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港務分公司風災(含水災)防救作業要點 

 

一、 依據: 

(一) 災害防救法 

(二) 商港法 

(三) 海洋污染防治法 

(四)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風災緊急應變作業程序 

(五) 臺中港務分公司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六) 公共工程汛期工地防災減災作業要點 

(七) 因應颱風豪雨來襲抽查在建工程防颱防汛整備情形運作機制 

(八) 國際及國內(澎湖、布袋)商港公共基礎設施天然災害勘查復建作業原則 

二、 目的： 

為防範並處理颱風或豪雨引起之風災與水災等天然災害，特訂定本計畫。 

三、 計畫位階： 

本計畫為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臺中港務分公司（以下簡稱本分公司）災

害防救業務計畫之下位計畫，與上述業務計畫所附各項災害應變作業要點、

計畫、措施等為互補計畫，並為本分公司颱風警報應變程序與各附屬單位

防範風災、水災應行辦理及注意事項之上位指導計畫。 

四、 災害預防： 

(一) 港區從事交通建設及各項設施興建，應要求工程設計與施工階段有耐風災

與水災之安全考量。 

(二) 對港區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及其他重要設施，管理單位應特別考量耐風災與

水災之安全。 

(三) 港區各機關單位與業者應於平時充實與維護必要裝備、器材及災害監測器

具，以防止二次災害發生。 

(四) 本分公司港務處每年於颱風季節來臨前辦理相關防颱籌備作業，並召開「防

颱協調會議」，協調港區公民營單位作好防颱準備。 

五、 災害應變： 

(一) 組織 

交通部成立防颱緊急應變小組時，本分公司適時配合成立防颱緊急應變小

組，由港務長為召集人，港務處處長為副召集人，其他成員由港務處、秘

書處（汽車隊）、船機處、工程處、勞安處、棧埠事業處等單位主管組成。 

港區各公司（公民營事業機構）依狀況比照辦理成立防颱小組，並與本分



公司防颱緊急應變小組保持密切聯繫。 

(二) 任務分配 

1. 本分公司防颱緊急應變小組，負責全港防颱狀況之掌控與指揮。 

2. 港務處監控中心隨時注意災情報告之傳遞，相關報告經陳報應變小組召

集人後，依示轉報總公司、交通部及在「交通部災情網路填報系統」填

報災情。 

3. 棧埠事業處應督導港區業者、廠商於颱風期間加強防颱（汛）準備措施，

及棧埠作業場所加強作業機器(具)設施安放固定工作等防颱準備，並瞭解

港區棧埠作業單位作業情形，另掌握客輪停航動態及旅客滯留情形，於

外部網站上公告。 

4. 港務處航管中心隨時與氣象單位聯繫並研判颱風動態，負責邀集中部航

務中心共同巡視港區靠泊船舶加強繫纜情形，聯繫在港及港外船舶注意

颱風動態資訊，並在颱風來臨前掌握安全時機儘早辦理船舶出港避風及

錨區淨空作業。 

5. 請港務處港勤中心督導工作船渠各類工作船(含交通船及民營拖船)之各

項防颱措施，並備妥纜繩及載送機具以因應緊急事故。 

6. 請港勤公司備妥拖船機動出勤，以利緊急事故發生時及時支援。 

7. 工程處、船機處等工程單位應加強工程工地、施工場所防颱措施，確保

災害時通訊、照明之暢通，及辦理救災車輛、機具、照明等各項救災設

備自主檢查與整備，以因應防災需要。並依規定填（陳）報「公共工程

汛期工地防災減災自主檢查表」予總公司，前述表格即於緊急應變小組

開設期間，並以電子檔副知緊急應變小組（watch@twport.com.tw）。 

8. 勞安處負責港區大排閘門之排水疏通、廢棄物清理及處理港區污染、樹

木傾倒等事宜。 

9. 臺中市政府海岸資源漁業發展所、海巡及臺中區漁會應確實依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颱風期間漁船進港及船員避風處理原則」，加強督導並巡檢漁

