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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位於全球地震最頻繁的環太平洋地震

帶，又處於歐亞大陸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交會

處，菲律賓海板塊以每年約7至8公分的速度向

歐亞大陸板塊移動。此外，在臺灣東北部及南

部分別有向北與向東的板塊隱沒作用，由於這

兩板塊的碰撞與隱沒，使臺灣地區的地層容易

發生變形，進而斷裂錯動產生活動斷層引發地

震，帶來災害。

此外，臺灣又位於亞熱帶地區，處在北太平洋

西部颱風侵襲區域內，每年5至11月間常受颱

風侵襲，尤以7、8、9月形成的颱風侵臺機會

最多，每年平均約3.6次侵襲臺灣，並引發洪

水、坡地崩塌及土石流等災害。

臺北市位於臺灣北部，伴隨層出不窮的地震、

颱風，是一個災害潛勢高的區域。近年本市歷經88年921大地震，東星

大樓倒塌，造成74人死亡、13人失蹤；90年納莉風災，導致全市大淹

水，27人死亡、3人失蹤，都市生活機能嚴重受損；91年331地震，造

成臺北金融大樓建築工地吊臂掉落，5名工人罹難；92年SARS病毒侵

襲，造成民眾生活不便與不安；93年911超大豪雨來襲，造成內湖、南

港地區嚴重淹水；面對這些極端氣候、地震、新型疫情、火災及各種

不同災害，惟有加強市民的防災意識及應變能力，才能使災害帶來的

損害降至最低。

有鑑於此，特編輯「市民防災手冊」，手冊內容包括地震篇、颱風

篇、火災篇、其他災害篇及防災相關資料，期望透過本手冊之宣導，

讓市民具備面對不同災害之應變能力，不致於災害來臨時驚慌失措，

對市民的防災意識之強化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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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發生的原因

地震會突然釋放巨大的能量，並產生一種彈性波(elastic waves)，我們稱之為地
震波(seismic waves），當它到達地表時，引起地表的晃動，這就是地震。引起地
震的原因很多，舉凡火山爆發、地下核爆、山崩、隕石撞擊地面、活動斷層錯動以
及板塊隱沒等均可能引發地震。而在這麼多的成因當中，以活動斷層和板塊隱沒所
引發的災害性地震最為常見，全世界許多災害性地震成因皆屬於此類。

一、地震的基本知識

土壤液化與噴砂現象

盆地效應

發生震度大、持續時間長的地震，激烈搖動使得土壤顆粒間的水壓增高，導致
彼此間的接觸力霎時消失，使得土壤顆粒懸浮在水中，而失去承載能力的現
象，稱為土壤液化。當孔隙水壓過高時，水與部分砂土會經由地層中的裂隙，
往上衝出地面，造成噴砂現象。

一般而言，地震震度以近似同心圓的形式向外遞減，越靠近震央的地方震度通
常越大，距離震央越遠的地方震度通常越小。然而當地震波傳到盆地時，因
為盆地邊緣多屬堅硬的地盤，內側土層卻多為鬆軟的沉積層，因此會造成盆地
內地表震動時間拉長、震動強度放大、長週期的地震波波形明顯等現象，稱為
「盆地效應」。

指過去10萬年內曾活動，未來可能再度活動的斷層稱為「活動斷層」。其中，過
去1萬年內曾活動者為第一類活動斷層；過去10萬年～1萬年內曾活動者為第二類
活動斷層。存疑性活動斷層則是指過去50萬年有活動，但不確定過去10萬年內是
否有活動的斷層。

      地震造成的災害

地震造成的災害與帶來的大規模破壞是非常具有毀滅性的，一般常見的直接性破壞有山
崩、崖崩、地裂、地面錯動引起的橋樑斷裂、建築物倒塌及間接性引起的火災、化學物
質或毒物儲存槽遭破壞而引起的外洩事件、災害搶救行動的阻斷等。

地震造成海床隆

起與下沉，使海

水水面有上下波

動。

以波浪的形式往

四方傳遞。

隨著水深變淺，

波浪高度會增

加。

受海床地形影

響，波浪變得

更高。

瞬間湧上陸地。

地震引發海嘯的形成原因

地底下發生的地震引起海水湧向陸地的現象，稱為海嘯。氣象局所發布的海嘯
高度，主要描述岸邊海面可能高度。海嘯的高度會依照海岸或海灣等地形條件
而比預測值高出數倍。

活動斷層

地震的基本知識很重要，
請務必要看喔！

是指地震所釋放的能量，常使用的規模種類為芮氏規模，在敘述時，如「規模
5.0」、「規模7.3」的方式來表示，數字的後面不加「級」字。

地震震度

地震規模

是指地震時人們對於地面震動的感受程度，或建物因震動遭受破壞的程度。地震
發生後，依中央氣象局利用觀測站所記錄的最大地表加速度，可計算出各地區的
震度。表示方式為數字後加「級」字，如：「臺北市4級」、「臺中市6級」。通
常距離震央越遠，震度越小。目前臺灣地區使用的地震震度分級為0級至7級。

      地震規模及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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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震對策

      平時的整備對策

1、家裡的安全確認

很多時候造成人民傷亡不是因為建物受
損，而是家具掉落，所以家具千萬不要擺
放在出入通道口。重新評估家具放置的位
置，以提高室內的安全性。

2、緊急攜帶物品的準備

   (裝入緊急避難包)

(1)水、食物(準備家庭三日分量、水一人 
   一天三公升)。
(2)急救醫藥品類。
(3)攜帶式收音機、手電筒、電池。
(4)現金和貴重物品。
(5)衣服。

3、召開家庭防災會議

(1)確認家裡安全的場所。
(2)增加緊急應變的知識。
(3)消防設備的安全檢查。
(4)瓦斯爐、熱水器等的安全檢查。
(5)避難場所、避難道路的確認。
(6)家庭防災工作分擔。
(7)緊急情況時家人的聯絡方法和集合場
   所。
(8)緊急避難包的檢查及放置場所的確   
   認。

4、居家安全檢查

※室內安全空間的檢查
(1)櫃子的門請用金屬固定。
(2)電視或花瓶等請不要放在高的地方。
(3)防止衣櫥、廚具、冰箱等的倒塌。
(4)玄關、通道、階梯處請避免放置妨礙
   避難之障礙物。

※室外周圍的安全檢查
(1)屋頂的檢查，補強不穩的瓦片和天
   線。
(2)檢查陽臺上盆栽等物品的整理。
(3)固定桶裝瓦斯。
(4)針對未深入土中的磚造圍牆加以補
   強。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地震震度分級表

0

1

2

3

4

5

6

7

人的感受震度分級

無感 人無感覺。

大多數的人可感到
搖晃，睡眠中的人
有部分會醒來。

電燈等懸掛物有小
搖晃。

靜止的汽車輕輕搖
晃，類似卡車經
過，但歷時很短。

幾乎所有的人都感
覺搖晃，有的人會
有恐懼感。

房屋震動，碗盤門
窗發出聲音，懸掛
物搖擺。

靜止的汽車明顯搖
動，電線略有搖
晃。

大多數人會感到驚
嚇恐慌。

部分牆壁產生裂
痕，重家具可能翻
倒。

汽車駕駛人明顯感
覺地震，有些牌坊
煙囪傾倒。

搖晃劇烈以致站立
困難。

部分建築物受損，
重家具翻倒，門窗
扭曲變形。

汽車駕駛人開車困
難，出現噴沙噴泥
現象。

搖晃劇烈以致無法
依意志行動。

備註：1gal=1cm/sec*sec

部分建築物受損嚴
重或倒塌，幾乎所
有家具都大幅移位
或摔落地面。

山崩地裂，鐵軌彎
曲，地下管線破
壞。

有相當程度的恐懼
感，部分的人會尋
求躲避的地方，睡
眠中的人幾乎都會
驚醒。

房屋搖動甚烈，底
座不穩物品傾倒，
較重家具移動，可
能有輕微災害。

汽車駕駛人略微有
感，電線明顯搖
晃，步行中的人也
感到搖晃。

人靜止時可感覺微
小搖晃。

0.8gal以下

400gal以上

0.8-2.5gal

2.5-8.0gal

25-80gal

80-250gal

250-400gal

8-25gal

微震

輕震

弱震

中震

強震

烈震

劇震

屋內情形 屋外情形
地動
加速度
(cm/s2,gal)

0

4

1

5

2

6

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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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室內的應變方式

(1)在家中
  ◎若感覺搖晃請躲在桌下維護自身安全(如果情況允許，請拿取身邊的座墊或雜誌保
    護頭部)。
  ◎請勿赤腳來回走動。
  ◎快速熄滅火源。

(2)集合住宅/大樓
   ◎打開窗或門以確保避難出口。
   ◎避難時請絕對不要使用電梯，另為避免陷入濃煙及大火，請使用樓梯進行避難。

(3)在戲院/集會所
   ◎請使用背包保護頭部，並躲避於座位與座位間隙，冷靜聽從管理人員指示行動
     ，應於搖晃減少時，遵從館內廣播或管理人員引導進行避難。

(4)在百貨公司商場
   ◎請用背包保護頭部並遠離櫥窗及商品，應聽從管理人員指示冷靜行動，並移往安
     全的場所，如：柱邊、階梯平臺處。

在室外的應變方式

(1)街道上
  ◎勿原地站立，因地震恐引起玻璃窗、
    招牌等物體落下，請用背包保護頭部
    並至空地或公園避難。
  ◎勿靠近自動販賣機、建築物外牆及斷
    落電線附近等處所。

