐震設計規範

建築、橋梁、維生管線、油氣槽體

台灣：
法律

災害防救法

耐震設計規範

建築、橋梁

挑戰1：TELES必須有更多的分析模組及資料庫

建築物抗震改修促進相關法

推進密集街區建設的相關法律

震災復興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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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首都區域之大規模震災，嘗試結合震災模擬、現有計畫項目、推演派遣結果、國內外

文獻探討等資訊，提出分析結果。

1. 以台灣地震損失評估系統（TELES）進行震災境況模擬，模擬地震事件的芮氏規模訂

為6.9，震央位於經度121.589度、緯度25.139度，斷層破裂長度、寬度分別為56公里、

20公里，震源深度取8公里，斷層傾角平均為50度。

2. 在模擬地震狀況下，可能的主要災情彙整如下：

• 臺北市全半倒的樓房約有126,450棟，人員傷亡規模約達3,000人；新北市全半倒的樓房約

有42,308棟，人員傷亡則約為6,000人。

• 省縣道公路橋梁：估計多達30座以上道路橋梁有損壞情況，所連接道路也因此受阻。
• 國道橋梁：估計有3處以上國道一號高架道路橋梁會有損壞的情況。
• 鐵路阻斷：高鐵與臺鐵部分，研判臺北站至桃園站之區間將無法通行，臺北捷運中止營運。

3. 提出以下重要課題之分析檢討：(1)廣域救援(含搜救、震後滅火、避難收容、物資調度、

交通運送等)及緊急醫療；(2)三鐵（高鐵、臺鐵、捷運）運輸；(3)政府持續運作。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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