船之各項防颱整備措施及確實作好纜繩繫固作業。 

10. 臺中港務消防隊、臺中港務警察總隊於颱風期間各自成立緊急應變小組

辦理整備災害搜救、緊急救護、警戒管制等所需裝備、器材資源，並加

強海域巡邏、勸導或驅離民眾進入觀賞海浪或戲水及釣魚等。 

11. 各單位應確實做好各單位之防颱（汛）準備及主管行動電話保持暢通。

各項防颱（汛）工作，務必達到無任何疏失之情事發生，相關實地巡查

作業並應作成記錄。 

12. 各單位主管應確實督檢所屬辦公與作業場所，加強各項防颱措施。 

13. 各單位防颱整備應在防颱緊急應變小組二級開設時辦理，並將辦理情形

回傳緊急應變小組（watch@twport.com.tw）。 

14. 防颱（汛）期間，請各單位依交通部應變中心或總公司指示，及時提報，



船舶（客輪）停班（棧埠事業處），海難（港務處），港埠設施損壞（工

程處）等相關資料。 

15. 有關港口管制相關信息，由航管中心於公司網站上公告，並以 AIS 及電

子郵件方式通知港區船舶及其代理，並由監控中心以傳真及簡訊方式通

知港區相關業者。 

16. 颱風來襲時，各單位如發現有妨害交通之傾倒路樹，請臺中港務消防隊

協助先予移除以恢復通行（0800－211119，04-26572117）。 

17. 颱風期間船舶進出港管制及船舶靠泊作業規定，請依「臺灣港務股份有

限公司颱風期間船舶靠泊作業原則要點-臺中港颱風期間船舶進出港航

行與靠泊作業規定摘要表」辦理，不依指示移泊或出港船舶，得依商港

法第 22 條由航港局為必要之處分。 

(三) 作業流程 

本分公司風災與水災應變作業，視颱風動態、威力強弱及人力配置等區分

為兩個階段實施： 

1. 二級開設：海上颱風警報發布後，各單位依任務分配執行應變準備。當交

通部成立防颱緊急應變小組時，本分公司監控中心即適時配合成立防颱緊

急應變小組。 

2. 一級開設：經研判颱風影響本港港區，召集人(或港務處處長代理)依實際

狀況指派防颱緊急應變小組留守人員執行防颱工作。至召集人認定威脅減

輕或交通部解除防颱緊急應變小組時，本分公司防颱緊急應變小組任務解

除。 

(四) 作業場所   

本分公司防颱緊急應變小組分設於本分公司二樓會議室及監控中心，各部

門防颱小組留守於各單位辦公室，並隨時保持聯繫。小組應對應變期間之

食物、飲用水、電力等供應做妥善考量與安排，俾能維持應變之正常運作。 

(五) 其他 

留守人員用餐問題，事前由本分公司緊急應變小組申請採購緊急備糧備用，

另視當天實際天候狀況，由指揮官決定餐食採買事宜。 

六、 災情蒐集、傳遞與通報： 

(一) 蒐集與傳遞 

防颱緊急應變小組應建立災害現場蒐集通報機制，颱風警報及災情報告等

之傳遞由秘書處及監控中心負責。 

防颱緊急應變小組應與港區相關機關（單位）建立多元災情通報管道，並

建立各機關間災情蒐集及通報聯繫機制。（詳救災應變支援通聯表、醫療支

援通聯表） 

防颱緊急應變小組應適時提供港區業者相關災害資訊與防災諮詢。 



(二) 通報 

因風災、水災肇致海難等災害等級之認定與向上級有關機關通報程序事宜，

依本分公司災害防救業務計畫規定辦理。（詳緊急通報系統表） 

七、  災後復原： 

(一) 整備 

各單位應事先整備各種資料的整理與保全，以順利推動復原重建。並應推

估所管設施（備）之可能災損，事先整備緊急復原及供應之措施與人力之

調派，並與相關業者訂定支援協定。 

(二) 航路障礙物之移除 

經判斷沉船、漂流物等會影響船舶航行安全或港灣區域內航路安全時，應

通報總公司、航港局中部航務中心、交通部。 

(三) 港灣之緊急修復 

應隨時掌握港埠設施之受損情況，進行緊急修復，並通報總公司、航港局

中部航務中心、交通部。 

(四) 海上交通之管制 

經研判水路之水深發生異常，應進行檢測並通報設置緊急標誌，以確保水

路安全。 

(五) 各單位發生災損時應隨時通報防颱緊急應變小組或監控中心，並應於事後

填報「臺中港務分公司天然災害財產損失通報單」予工程單位辦理修復作

業。 

八、 演習與訓練： 

本分公司及各單位應定期辦理災害防救演習、訓練，模擬各種狀況，並結

合救災志工組織，以強化應變處置能力，並於演練後檢討評估，供災害防

救之參考。 

臺中港務消防隊應透過防災週等活動實施防災訓練。 

九、 本計畫未規定者依本分公司災害防救業務計畫辦理。 

十、 附件： 

(一) 臺中港務分公司天然災害財產損失通報單 

(二) 臺中分公司颱風警報應變程序 

(三) 臺中分公司風災與水災應變流程圖 
 

 

 

 

 

 

 



 

 

 

 

 

 

 

 

 

 

 

 

 

 

 

 

 

 

 

 

 

 

 

 

 

 

 

 

附件一 

臺中港務分公司天然災害財產受損通報單 
災害類型：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編號 災害時間 災害地點 財產編號 災損項目 受損情況描述 備註 

1 
      

2 
      

3 
      

4 
      



 

附件二 臺中分公司颱風警報應變程序 

 

編號：ER-1-3-02 颱風警報應變程序 版本：5 修訂日期：106/08/   

地點： 

本港區範圍 

情境： 

  預防及處理颱風狀況引起港區設施、設備災害，

減少可能遭受之損失。 

應變作業重點： 

1. 颱風災害之全港應變。  

2. 緊急應變小組二級、一級開設

應變作業。 

分階段指揮官： 

港務長 

 