(4)海岸附近
  ◎聽到海嘯警報請迅速到較高的地勢避    
    難，警報未解除之前絕對不要到海邊
    或低窪地區。

      地震時的應變對策

為了可以在災害時冷靜行動，地震時必需瞭解的10項守則

第一條
確保自身及家人的
安全，請躲在堅固
的桌子下並保護頭
部。

第二條
突然間的搖晃是引
發火災的主因，應
養成隨時關火的習
慣。

第三條
勿慌張奔跑至戶
外，應先確認周圍
的情況再冷靜行
動。

第四條
打開門確保出口暢
通，地震會造成門
的變形而被困於屋
內。

第五條
出外時必須保護頭
部，並留意地震
引發牆壁倒塌、玻
璃、窗戶及招牌掉
落。

第六條
位於百貨、商場、
劇場等公共場所
時，請按照管理人
員的指示行動。

第七條
汽車請靠右邊
停駛，勿進入
管制區域。

第八條
請注意地震引發山
崩與海嘯的可能。

第九條
請徒步避難，並攜
帶最少量的隨身物
品。

第十條
不要聽信謠言，請
聽取由消防單位、
警察單位、新聞報
導或區公所提供的
資訊行動。

(3)車輛進行中
  ◎緊握方向盤，慢慢把速度降低，靠右
    停放於道路旁並熄火。
  ◎直到搖晃停止前均應保持冷靜，留意
    四周環境是否安全，並利用車用收音
    機聽取資訊。
  ◎離開車子進行避難時，鑰匙不需拔
    出，車門亦不要上鎖。

(2)捷運、火車等車廂內
  ◎兩手緊緊的握住拉把或手欄杆，並請
    穩固站定避免被推倒。
  ◎如捷運、火車發生停駛，請勿任意打
    開出口或從窗戶跳出去。
  ◎請聽從捷運、火車內工作人員指示冷
    靜行動。

如果發生地震
在建築物中之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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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過後的作為

初期救援活動

大型災害發生後，公部門救援的投入不一定能馬上抵達，故須結合大家的力量完成救
護、救援及救災等活動。

避難弱者的扶助

高齡者、殘障者、產婦、嬰幼兒、兒童、傷病患者及外國人等，於災害發生時對於資訊
的掌握、避難時機及生活確保等，多有困難導致延誤避難時機，因此我們必需於日常時
建立相對應之支援體系。

(2)視障者
  ◎輕扶手肘（未
    持拐杖的手）
    緩慢前進。
  ◎以時鐘方位傳
    達方向位置。

(1)高齡者
  ◎需要幫助時，
    儘可能的多人
    一起幫忙。
  ◎緊急必要時，
    用擔架或背的
    方式前往安全
    的場所。

(5)行動不便者
   ◎一個人無法協助的情況下，請求附近的人協助
     支援。
   ◎輪椅上下樓時需三至四人協助，上升時面朝前
     方，下降時則反之。

(4)聽障者
  ◎用筆交談可馬上
    理解。
  ◎在手心寫字的方
    法也可以。
  ◎面對面說話，張
    大嘴巴慢慢說。

(3)外國人
  ◎利用肢體語言
    的方式傳達，
    不要讓外國人
    感到孤單。

大地震來臨時的滅火時機

第一時機：開始搖晃時。
          地震最初搖晃程度較不強烈，故當開始搖晃時，請大聲呼喊「地震來了，趕
          緊把火關掉」後，迅速將火源關閉。

第二時機：當搖晃停止時。
          大地震搖晃時請保護自身安全，於搖晃停止後迅速熄滅火源。

第三時機：開始燃燒時。
          火災發生時可請周遭人們協助初期滅火，如無法迅速防止火勢擴大延燒，應
          立即採取避難行為。

避難活動

當地震發生時，並不一定需要馬上進行避難，而應儘可能與附近的伙伴一同進行滅火及

救助。但是以下的情況請緊急避難。

(1)進行避難

   ◎已發布避難通告。
   ◎由自己或社區組織判斷需進行避難。
   ◎火災延燒、房屋倒塌、土石崩落、土石流、洪水氾濫等可能發生時。

(2)避難規則
   ◎保護頭和腳。
   ◎需告知家人外出避難場所(留紙條或留言) 。 
   ◎除緊急避難包以外，其他物品請不要攜帶。
   ◎避難時請徒步，禁止使用摩托車或汽車。
   ◎與居民集體至指定場所避難。
   ◎移動至避難場所時，應避免行經狹小巷弄與招牌及高樓下方。

◎如有隨身的手機撥打119、110或112求救。
◎保持冷靜，不放棄獲救的希望。
◎傾聽是否有混凝土剝落的聲音，如果建築物還在移動，應暫時停留在安全的 
  避難處。
◎判斷建築物處於靜止狀態，再小心扳開障礙物，往水源或光源前進。
◎無法脫困時，聆聽外面動靜，適時呼救求援，切忌持續喊叫浪費體力。
◎規律地製造求救聲，例如利用緊急避難包裡的哨子或敲擊水管、鋼筋等。
◎受傷時應先包紮止血，如果傷勢嚴重，捲曲身體靜待救援。
◎受困時，水是維生關鍵。節制用水等待救難人員抵達。

不幸受困時怎麼辨？

10

●緊急安置所

是指當地震發生時，為達緊急收容安置民眾之任務，對於房屋已倒塌或不堪居住
或有發生災害之虞的危樓，為確保民眾安全，規劃做為臨時安置民眾之避難場所
(如學校、區里活動中心、寺廟等)。目前臺北市指定為各類防災任務優先開設學
校之避難場所，相關資料請參閱本手冊附錄五。

●防災公園

是指平時做為公園供民眾休閒使用，當地震發生，有大量民眾需臨時安置時，轉
換成為收容民眾的臨時避難場所；防災公園開設時機根據各區災害狀況進行指
定。臺北市目前規劃設置12處防災公園，各行政區各設置1處，作為維生功能之避
難場所，除儲存基本維生物資外，亦提供緊急維生用水(確保維持生存最基本之飲
用水)。有關防災公園之基本資料，請參閱本手冊附錄四。

緊急安置所與防災公園之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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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發生時的行動守則地震發生時的行動守則

地震狀況 地震狀況

地震發生
0-2分鐘

地震發生
2-5分鐘

地震發生
5-10分鐘

地震發生
10分鐘-半日

地震發生
半日-3日

3日以後

不管怎樣，保護自己的安全！

●開始搖晃時，起初會先有掉落
  物，要保護好身體，躲在桌子
  下，遠離家具是非常重要的。
●平日就要確認家裡的安全。
●先做好防止家具倒塌的準備工
  作。

家庭的安全檢查！

●建物進行耐震診斷。
●磚牆的檢查。
●書櫃的固定。
●防止照明器具掉落。
●鋼琴和冰箱的固定。
●衣櫥的固定。

  1、進行建築物的檢查並補強，
     磚牆周圍盡可能種植樹木。
  2、固定家具且避免於家具上堆
     積物品，特別是寢室等需確
     保安全的空間。
  3、瓦斯、火爐、電暖器等危險
     物品的管理與保管，需十分
     注意。

最重要的是仔細消除可能發生火

災的原因！

●滅火的時機有三個。
  1、感到搖晃時。
  2、大的搖晃後。
  3、火災發生後。

●避難的時候總電源請切掉。
●不驚慌、鎮定的行動。

確認鄰近住所的安全及互相幫

助！

個人所能處理的救災活動是有限
的，請協助附近住所的救災活動。

●1991報平安留言平臺
  留言錄音：
  1991-1-1-市內電話或手機號碼。
  留言播放：
  1991-1-2-市內電話或手機號碼。

●從受災地區撥往外地電話較容易
  接通，請告知遠方親戚安全與否  
　，再請他們轉述。

每月開一次家庭防災會議！

●決定災害發生時的角色分擔、避
  難場所和聯絡方法。

防止被玻璃割傷！

●手邊準備拖鞋或運動鞋。
●特別為因應夜間停電等狀況，必
　須放置固定位置。

預先準備自救用具！

●拔釘桿、千斤頂、鏟子、鋸子、
  手電筒等。

活化社區力量，開始推動復原！

●防災機關復原活動上軌道、真正
  的恢復生活機能。
●為了讓受害者恢復正常生活，區
  域的復原、生活的恢復，必須持
  續的進行。大家要互相幫忙，志
  工或行政機關的協助是非常重要
  的。

從平時就要有保護維生的準備！

●緊急用品(緊急避難包)
  1、飲用水。
  2、食物（有嬰兒請準備嬰兒奶
     粉）。
  3、急救藥品（不要忘記常使用的
     藥品）。
  4、攜帶收音機、手電筒、乾電
     池。
  5、現金。
  6、健保卡、電話簿（通訊錄）。
  7、內衣褲、毛巾、衛生紙、預備
     眼鏡等。
●家庭有的防災物品等，需按照家
  庭的情況準備。

火災發生後，先確認居家安全！

●先確保自己的安全後，再確認家
  人的安全。

平日就要參加防災訓練，緊要關

頭時才能有自信的撲滅火源！

●平日需準備滅火用水。

2-3日須自給自足互相幫助！

●地震發生後的數日，水、瓦斯、
  電器或電話等生活機能、食品的
  流通均容易斷絕請自行準備2～3
　日的食物。

因應緊要關頭的準備、從平時

就要建立社區防災組織！

  1、相互討論。
  2、參加防災市民組織。
  3、參加防災訓練。

平常時就開始從事地區發展與

規劃！

●平常要積極的參與社區發展課題
  ，於災時才可以迅速進行社區復
  原工作。此外，有關大型災害的
　社區復原觀念是非常重要的。

應變作為 應變作為

災害發生時，隨著時間經過事情會有所改變，地震發生時要做些什麼，從平時就必須先設想好！ 災害發生時，隨著時間經過事情會有所改變，地震發生時要做些什麼，從平時就必須先設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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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颱風的基本知識