分組 處 理 程 序 

現 

場 

指 

揮 

官 

1. 於海上颱風警報發布後，應先研判颱風動態、強弱、路徑與對本港之威脅性

等，向總經理陳報後成立防颱緊急應變小組。 

2. 本分公司防颱緊急應變小組應變作業，視颱風動態、威力強弱及人力配置等

區分為兩個階段實施： 

（1） 二級開設：海上颱風警報發布後，各單位依任務分配執行應變準備。當交

通部成立防颱緊急應變小組時，由本分公司監控中心即適時配合成立防颱

緊急應變小組。 

（2） 一級開設：配合交通部提升防颱緊急應變小組一級開設。經研判颱風影響

本港港區，由召集人(或港務處處長代理)依實際狀況適時指派防颱緊急應

變小組留守人員進駐執行防颱工作。 

3. 由召集人邀集港警總隊、港務消防隊、本分公司工程、船機、行政、營運部

門以及港區各機構等召開「颱風緊急應變小組會議」，依狀況適時成立防颱小

組。 

4. 嚴密注意颱風最新動態，指揮全港有關緊急事故處理、搶修事宜。 

5. 指示通知泊港船舶加強戒備，隨時巡視繫泊纜繩。 

6. 指示防範雨水滯積港區之措施，並要求港區進行中工程之防颱準備。 

7. 檢查、適時開啟港區各大排水渠道閘門及排水疏通。 

8. 指示各單位救災機具、人力完成整備。 

9. 如颱風期間發生本標準作業程序各項災害之一，依視情況決定採行應變措施。 

10.颱風過後，督導各協調員執行權責單位巡視，並將災情彙整後陳報總經理。 

協 

調 

員 

（此階段協調員係指港務處、工程處、船機處、秘書處、棧埠事業處、港警總隊、

消防隊等單位一級主管） 

1.協助指揮官指示各防颱小組成員落實防颱應變措施，必要時現場檢視權責區域



分組 處 理 程 序 

防颱準備及檢查。 

2.隨時注意電視、媒體、網路新聞掌握颱風動態。 

聯  

絡 

組 

1.接獲颱風警報發布後，立即向指揮官（港務長）報告。 

2.依據總公司、交通部指示，即時陳報及傳遞應變作業處置及簡報等相關資料。 

3.監控中心隨時注意災情報告之傳遞，相關報告經陳報指揮官後，依示轉報總公

司、交通部。 

4.航管中心隨時與氣象台及防颱緊急應變小組密切聯繫，並以船舶自動識別系統

（AIS）、VHF無線電第 16或 14頻道廣播颱風來襲訊息，籲請在港及港外船舶

注意及接收颱風動態資訊。 

5.航管中心以船舶自動識別系統（AIS）、加強瞭望以隨時監控港內船舶動態。 

6.航管中心在颱風來臨前掌握安全時機儘早辦理船舶出港避風及錨區淨空作業。 

7.如颱風期間發生本標準作業程序各項災害之一，依情況決定採行應變措施。  

8.災況解除時依示通報總公司、交通部。 

安 

全 

管 

制 

組 

1.加強巡邏勤務，儘早發現災害及時通報搶救。 

2.加強海域巡邏、勸導或驅離民眾進入觀賞海浪或戲水及釣魚等。 

3.如颱風期間發生本標準作業程序各項災害之一，依情況決定採行應變措施。 