颱
風
篇

颱

風

篇

颱風是一種劇烈的熱帶氣旋，而熱帶氣旋就是在熱帶海洋上發生的低氣壓。在北半球
的颱風，其近地面的風，以颱風眼中心為中心，呈逆時針方向轉動，在南半球則呈順
時針方向轉動。總之颱風就是發生在熱帶海洋上的一種非常猛烈的風暴。

颱     風

      颱風是什麼？

      侵襲臺灣的颱風何處來？

颱風是發生在熱帶海洋上的猛烈風暴，北緯10度至15度一帶是最容易形成颱風的區
域；而侵襲臺灣的颱風大都來自北太平洋西部，發生的地點以加羅林群島、馬利安
納群島和帛琉群島附近一帶最多。另外，也有颱風是來自南中國海海面的，但數量
較少。

5、暴潮

強風使海面傾斜，同時由於氣壓降低，使
得海面升高，導致沿海發生海水倒灌。

7、洪水

山區豪雨，常引起河水高漲、河堤破裂而
發生水災，沖毀房屋、建築物，並毀損農
田，住低窪地區的民眾應及早遷至高地。

6、豪雨

摧毀農作物，淹沒農田並使低窪地區淹
水。

8、山崩

豪雨沖刷邊坡，使山石崩裂坍塌，壓毀房
屋、傷及人畜、阻礙交通。山區之公路常
遇此種災害。

10、傳染病

颱風水災後常易發生各種傳染病，如痢
疾、霍亂。

9、土石流

暴雨夾帶崩坍的土石向下輸送，常使河道
涮深及兩岸崩坍，下游土石堆積亦會埋掩
道路、房屋及農田。

      颱風造成的災害

2、焚風

是一種乾而熱的風，在適當的氣象條件配
合下，每當有強風越過高山，即可能在山
的背風面發生。

3、鹽風

海風含有大量鹽分吹至陸上，導致農作物
枯死，有時甚至會造成電路漏電等災害。

4、巨浪

海邊的狂風必伴隨巨浪，颱風所產生的巨
浪可高達10-20公尺，在海上造成船隻顛
覆沉沒亦時有所聞。此外，波浪亦會逐漸
侵蝕海岸而生災變。

1、強風

由於風之壓力直接吹
毀房屋建築物、電訊
及電力線路、吹壞農
作物如高莖作物，並
使稻麥脫粒、果實脫
落等。

      認識豪雨與龍捲風

1、大雨

指24小時累積雨量達50毫米以上，且其中
至少有1小時雨量達15毫米以上之降雨現
象。

5、龍捲風
是一種小範圍，威力很強且極具破壞力

的空氣旋渦，其直徑由數10公尺至數百

公尺不等，平均而言約250公尺。自遠處

看，它狀似一暗灰色的漏斗或象鼻，自

雲底向下伸展至地面，整個漏斗狀雲柱

本身繞著一近似垂直的中心軸呈反時針

方向急速旋轉，同時向前行進。雲柱有

時在空中迴盪，有時降低及於地面，所

經之處常造成嚴重災害。龍捲風路徑的

長度，平均在5到10公里之間，然而亦有

長達300公里的紀錄；龍捲風的壽命有些

不到1分鐘，但有些則可維持數小時，平

均歷時約不到10分鐘。

2、豪雨

指24小時累積雨量達130毫米以上之降雨
現象。

3、大豪雨

指24小時累積雨量達200毫米以上之降雨
現象。

4、超大豪雨

指24小時累積雨量達350毫米以上之降雨
現象。

颱風侵襲期間常見的災害有暴風、暴雨、洪水、暴潮、焚風、鹽風、巨浪、海水倒灌、
山崩、坍方、土石流、疫病等。這些災害對我們的生活會造成不便，甚至剝奪我們的生
命、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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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颱風警報

聽到廣播電臺或看到電視臺播出中央氣象
局發布的颱風警報後，應保持鎮靜，注意
居處是否在警戒範圍內，並從速完成防颱
措施。

5、海上颱風警報發布後

所有海上作業或靠岸船隻應確實做到防颱
安全措施，並隨時收聽臺灣區漁業廣播電
臺和基隆及高雄漁業播報專機或其他廣播
電臺播報的最新颱風消息，並注意港口颱
風旗幟或燈號。

6、海上陸上颱風警報發布後

住在低窪、海邊地區及靠近山邊之居民應
趕緊遷往安全地帶，以防浪（暴）潮、淹
水、土崩、山洪及房屋倒塌。

7、住家有地下室、地下停車場者

平時應準備沙包或設置防水閘門，以防因
颱風帶來的豪雨，超越防水高度，將雨水
灌入。

8、將畜養之動物移往安全場所

如果居住在鄉間，除前述一般注意事項
外，尚應檢查牛棚、豬舍、雞舍或將所畜
養之動物移往較安全之地方，避免造成損
失。

二、颱風對策

      颱風前的整備對策

2、收聽颱風消息

隨時撥聽「166」、「167」氣象服務電
話，或收聽廣播電臺、電視播報的最新颱
風消息，亦可利用電話機、傳真機、個人
電腦或工作站等設備，透過傳真回覆系統
（Fax On Demand）、電子佈告欄（BBS）
及全球資訊網（WWW）等各種不同管道隨
時取得最新颱風消息。切勿聽信謠言，傳
播謠言。

3、室外的準備

颱風來臨前，應檢修屋頂、門窗及牆壁，
並使排水溝保持通暢，以免積水，施以必
要措施防止玻璃破裂掉落。花木果樹應剪
修或加支架，屋外懸掛的廣告、招牌以及
雜物應即取下或釘牢，以防被暴風吹毀、
破壞屋瓦、電線及傷害人畜。

3、室內的準備

準備收音機(使用乾電池)、照明用具、蠟
燭、火柴，並儲存足夠兩三天用的飲水、
食物與燃料，以防斷電、停水與缺糧。此
外，颱風來襲前檢修電路，颱風侵襲時注
意爐火有無熄滅，以嚴防發生火災。

62~117

118~183

184以上

34~63

64~99

100以上

8~11

12~15

16以上

17.20~32.60

32.70~50.90

51.00以上

風速(公里/時) 風速(公尺/秒) 風速(浬/時) 相當浦福風級
颱風強度

近中心最大風速

輕度颱風

中度颱風

強烈颱風

颱風強度之劃分標準
颱風之強度是以近中心附近平均最大風速為準，劃分為三級，如下表：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風之稱謂 一 般 敘 述 風速(公尺/秒)蒲福風級

無風

軟風

輕風

微風

和風

清風

強風

疾風

大風

烈風

狂風

暴風

颶風

－

－

－

－

－

蒲福風級表

煙直上

僅煙能表示風向，但不能轉動風標。

人面感覺有風，樹葉搖動，普通之風標轉動。

樹葉及小枝搖動不息，旌旗飄展。

塵土及碎紙被風吹揚，樹之分枝搖動。

有葉之小樹開始搖擺。

樹之木枝搖動，電線發出呼呼嘯聲，張傘困難。

全樹搖動，逆風行走感困難。

小樹枝被吹折，步行不能前進。

建築物有損壞，煙囪被吹倒。

樹被風拔起，建築物有相當破壞。

極少見，如出現必有重大災害。

－

－

－

－

－

－

不足0.3

0.3-1.5

1.6-3.3

3.4-5.4

5.5-7.9

8.0-10.7

10.8-13.8

13.9-17.1

17.2-20.7

20.8-24.4

24.5-28.4

28.5-32.6

32.7-36.9

37.0-41.4

41.5-46.1

46.2-50.9

51.0-56.0

56.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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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颱風來臨時的應變

2、颱風眼經過時，暫時會風消雨息，千

   萬別以為颱風已過而外出，因幾十分
   鐘後暴風雨會再度侵襲。

1、颱風侵襲期間儘量避免外出，以策安

   全。

4、不要到河邊工作、戲水、釣魚，以免

   發生危險。

6、停電時，儘量使用手電筒，避免使用

   燭火。

7、車輛行駛中遇強風侵襲，應停靠路

   邊，或找安全處所掩避。

8、一定要外出時，應做好穿載安全帽等

   防護措施。

3、對受災傷患及被困婦孺，能搶救請迅

   速搶救，如無法搶救請立刻通知警察 
   及消防機關或民防單位設法協助。

5、電線被風吹落，最易走火觸電，非常

    危險，應立刻通知電力公司派員搶
    修。

由於颱風帶來的強風會摧毀廣告招牌、樹枝、破損屋瓦，傷及人畜，豪雨亦會造成淹
水、山崩、土石流及房屋倒塌，因此於颱風過後，應儘量避免外出，以保自身安全。

      颱風過後的作為

1、颱風剛過應避免外出。

3、外出時，隨時注意掉落物。

4、災害過後打電話報平安，應長話短

   說。

5、颱風過後，易有傳染病流行，如痢

   疾、霍亂等。民眾應在颱風過後，立
   刻整理環境，清除污物，噴灑消毒藥
   品，發現有傳染病立即逕往衛生機關
   隔離醫治，以防蔓延。

2、收聽收音機或看電視，確定颱風警報

   解除後始可外出。

受困時怎麼辨？
(一)利用電話通報自己受困的地點。
(二)讓搜救人員知道自己的位置及狀況。
(三)瞭解身邊人員受傷情形，並立即施予簡易救助。
(四)冷靜等待救援，不要慌張。

7、發現淹水或交通受阻，儘快通知119

   或110。

6、避免至山區或海邊活動，以防遭坍方

   落石或海浪所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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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級應變中心針對保全住戶
執行疏散避難勸告。

※發布本市黃色警戒時
通報區級應變中心
執行疏散避難勸告

本市災害應變中心接獲
土石流警戒發布訊息

農委會水保局發布
本市土石流黃色或紅色警戒

引導保全住戶
至安全避難處所安置

※發布本市紅色警戒時
通報區級應變中心

執行勸告或強制撤離

區級應變中心指揮官
於現場指揮強制疏散

區級應變中心
執行現場疏散

農委會水保局解除
本市土石流黃色

或紅色警戒

小計

信義

� � 

中山

北投

文山

內湖

士林

-50

5 600 
5� 

550 1

17

3

12
500

7

土石流潛勢溪流數(條)行政區

士林

內湖

文山

北投

中山

南港

信義

小計

土石流警戒基準雨量值(mm/24hr)

      臺北市山坡地老舊聚落疏散避難      臺北市土石流潛勢溪流疏散避難

目前本市列管之山坡地老舊聚落共計24處，當24小時累積雨量達到300毫米之黃色警
戒，本市將針對山坡地老舊聚落保全住戶下達疏散避難勸告。而當24小時累積雨量達到
400毫米則為紅色警戒，本市即有可能進行聚落疏散。

當農委會水保局發布本市土石流轄區為黃色或紅色之土石流警戒時，本府立即針對土石
流保全住戶進行疏散避難勸告或強制疏散作業。

項次 行政區 山坡地老舊聚落編號及名稱（位置）

1

信義區

4.虎林街272巷山坡聚落

2 9.聯勤技術訓練中心左側兩系谷溝沿線山坡聚落

3 27.信義路5段150巷342弄東側(慈惠堂)附近山坡聚落

4 8.吳興街底靠山腳及坑溝之山坡聚落

5 3.和平東路3段435巷29弄山坡聚落

6 5.臥龍街427巷及395巷23弄附近山坡聚落

7 6.臥龍街427巷5弄南側至427巷67弄間山坡聚落

8 7.臥龍街431巷南側福德祠下方至10之4號間山坡聚落

9

大安區

16.臥龍街426巷及臥龍街380至418號間山坡聚落

10 17.臥龍街436巷捷運線東側山坡聚落

11 18.臥龍街436巷捷運線西側山坡聚落

12 25.臥龍街379巷對面山坡聚落

13 31.基隆路3段155巷176弄東側山坡聚落

14
北投區

10.貴子坑溪水磨坑溪匯流口上游山坡聚落

15 11.幽雅路杏林巷曹洞寺附近山坡聚落

16 內湖區
21.內湖路一段47巷西側及內湖路一段39巷東側(靠劍南路下

   方)山坡聚落

17
士林區

13.臨溪路74巷及100巷山坡聚落

18 15.中山北路五段復興電台後方山坡聚落

19 中山區 20.通北街118巷及146巷山坡聚落

20
文山區

22.景興路仙跡岩下方紫範宮一帶山坡聚落

21 26.木柵路五段象頭埔山坡聚落

22

南港區

23.中南街134巷及168巷一帶山坡聚落

23 24.舊庄街2段156號後側、160號附近及306巷1號山坡聚落

24 30.成福路底北興宮附近山坡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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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災發生的原因

火災為一種燃燒現象，係指可燃物、氧氣及熱量在一定的條件下，進行不可逆反應
而產生光及熱的情形，若燃燒現象超出人為控制而恣意蔓延，我們即可稱為火災發
生。一般而言，火災的發生原因可分為天然因素及人為因素2種。

一、火災的基本知識

(2)地震、海嘯造成瓦斯管線、儲油槽等
   設施破裂引發城市火災。

(3)颱風、龍捲風侵襲造成高壓電塔倒
   引發火災。

(5)火山噴發熔岩流出接觸可燃物引起燃
   燒。

(4)焚風引起的火災。

1、天然因素

(1)閃電擊中
   可燃物引
   起燃燒。

(2)電氣設備老舊，通電後自身起火引燃
   其他可燃物。

(4)延長線過載或插座處潮濕短路起火。

(5)電暖器使用不當引燃可燃物。

2、人為因素

(1)電熱器使用不慎引燃附近可燃物。

(7)菸蒂未確實熄
   滅，長時間蓄熱
   後引燃。

(8)縱火引起的火災。

(6)長時間通電設備因電線受損引起局部
   發熱，終而起火燃燒。

(3)任意把玩打火機
   或火柴，引燃其
   他可燃物。

      火災造成的危害

火災造成的危害，以火、煙、高溫、氧氣消耗及結構強度衰減等因子為主。

1、火

火雖是火災中造成灼傷的主要原因，但卻是火災人命
傷亡的間接原因，因人有趨吉避凶的傾向，一個心
智、肢體正常的人於火災中會進行避難。惟火災中人
命的傷亡，通常是先吸入大量的濃煙或有毒氣體，造
成昏倒、失去知覺或死亡，才伴隨後續火焰侵襲。

3、高溫

因可燃物燃燒而釋放大量的熱能，這些熱
能即可使火場成為一高溫灼熱的環境，當
人體處於超過150℃的環境時，人的生理
機能即會失去正常功能，而一般木造建
築物的火場，平均溫度在800℃以上，鋼
筋混凝土結構之密閉建築物更在1200℃以

上，因此火災中的高溫對人造成的影響甚
鉅。

4、氧氣消耗

一般情況下大氣氧氣濃度為21％，人們可
以正常活動、思考，當火災時氧氣濃度降
低，人們即會出現判斷錯誤、活動力下
降、呼吸停止等情形，引發避難困難的現
象。

5、結構強度衰減

火災時可燃物燃燒釋出大量熱能，造成建
築物主體被加熱，當溫度升高時梁、柱及
樓板構件強度將會降低，因而有建築物倒
塌或樓板坍塌的疑慮產生。

2、煙

是火場中的頭號殺手，火災發生時常產生大量的濃
煙，濃煙將降低人們避難逃生時的能見度，另濃煙的
成分除包含燃燒後的碳粒、水蒸氣及二氧化碳外，還
伴隨著有毒氣體，例如一氧化碳等，其中以一氧化碳
的毒性最強，由於人體吸入一氧化碳會導致體內紅血
球失去運輸氧氣的功能，產生暈眩、嘔吐感，當空氣
一氧化碳含量超過3％時，則即能致人於死。

開 關

書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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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名→辦公室。

(2)第二名→機房。
( 顯示辦公場所仍以辦公室為主，主要原
  因為人類活動頻繁，用火用電量較大，
  且出入人員比較複雜。)

      火災易發生的地點

火災易發生的地點依序為住宅、飲食店、辦公場所、空屋及修建屋。

(1)第一名→臥室。

(1)第一名→廚房。

1、住宅火災。 3、營業場所之辦公場所

2、營業場所之餐廳飲食店

(2)第二名→客廳。
(3)第三名→廚房。
(4)第四名→陽臺。
( 顯示住宅火災多以人們經常活動的場所
  為起火地點。)

(2)第二名→餐廳。
( 顯示餐廳飲食店火災主因為廚房爐火的
  使用所引起。)

(1)第一名→其他空間。

4、空屋及修建屋

(1)第二名→臥室。

( 顯示空屋及修建屋火災應為縱火所引起
  較多。)

      平時的整備對策

二、火災對策

1、確保避難通道暢通

留意避難路線，確保兩方向避難出口位
置，且避難通道上不可堆放雜物妨礙逃
生。

3、勿在床上吸菸。

4、火柴、打火機要妥善收納

打火機應收納於幼
童不易取得位置。

在床上吸菸，因睡
著忘記將菸蒂熄
滅，常引發火災。

2、勿讓身心障礙者、兒童單獨留於

   家中

這些人因無法正常處理日常事務，且判斷
能力差，單獨留在家中，易生危險。

9、檢視鐵窗逃生出口

如有裝設鐵窗須預留逃生出口，並經常檢
視是否可以正常開啟。

11、熟悉消防設備操作

平時辦理防火教育訓練，熟悉滅火器、室
內消防栓等設備操作。

10、預防機車縱火

勿將機車停放於騎樓內。

5、插座上插頭不可太多

延長線插座不可
插上過多插頭，
並避免插座處於
潮濕或灰塵較多
之環境。

7、用火用電設施周圍勿堆放可燃物

天氣潮濕，使用電燈烘烤衣物，或天氣寒
冷，使用電暖器取暖，常因疏忽將衣物放
置於該類設施上引起火災。

6、準備緊急避難包

平時備有緊急避難
包，緊急避難包內應
包含礦泉水、食物
(餅乾、泡麵、巧克
力等)、證件影本(身
分證、健保卡等)、
若干現金、急救用品
及藥物、粗棉手套、
手電筒、收音機、電
池、換洗衣物、禦寒
用品、哨子等物品。

12、裝設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未裝設火警自動警報設備
之建築物或空間，可自行
裝設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8、逃生計畫

擬定家庭逃生計
畫，定期演練並
熟悉低姿爬行逃

生方式。

23 24

注意上列容易
發生火災的地點！！
預防勝於搶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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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災發生時的應變對策

1、火災請撥打119

火災發生時應保時冷靜，立即通知周圍人
員並撥打119報案，報案時應告知火災正
確地址、人員所在樓層位置及有無人員受
困。

2、逃生遇濃煙，關門待救援

逃生過程遇到火場濃煙時，勿強行穿越，
逃生受阻時請退回相對安全位置，關門並
用衣物塞緊門縫等待救援。

3、立即避難

避難時不要牽掛家中財物，及早爭取避難
時間，最後離開的人應順手關閉大門，避
免火勢延燒。

6、勿搭乘電梯避難

使用離自身最近的樓梯進行避難，勿搭乘
電梯避難。

7、無法滅火，應立即避難

初期滅火如無法防止火勢擴大延燒，應立
即採取避難行為。

4、關閉瓦斯

使用瓦斯爐具不慎引發火災時，應立即關
閉瓦斯，並用鍋蓋或濕布覆蓋滅火。

5、利用滅火器滅火

一般火災可用水滅火，如為油類及化學品
火災，千萬不可用水滅火，應用乾粉、二
氧化碳等滅火器滅火。

1、別管服裝和財物，先逃離火場保護生命要緊。

2、現場若有濃煙及火焰時，以濕床單和毛巾蓋住身體，保住生命。

3、保護需幫助的弱勢(幼童、老年人、行動不便者)，迅速逃離現場。

4、開啟任一道門時，先以手觸碰門板把手，如感覺燙手，切勿開門，

   改採其他逃生路線；門板把手若未感高溫時，先開一細縫視門外安

   全狀況，再行逃生，並隨手關上房門。

火災緊急避難時，請記住！！

      火災過後的作為

3、申請減免稅捐

(1)至轄區消防分隊申請火災證明。
(2)火災發生30日內，攜帶火災證明書及
   其它損失清單等相關證明文件至戶籍
   地國稅局報請勘查。
(3)國稅局免付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

4、申請鈔票遭焚燬之鑑定

(1)至轄區消防分隊申請火災證明。
(2)攜帶火災證明書、焚毀鈔票及身分證
   影本等相關證明文件至各地台灣銀行
   填寫鑑定申請書，再至當地本局調查
   處、申請遭火災焚毀之鈔票鑑定。
(3)法務部調查局電話：02-29112241轉
   3775、3734。

1、申請火災保險理賠

(1)火災發生後請儘速通知所投保之保險
   公司，並自行拍照存證。
(2)等候保險公司派員勘查火場（須待消
   防局勘查完畢後）。
(3)至轄區消防分隊申請火災證明或消防
   局火災調查科申請火災調查資料。

2、申請汽機車輛報廢

(1)車牌完整未燒燬者，請先自行拆下車
   牌（汽車須有2只牌照），並至轄區消
   防分隊申請火災證明。
(2)車牌或引擎號碼無法辨識者，請直接
   至轄區警察機關申請報案證明（以遺
   失案件處理）。
(3)攜帶火災證明或報案證明、車主身分
   證、行照等相關證件至車籍所在地監
   理處（所）辦理。
(4)臺北監理處電話：02-27630155轉
   301、303、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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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碰撞及打開電源，以免產生火花。
  （如照明設備或電扇等）

◎關閉瓦斯開關。

◎輕手慢步離開。

◎通知消防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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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時的整備對策

一氧化碳中毒是造成瓦斯災害最主要的元兇，如何防範一氧化碳中毒，為防止瓦斯
災害重要的課題。因此，在居家安裝、使用瓦斯容器、熱水器時，應注意以下事
項！

      瓦斯災害發生時的應變對策

一、瓦斯災害

1、瓦斯容器安裝注意事項

◎容器應置於屋外通風良好之處。

◎容器及調整器附近不得放置易燃物品。

◎容器納入箱內時，下部應設有換氣孔。

◎容器、調整器之開關應有防碰撞措施。

◎容器避免日光直射。

1、瓦斯漏氣緊急處置要領

◎不要緊張、動作保持輕緩。

◎使用爐火時應保持良好通風，避免於密
  閉空間內使用。

3、一氧化碳中毒防治

◎熱水器應裝置於通風處或戶外，如裝設
  於陽臺時，應注意晾曬衣物不可過於密
  集，以及陽臺是否加裝窗戶。

2、使用瓦斯應注意事項

◎瓦斯使用後、外出、就寢前記得關閉。
◎熱水器應裝於室外通風良好處，以免排
  氣不良，引起中毒。
◎小心湯汁溢出，淹熄火燄。
◎炊煮時，請留意火燄不要被風吹熄。
◎橡皮管不宜超過1公尺，並應加裝安全
  夾，以防止脫落。
◎橡皮管要經常檢查，發現龜裂、破損時
  立即換新。

◎打開門窗。

◎容器直立放置。

2、一氧化碳中毒處理原則

◎將中毒者移至通風良好處所。

◎寬鬆中毒者衣物。

◎緊急送醫。

◎發現中毒者呼吸困難時，應儘速施予人
  工呼吸。

27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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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碎屑流堆積
  火山碎屑流為火山爆發產生的熱、氣體
  和碎屑所組成的一種高濃度碎屑流，和
  一般人所熟知的土石流是很類似的，只
  不過土石流的搬運介質為水，而火山碎
  屑流的搬運介質為氣體且溫度高，所以
  其流速較快，最高速度可達每小時160 
  公里以上，因此火山碎屑流為火山噴發
  過程中破壞力最強的一種。

◎火山氣體災害
  火山爆發時會噴出大量火山氣體，包
  含：二氧化硫、三氧化硫、硫化氫、
  硫、氯氣、氟等種類，當與水作用時生
  成酸雨，腐蝕危害動、植物，並造成土
  壤或地下水源的污染，或在較密閉空間
  下造成動物的窒息。

◎火山泥流堆積災害
  火山泥流堆積物是火山噴發當時或噴發
  過後，由火山碎屑物和水混合，所形成
  的高濃度碎屑流，在重力和流體的作用
  下被搬運，災害類型和土石流災害相似  
  ，不僅能淹沒廣大的區域，同時也能
  沖垮任何建物。

◎山崩災害
  火山地區會因岩漿的上湧、地震、火山
  噴發和豪雨，導致火山體的不穩定，引
  發山崩造成快速的塊體運動，形成岩屑
  流(debris avalanche)，掩埋其下游廣
  大的區域，同時也提供材料給未來發生
  火山泥石流的機會。

◎海嘯災害
  海島火山或海底火山活動時，因劇烈的噴發導致海水發生快速的變化引發海嘯，造成
  鄰近地區人員的傷亡和財產的損失。

      火山的基本知識

二、火山災害

火山的噴發需地底下有岩漿庫，故若能利用各種科學方法，偵測出火山地底下
仍存在有岩漿庫的話，即可認定為活火山。

何謂活火山？

火山可能帶來的危害

◎火山熔岩流災害
  火山熔岩流為一高溫的融熔液體，溫度
  可能超過900℃以上，主要造成的破壞  
  是高溫燃燒引起的損害，但由於速度不
  快，對活動的人威脅較小，惟對於固定
  不動的建築物破壞影響較大。

◎火山灰落堆積物災害
  火山碎屑物被噴到空中再掉落至地上堆
  積，形成火山灰落堆積物，因此火山灰
  落堆積物的分布範圍廣、持續的時間也
  較久，會造成地面和水呈不穩定狀態，
  且提供未來火山泥流災害的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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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噴發前的徵兆

◎火山附近頻繁發生微小地震。

◎火山附近可能出現地裂、塌陷或位移等
  地質地形變化。

◎因不正常氣體增加造成附近氣味異常。

◎火山附近地溫、氣溫、水溫升高。

◎附近動物出現不正常的躁動。

◎地下水質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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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造成海床隆起與下沉，使海水
水面有上下波動。

以波浪的形式往四方傳遞。

受海床地形影響，波浪變得更高。 瞬間湧上陸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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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造成及其引發火山的災害。

◎避免在下風處或河流下游處逗留或移
  動。

◎當人待在戶外時，隨時注意周邊可能引
  發災害的徵兆。

◎擬定家庭避難計畫。

◎如果你在家中應緊閉門窗。

◎儘快清理在屋頂堆積的火山灰，以防止
  屋頂倒塌。

◎發展一個緊急聯絡系統和計畫。

◎如果你在室外時，盡量往安全區域撤
  離。

      火山災害應變對策

火山噴發前

◎了解你所處社區的預警系統和緊急避難
  計畫。

火山噴發中

◎聽從政府當局所發布的撤離命令。

火山噴發後

◎如果可能儘量遠離火山灰落堆積物可能
  堆積的地方。

◎為家中成員準備一些用後即丟的口罩以
  防火山灰落堆積物。

◎遠離被政府機構認定為高危險的區域。

◎政府部門宣布沒問題後再出門。

◎與當地的防災中心保持聯絡以取得火山
  噴發進一步的資訊。

◎如果看到河床河水開始上漲時儘量往高
  處移動，如果有火山泥流流經橋樑下時
  儘量不要前往或通過該橋梁。

◎記得守望相助，協助可能受困的鄰居，
  尤其是嬰兒、老人和行動不便的人等。

◎聽從防災中心的指示，隨時準備撤離火
  山危險地帶。

◎收聽收音機或電視以獲得最新的災害資
  訊。

◎準備應變所需的物品在身邊。

◎在火山灰落堆積物開始下降時儘量保護
  你自己免受它的危害。

◎如有呼吸系統方面的舊疾，儘量避免接
  觸火山灰，且待在室內。

◎應穿著游泳衣、褲或救生衣等服裝，不
  可穿牛仔褲入水。

◎活動前應瞭解自身健康狀況，如身體不
  適、飢餓、過飽、醉意、心情欠佳或感
  覺水溫過低時，都不宜下水。

◎翻滾流
水流遇瞬間落差之地形時(如低水壩、攔
砂壩等)，會形成翻滾現象，將人員或物
體吸住翻滾，造成受困或傷亡；一般來
說，較淺之溪流容易發覺翻滾流現象，較
深之溪流則難以辨識。

◎漩渦流
當水流至岸邊轉
彎處，或遇到障
礙物時即會形成
漩渦，讓人員或
物體捲入其中，
十分危險。

◎活動前應留意天氣狀況，如天候不佳甚
  至打雷下雨時，應避免從事任何水上活
  動。

      水上活動災害的應變對策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因此，從事水上活動對於活動場所、下水活動前以及發生狀
況時，需知道如何處置，以保護自身之安全。

1、水上活動前應注意事項

◎下水前應先做伸展暖身操，以避免下水
  後肌肉抽筋。

2、慎選水上活動地點

◎戲水時應選擇有救生人員值勤的水域，
  並聽從救生人員指導。

◎在設有「禁止戲水(游泳)」或「水深危
  險」等標誌的區域，切勿戲水或從事任
  何的水上活動。

◎不要在深潭、野塘、水埤等場所戲水，
  以避免戲水時水質不佳、深度不明、水
  底雜物多而受傷，或陷入泥沼而喪命。

◎許多溪流水面看來平穩，水底下卻暗藏
  惡流，一旦被捲入，就無法抽身；以下
  為常見危險水流之樣態：

三、水上活動災害

◎白色水域
水流遇障礙物碰撞後，產生大量白色氣泡
與浪花之水域，此處多不規則淺灘，人員
易因河床之藻類及水流沖擊而滑倒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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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磯釣時，應確實穿戴救生衣、釘鞋與安
  全帽，隨時掌握海邊風浪等級及漲、退
  潮時間；另外如果見到海上忽然有大浪
  接近，亦應立即迴避。

◎保持體力，以最少的體力，在水中維持
  最長的時間，利用身上或身旁任何可增

  加浮力的物體，使身體上浮，以待救援
  。

◎緩和呼吸頻率，放鬆肌肉，並減慢任何
  動作。

◎於溪河中戲水時，若發現山區烏雲密
  布、上游傳來隆隆聲、溪水變色或水面
  忽然上昇等現象，係屬山洪爆發前兆，
  應立即撤離並往高處逃生。

◎在水庫下游游泳時，如發現水庫正在洩
  洪，應迅速離開現場。

◎遇到大雷雨或地震發生時，應立即離水
  上岸，往安全處逃離。

3、從事水上活動時應注意事項

◎於海水浴場等海邊從事水上活動時，千
  萬不可超越警戒範圍，並應於從事活動
  前確實瞭解該地漲退潮時間。

4、水中自救基本原則

◎遇到溪水暴漲而被困在岩石或沙洲上
  時，應保持冷靜等待救援。

   ，繼續成漂浮狀態；如此在水中便可
   以持續很長的時間。
(3)練習水母漂時，身體盡量放鬆，使身
   體表面積與水之接觸面加大，以增加
   浮力；同時應將雙眼張開，以消除恐
   懼；此外，頭在水中時，應自然緩緩
   吐氣，不可故意憋氣，以節省體力。
(4)當小腿抽筋時，應先呈水母漂姿勢，
  再以一手握住腳指，另一手頂住膝關
  節，用力拉腳指，使位於小腿後側之腓
  腸肌盡量伸直，然後用力揉捏其肌腹至
  復原為止。

◎、水母漂
(1)深吸一口氣後，將臉向下埋入水中，
   雙足與雙手向下自然伸直，與水面略
   呈垂直，並將身體放鬆，作如水母狀
   之漂浮。
(2)需換氣時，雙手向下壓水，雙足向前
   夾水，利用反作用力抬頭，瞬間吸氣

5、如何延長待救時間

◎仰漂
使用仰漂的動作，身體往後仰讓臉部的
口、鼻部分浮出水面。其餘的身體部位要
維持在水面下，以取得最大的浮力。

◎如果發現有人溺水，應遵循下列原則：
(1)切勿自行貿然下水施救。
(2)大聲呼叫請求支援。

(3)打118或119向海巡或消防單位求救。

(4)查看是否有救生繩、圈或具有浮力之
   物品，於岸上實施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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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緊急救護

      民眾版心肺復甦術(CPR)

民眾學習CPR，主要是針對OHCA患者進行CPR施救，期能在黃金4分鐘內救活患者。

CPR操作口訣：u叫→ v叫→ wC→ xA→ yB

1、使用時機
   發現患者沒有意識、呼吸、心跳，且現場環境評估安全後，即可實施心肺復甦術。

2、操作流程

係指將醫院急診室的功能延伸到災害現場，藉由現場的急救處置維持傷病患的
生命徵象，以提升傷病患的癒後狀況及存活出院的機率。

何謂緊急救護？

公共場所使用AED標準作業流程
叫-叫-C-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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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姆立克法

使用時機

當患者表示他噎到了，吸氣時有高頻率的雜音(喘鳴聲)，發紺不能說話，或患者將兩
手掐住自己的脖子時，即可實施哈姆立克法。

35 36

� 

患者輕度哽塞時之表徵

1.若患者因輕度哽塞而正在用咳嗽時，絕不要去干擾病人自發性的咳嗽和
  出力呼吸。
2.當患者呈現重度哽塞症候時，例如咳嗽聲音逐漸微弱或沒有咳嗽、呼吸
  更加困難、不能呼吸、吸氣時有高頻率的雜迫聲(喘鳴)、發紺、不能說
  話或全身軟弱等症狀，患者可能會將兩手掐住自己的脖子。  
  此時，你該介入了！！

患者呈現重度哽塞且意識清醒時之操作流程

1.立即詢問患者「你噎到了嗎？」
2.若患者點頭表示或沒有說話時，應立即在患者後面使雙腳成
  弓箭步。
3.一手握拳(大拇指與食指形成拳眼，面向病患腹部)放於上腹
  部正中線，位置稍高於肚臍，另一手抱住就位之拳頭。
4.雙手用力向患者的後上方快速瞬間重複推擠。
5.如患者為孕婦或肥胖者，則環抱位置移至胸骨與兩乳頭連線交會
  處。(同心肺復甦術按壓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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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方法與成人急救相同，惟

  體形較小時，急救者應使

  用單手腹搓。

2.背部扣擊─胸部快速按壓

  法有反應者。(各5次)

患者呈現重度哽塞且意識不清時之操作流程

若異物無法排除且患者意識喪失而癱在施救者

身上時：

1.弓箭步之後腳應往後退，小心迅速將患者仰

  躺於地上。

2.以壓額抬下巴法打開患者的呼吸道，同時間

  若發現病人嘴內有可見的固體異物時，應先

  實施手指清除。

3.若已被手指清除後或無可見的固體異物時，給予吹氣1次。

4.若氣吹不進去或胸部沒有升起時，拇指與食指應捏住病患鼻孔。(若

  不願意吹氣時，直接壓胸位置)

5.若氣仍吹不進去或胸部仍沒有升起時，應立即給予胸部按壓30次。

  (約100次/分鐘的速率)，同時要目視是否有異物排出或阻塞解除的

  現象。

6.重複步驟2-5，直到阻塞解除或以執行5周期或約2分鐘後，並且立即

  送醫。

嬰兒操作流程

1.

2. 3.

1. 2.

2.

� 

�d

5.



市民防災手冊 市民防災手冊

� 

37 38

� 

�d

� 附

錄

伍附

錄

順序 路線 方向 跨越行政區 聯外交通

1 中央北路（大度路～大業路） 東西向 北投區 淡水、八里

2 大業路 南北向 北投區

3 承德路（大度路—中正路） 南北向 北投區、士林區

4
洲美快速道路、環河南、北路、水
源快速道路 南北向

北投區、士林區、大同區、萬
華區、文山區

三重、蘆洲、五股、新莊、
板橋、中和、永和、新店

5 重慶南、北路 南北向 士林區、大同區、中正區 中山高重慶交流道、中和、
永和

6 中山北路一～七段、中山南路、羅
斯福路 南北向 士林區、中山區、中正區、大

安區、文山區 新店

7
濱江街、建國南、北路、
辛亥路（建國南路～北二高臺北聯
絡道）

南北向 中山區、大安區
中山高圓山交流道、北二高
臺北聯絡道

8 敦化南、北路 南北向 松山區、大安區

9 堤頂大道 南北向 內湖區 中山高堤頂交流道

10 基隆路 南北向 松山區、信義區、大安區 中和、永和

11
研究院路（南港路～舊莊街）、舊
莊街（研究院路～南深路）、南深
路（舊莊街～北二高匝道）

南北向 南港區 北二高南深路出口、南港系
統交流道

12 石牌路、天母西路 東西向 北投區、士林區

13 中正路（中山北路～重陽橋） 東西向 士林區 三重、蘆洲、五股

14 北安路、內湖路、文德路、成功路
三段（文德路～內湖交流道） 東西向 中山區、內湖區 中山高內湖交流道

15 民權東、西路 東西向 大同區、中山區、松山區、內
湖區 三重、松山機場

16 市民大道、環東大道 東西向
大同區、中正區、中山區、大
安區、松山區、信義區、內湖
區、南港區

三重、新莊、北二高南港聯
絡道

17 忠孝西路 東西向 中正區 三重、新莊、臺北火車站

18 忠孝東路（基隆路～研究院路）、
南港路（研究院路～汐止大同路） 東西向 信義區、南港區 汐止

19 仁愛路 東西向 中正區、大安區、信義區

20 信義路（基隆路～松山路） 東西向 信義區

21 和平東、西路銜接西園路連接光復
橋 東西向 萬華區、中正區、大安區 萬華火車站、板橋

22 興隆路（羅斯福路～萬芳路）、萬
芳路 東西向 文山區

23 木新路、木柵路（木新路～萬芳交
流道） 東西向 文山區 北二高萬芳交流道、新店

24 信義快速道路 南北向 信義區、南港區、文山區 北二高萬芳交流道

附錄一、臺北市緊急救援路線一覽表

附錄二、臺北市急救責任醫院一覽表

醫院名稱 醫院電話 地        址

市

立

聯

合

醫

院

中 興 院 區 2552-3234 大同區鄭州路145號

仁 愛 院 區 2709-3600 大安區仁愛路4段10號

和 平 院 區 2388-9595 中正區中華路2段33號

陽 明 院 區 2835-3456 士林區雨聲街105號

忠 孝 院 區 2786-1288 南港區同德街87號

臺 大 醫 院 2312-3456 中正區中山南路7號

臺 北 榮 總 2871-2121 北投區石牌路2段201號

馬 偕 醫 院 2543-3535 中山區中山北路2段92號

長 庚 醫 院 2713-5211 松山區敦化北路199號

國 泰 醫 院 2708-2121 大安區仁愛路4段280號

北 醫 附 設 醫 院 2737-2181 信義區吳興街252號

臺 安 醫 院 2771-8151 松山區八德路2段424號

三軍總醫院（內湖）  8792-3311 內湖區成功路2段325號

國 軍 松 山 總 醫 院 2764-2151 松山區健康路131號

西 園 醫 院 2307-6968 萬華區西園路2段270號

新 光 醫 院 2833-2211 士林區文昌路95號

博 仁 醫 院 2578-6677 松山區光復北路66號

振 興 醫 院 2826-4400 北投區振興街45號

萬 芳 醫 院 2930-7930 文山區興隆路3段111號

宏 恩 醫 院 2771-3161 大安區仁愛路4段61號

康 寧 醫 院 2634-5500 內湖區成功路5段420巷26號

中 國 附 醫 臺 北 分 院 2791-9696 內湖區內湖路2段36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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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臺北市災害通報電話一覽表

項
次

單位 連絡電話 地    址

1 1999市民熱線 1999 信義區莊敬路391巷11弄2號7樓

2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 119 信義區松仁路1號

3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110 中正區延平南路96號

4 臺北市災害應變中心
(02)8786-3119

    #8900
信義區莊敬路391巷11弄2號5樓

5 松山區災害應變中心 (02)6615-0119 八德路4段692號10樓

6 信義區災害應變中心
(02)6638-0119

(02)6638-5932-9
信義路5段15號7樓701R

7 大安區災害應變中心
(02)6632-9119

(02)6632-0751-9
新生南路2段86號9樓

8 中山區災害應變中心
(02)6618-1119

(02)6608-2730-9
松江路367號10樓

9 中正區災害應變中心
(02)6632-1119

(02)6632-0761-8
羅斯福路1段8號6樓

10 大同區災害應變中心 (02)6608-0119 昌吉街57號4樓

11 萬華區災害應變中心

(02)6630-9119

(02)2306-4468

    #324

和平西路3段120號12樓

12 文山區災害應變中心 (02)6629-0119 木柵路3段220號9樓

13 南港區災害應變中心 (02)66160119 南港路1段360號6樓

14 內湖區災害應變中心

(02)2792-5828

    #335

(02)6606-9119

(02)6606-7930-8

民權東路6段99號5樓

15 士林區災害應變中心
(02)6611-0119

(02)6611-9119
中正路439號8樓

16 北投區災害應變中心 (02)6610-8001-9 新市街30號6樓

附錄四、臺北市防災公園一覽表

項
次

公園
(廣場)名稱 行政區 面積

（㎡） 公園位置 管理
單位 周邊資源

1 青年公園 萬華 244,406 水源路199號 青年所

醫院：西園醫院、聯合醫院和平

      婦幼院區 

消防：雙園分隊 

警政：萬華分局

2
 二二八
和平公園

中正 71,520 凱達格蘭大道3號 青年所

醫院：台大醫院、聯合醫院和平

      婦幼院區 

消防：城中分隊 

警政：中正一分局

3 大安森林公園 大安 259,293
新生南路以東、信義

路三段以南
青年所

醫院：聯合醫院仁愛院區、國泰

      醫院、宏恩醫院 

消防：金華分隊 

警政：大安分局

4 玉泉公園 大同 19,265 西寧北路28號 圓山所

醫院：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消防：延平分隊 

警政：大同分局

5 榮星花園公園 中山 65,192 民權東路三段1號 圓山所

醫院：馬偕醫院 

消防：圓山中隊 

警政：中山分局

6  民權公園 松山 25,270 民權國小旁 圓山所

醫院：國軍松山醫院、台安醫

      院、台北長庚醫院、博仁

      醫院 

消防：八德分隊 

警政：松山分局

7 大湖公園 內湖 126,717 成功路五段31號 圓山所

醫院：三軍總醫院、康寧醫院、 

      中國附醫 

消防：內湖分隊 

警政：內湖分局

8 松德公園 信義 10,767
松德路180巷興雅國

中東側
南港所

醫院：聯合醫院仁愛院區、臺北

      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消防：信義分隊 

警政：信義分局

9  南港公園 南港 156,612 東新街170-1號 南港所

醫院：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消防：南港分隊 

警政：南港分局

10 景華公園 文山 16,802
景興路與景華街交叉

口
南港所

醫院：萬芳醫院 

消防：景美分隊 

警政：文山第二分局

11 士林官邸公園 士林 92,800 福林路60號 園藝所

醫院：新光醫院、聯合醫院陽明

      院區  

消防：士林中隊 

警政：士林分局

12 復興公園 北投 26,356 中和街200號 陽明所

醫院：榮總醫院、振興醫院 

消防：光明分隊 

警政：北投分局

v

v內湖大湖(防災)公園，因進行公園環境改善工程，施工期間101年2月20日至102年4月3日，工程改善期

   間內湖區防災公園暫由大湖公園改為碧湖公園(內湖路二段103巷與國立臺灣戲曲學院之間)，

   面積：163,880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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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臺北市各類防災任務優先開設學校基本資料表 附錄六、防災相關網站

單       位 相關連結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 http://www.tfd.gov.tw/index.php

臺北市防災資訊網 http://tdprc2.tfd.gov.tw/TaipeiCityEms1_public/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山坡地環
境地質資訊系統

http://tcgemis.taipei.gov.tw/gisweb/GISLOGIN.htm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山坡地防
災資訊系統

http://163.29.36.178/sora/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易發生淹
水地區之參考

http://www.heo.taipei.gov.tw/ct.asp?xItem=71739&CtNo
de=7321&mp=106031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雨量抽水
站簡介

http://www.heo.taipei.gov.tw/ct.asp?xItem=71709&ctNod
e=7320&mp=106031

內政部消防署 http://www.nfa.gov.tw/main/index.aspx

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物質安全資料表 http://www.iosh.gov.tw/Publish.aspx?cnid=25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防
救查詢系統

http://toxiceric.epa.gov.tw/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土石流防
災資訊網

http://246.swcb.gov.tw/default-1.asp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http://fault.moeacgs.gov.tw/TaiwanFaults/

經濟部水利署防災資訊服務網 http://fhy.wra.gov.tw/Pub_Web_2011/Default.aspx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http://www.cwb.gov.tw/V7/index.htm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http://192.192.18.59/www/control/emergency/index_01.
php

文山區各村(里)簡易疏散避難資訊
http://www.wsdo.taipei.gov.tw/ct.asp?mp=124121&xItem
=7852927&CtNode=37802

萬華區各村(里)簡易疏散避難資訊
http://www.whdo.taipei.gov.tw/ct.asp?xItem=7792814&ct
Node=38381&mp=124111

中正區各村(里)簡易疏散避難資訊
http://www.zzdo.taipei.gov.tw/ct.asp?xItem=8096174&Ct
Node=46901&mp=124101

信義區各村(里)簡易疏散避難資訊
http://www.xydo.taipei.gov.tw/ct.asp?xItem=8175428&Ct
Node=3539&mp=124091

北投區各村(里)簡易疏散避難資訊
http://www.btdo.taipei.gov.tw/lp.asp?ctNode=46820&Ct
Unit=25697&BaseDSD=7&mp=124081

士林區各村(里)簡易疏散避難資訊
http://www.sldo.taipei.gov.tw/ct.asp?xItem=8181840&ct
Node=4449&mp=124071

南港區各村(里)簡易疏散避難資訊
http://www.ngdo.taipei.gov.tw/ct.asp?xItem=29686&CtN
ode=37337&mp=124061

內湖區各村(里)簡易疏散避難資訊
http://www.nhdo.taipei.gov.tw/lp.asp?ctNode=47620&Ct
Unit=26189&BaseDSD=7&mp=124051

中山區各村(里)簡易疏散避難資訊 http://www.zsdo.taipei.gov.tw/ct.asp?xItem=8425861&
CtNode=47187&mp=124041

大同區各村(里)簡易疏散避難資訊 http://www.datong.taipei.gov.tw/lp.asp?ctNode=47770&
CtUnit=26276&BaseDSD=7&mp=124031

大安區各村(里)簡易疏散避難資訊 http://www.dado.taipei.gov.tw/lp.asp?ctNode=46322&C
tUnit=25396&BaseDSD=7&mp=124021

松山區各村(里)簡易疏散避難資訊 http://www.ssdo.taipei.gov.tw/ct.asp?xItem=8259911&ct
Node=38778&mp=124011

行政
區

校  名

防災任務
承辦
人

聯絡電話 地  址
災民收容
場地位置

物資儲放
場地位置

收
容
人
數

土石
流災
民收
容

水災
災民
收容

地震
災民
收容

物資
固定
儲放

萬華區 東園國小 V V 總務主任 2303-4803轉16 東園街195號
樸實樓118-121教室、
健康樓117、114教室

健康樓3樓316教室 50

萬華區 新和國小 V V 事務組長 23038298轉31 西藏路125巷31號 新生樓4F活動中心 本校物品中心 50

萬華區 龍山國中 V 總務主任 2336-2789轉500 南寧路46號 學生活動中心 140

萬華區 雙園國小 V 總務主任 2306-1893轉131 莒光路315號 禮堂 50

中正區 忠義國小 V 總務主任 2861-5566轉20 中華路2段307巷17號 2F集會場 50

中正區 螢橋國中 V 事務組長 2368-8667轉234 汀洲路3段4號 一樓會議室及韻律教室 50

中正區 教大附小 V V 總務主任 23110395轉660 公園路29號 4F活動中心 活動中心後方儲藏室 65

中正區 弘道國中 V V 總務主任 2371-5520轉500 公園路21號 3F活動中心 警衛室上方儲藏室 50

中山區 新興國中 V V V 總務主任 2571-4211轉501 林森北路511號 活動中心1F 教學大樓1樓桌球室前半部 50

中山區 五常國中 V V 事務組長 2501-4320轉101 復興北路430巷1號 活動中心/綜合球場 活動中心2樓 130

中山區 中山國小 V 事務組長 25914085轉15 民權東路1段69號 活動中心3F 100

大同區 延平國小 V 總務主任 2594-2439轉230 昌吉街97號 游泳館二樓 50

大同區 重慶國中 V 總務主任 25948631轉240 敦煌路19號 2F會議室 1F809-812 50

大同區 忠孝國中 V V 總務主任 2552-4890轉71 西寧北路32號 活動中心1F 活動中心1、2F儲藏室 50

大同區 建成國中 V V 總務主任 2558-7042轉650 長安西路37之1號 2F禮堂 6F準備室 100

文山區 景興國中 V V V 總務主任 2932-3796轉130 景興路46巷2號 3F活動中心 活動中心2F儲藏室 50

文山區 景興國小 V V 總務主任 2932-9439轉41 景華街150巷21號 5F活動中心 活動中心後方儲藏室 60

文山區 萬興國小 V 總務主任 2938-1721轉31 秀明路2段114號 活動中心含3F韻律教室 50

大安區 民族國中 V 總務主任 2732-2935轉231 羅斯福路四段113巷13號 活動中心1樓籃球場 50

大安區 大安國小 V 總務主任 2732-2332轉831 芳和里臥龍街129號 4F活動中心 60

大安區 龍門國中 V V 總務主任 2733-0299轉1402 建國南路2段269號 活動中心 9年級102教室 120

大安區 幸安國小 V V 事務組長 2707-4191轉3301 仁愛路3段22號 1F活動中心 活動中心東側儲藏室 120

松山區 民權國小 V V 總務主任 2765-2327轉31 民權東路4段200號 活動中心4樓 活動中心後方儲藏室 80

松山區 三民國小 V 總務主任 27678183 民權東路5段1號 3F活動中心 90

松山區 敦化國中 V 總務主任 8771-7890轉50 南京東路3段300號 2F及4F活動中心 100

松山區 中崙高中 V 總務主任 27535316轉400 八德路4段101號 5樓防災物資集中處所

松山區 民生國小 V 總務主任 2712-2452轉830 敦化北路199巷18號 4F禮堂 70

信義區 博愛國小 V V 總務主任 2345-0616轉400 松仁路95巷20號 4F活動中心 3F演藝廳後方儲藏室 100

信義區 吳興國小 V V 總務主任 2720-0226轉50 松仁路226號 3F活動中心 活動中心地下室--儲藏室 50

信義區 信義國中 V V 總務主任 27236771轉511 松仁路158巷1號 2F活動中心 活動中心第一會議室內 140

信義區 興雅國中 V V 事務組長 27232771轉50 松德路168巷15號 1樓10間教室 活動中心後方儲藏室 60

信義區 信義國小 V 事務組長 27204005轉18 松勤街60號 2F活動中心 70

南港區 育成高中 V 事務組長 2653-0475轉303 重陽路366號 2F韻律教室3F羽球場 150

南港區 舊莊國小 V V 總務主任 27821418轉130 舊莊街1段100號 活動中心 活動中心後方儲藏室 50

南港區 南港國小 V 總務主任 27834678轉2301 惠民街67號 克勤樓4樓5年7班旁物資室

南港區 成德國小 V 總務主任 2785-1376轉151 東新街65號 4F活動中心 80

南港區 修德國小 V 總務主任 2788-0500轉151 東新街118巷86號 至美樓一樓6間教室 50

南港區 成德國中 V 總務主任 2651-5636轉401 東新街108巷23號 B棟5樓物理教室

南港區 南港高中 V 總務主任 2783-7863轉241 向陽路21號 活動中心 100

內湖區 東湖國小 V 總務主任 2633-9984轉125 東湖路115號 活動中心後方儲藏室

內湖區 麗湖國小 V 總務主任 26343888轉130 金湖路363巷8號 4F活動中心 100

內湖區 康寧國小 V 總務主任 2790-1237轉140 星雲街121號 3F活動中心 50

內湖區 麗山國小 V V V 總務主任 2657-4158轉511 港華街100號 活動中心球場 活動中心球場後方儲藏室 50

內湖區 碧湖國小 V V V 總務主任 27907161轉151 金龍路100號 誠敬樓4F活動中心 誠敬樓5樓物資室 50

內湖區 大湖國小 V 事務組長 2791-5870轉52 山莊街170號 活動中心4F 70

士林區 社子國小 V 總務主任 2812-2505轉22 延平北路6段308號 4F活動中心 60

士林區 至善國中 V V 總務主任 2841-1350轉15 至善路2段360號 活動中心 教學樓1樓儲藏室 60

士林區 福林國小 V V V 事務組長 2831-6293轉226 福志路75號 3F活動中心 活動中心地下室儲藏室 50

士林區 士林國小 V V V 總務主任 2881-2231轉231 大東路165號 4F活動中心 活動中心儲藏室 100

士林區 陽明山國小 V 總務主任 2861-6366轉131 仰德大道3段61號
活動中心1樓--家長
會、教師會辦公室、資
源班教室

20

士林區 溪山國小 V 總務主任 2841-1010轉17 至善路3段199號 1F活動中心 20

北投區 新民國中 V V V 總務主任 2897-9001轉500 新民路10號 活動中心 活動中心2樓儲藏室 90

北投區 逸仙國小 V V V 總務主任 2891-4537轉34 新民路2段 3F活動中心 活動中心後方儲藏室 65

北投區 桃源國中 V 總務主任 28929633轉241 中央北路4段48號 育才樓1樓會議室 50

北投區 北投國小 V 總務主任 28912052轉132 中央北路1段73號 3F活動中心 100

合計 10 25 24 29 3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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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製我家的逃生避難圖

<範例>

我家的逃生避難圖
出口

項次 行政區 積水地點 改善對策

1

北

投

區

洲美及
關渡平原
地區

洲美及關渡地區因都市計畫未定案，永久性排水系
統無法施築，目前均以施設臨時抽水站及改善既有
水路之方式因應。97年運用「北投中央南路2段91
巷口等22處抽水機組設置工程」於怡和巷設置一處
抽水井，排除積水，以改善怡和巷聚落地區排水問
題，並完成大度路北側明溝段整治；98-99年度持
續編列「北投橫路溝渠道改善工程」，以疏通至下
八仙臨時抽水站之引水路(已於100.03.24完工)。
另列98-99年度連續預算辦理「洲美一臨時抽水站
擴建工程」(99.03.08完工)，以加大該站抽水能
量，並因應北投13號路雨水箱涵排水需求；列99-
101年度辦理「北投水磨坑溪及舊貴子坑溪河堤整
治工程」以維關渡平原原有溪溝之通暢。(水磨坑
溪段於100.05.31完工；舊貴子坑溪段於100.07.31
完工)

2

士

林

區

士林
社子島

社子島地區前因都市計畫未定案，永久性排水系統
無法施築，均以施設臨時抽水站及改善既有水路之
方式因應。98-99年度預算辦理「社子島增三抽水
站擴建工程」(99.06.12完工)，99年度持續辦理
「延平北路8段157巷排水改善工程-社子島增四站
抽水機組更新」(已於100.08.31完工)，以紓解積
水現象。俟現行通過之都市計畫填土完工後，將徹
底解決此問題。

3

文

山

區

木新路、
保儀路
一帶

已辦理「木新抽水站新建工程」及「木新抽水站引
水渠道工程」，建立整體排水系統，採取方案為分
散興建小型抽水站方式推動，以分流方式辦理。
引水渠道部分已於98年5月10日完工；抽水站部分
已於99年5月30日完工。因機組尚未經颱風豪雨考
驗，當水位高漲及颱風來襲時，亦會輔以移動式抽
水機抽排，以加強應變。

4

文

山

區

興德路、
福興路
一帶 

本案興隆幹線的改善，已檢討規劃文山區辛亥國中
預定地(萬美街)設置貯留池，以降低尖峰降雨，其
規劃方式將結合景觀、生態等多元利用方式委託顧
問公司辦理，目前已辦理都市計畫變更程序中，俟
定案後即編列預算辦理土地徵收及工程興建預算辦
理改善。另颱風來襲時將預佈移動式抽水機，加強
排水。

附錄七、臺北市易發生積水之地點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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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語音及數據分流之整合性報平安留言平台（包含

「1991 報平安語音留言專線」及「1991 報平安網路留言

板」【網址http://www.1991.tw】二項系統），並結合

Facebook、Plurk、Twitter 等第三方社群協助發送平安訊

息，災時民眾如發生緊急危難需要救援，請直接撥打119/110 

求助，如單純只為報平安或了解親友現況，則務必使用本平

台，民眾只要事先聯繫好約定電話（區碼+家用電話或常用

手機號碼），即可利用網路或電話報平安並知悉災區親友現

況，另外，網路留言板亦具備大量發送平安訊息的功能，民

眾毋須逐一通知諸親友，相當便利有效率。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

火災請打119，治安問題請打110
其他市政問題請打1999

廣告
台北市消防協會

關心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