災 

害 

辨 

識 

組 

1.如颱風期間發生本標準作業程序各項災害之一，依情況決定採行應變措施。 

2.颱風警報解除後，災情之勘查與災情陳報。 

3.如有損害災情，儘速完成搶險或搶修工作，並依本公司相關災害防救計畫、航

港局「國際及國內(澎湖、布袋)商港公共基礎設施天然災害勘查復建作業原則」

所定程序辦理後續復原重建事宜。 

災 

害 

搶 

修 

組 

1.加強電話總機及電話線路之檢查，遇有損壞立即搶修，維持電話之暢通。 

2.事先整備各項緊急搶修器材，保持可用狀態，並與廠商簽訂救災機具支援協定。 

3.如颱風期間發生本標準作業程序各項災害之一，依情況決定採行應變措施。 

災 

害 

搶 

救 

組 

1.通知各工程承包商依「公共工程汛期工地防災減災作業要點」、「因應颱風豪雨

來襲抽查在建工程防颱防汛整備情形運作機制」，針對在建工程進行抽查檢視工

區是否已依汛期防災減災應變計畫加強防颱防汛準備措施，以避免造成災害及防

汛缺口導致淹水災情，遇有災害設法搶救。 

2.依規定填、陳報在建工程「公共工程汛期工地防災減災自主檢查表」、重點防

汛工程之「防颱整備聯繫支援督導項目檢查結果一覽表」。 

3.事先整備各項緊急搶救器材，保持可用狀態，並與廠商簽訂救災機具支援協定。 



分組 處 理 程 序 

4.如颱風期間發生本標準作業程序各項災害之一，依情況決定採行應變措施。 

醫 

療 

防 

護 

組 

1.辦理各項人命救助、緊急送醫相關事宜。 

2.如颱風期間發生本標準作業程序各項災害之一，依情況決定採行應變措施。 

後 

勤 

支 

援 

組 

1.事先準備各種搶修器材、飲食（水）、雨具、緊急用燈具，並檢查修復門窗，

強化防風。 

2.指派輪值司機日夜留守，檢查各公用車輛裝滿汽油待命。 

3.停置場內車輛，予以停靠避風區域或固定繫牢。 

4.如颱風期間發生本標準作業程序各項災害之一，依情況決定採行應變措施。 

5.颱風警報解除後，立即展開恢復舊觀及環境清潔。 

棧 

埠 

作 

業 

組 

1.依指示通知本港區域裝卸、倉儲等業者加強戒備，從事船艙緊急卸載搬運工作 

  或停止作業。 

2.通知泊港船舶加強戒備，並隨時巡視繫泊纜繩狀況。      

3.各棧埠作業單位應執行措施： 

  （1）進倉貨物做妥防護措施，避免水漬，露天堆置場物品加強固定或移置安 

       全地點。         

  （2）檢查油槽，將空油槽人孔蓋蓋妥，並裝水加重。  

（3）檢查排水系統有無暢通，積油，並做必要開閉處置。   

  （4）油槽區防液堤內臨時泵、馬達、電器用具等應即收回。      

  （5）檢查電線，不安全之架空線及臨時線應即收回或切斷電源。 

（6）碼頭卸料臂等裝卸設備應予固定，如有船舶應通知船方加強連繫纜並注 

     意裝卸中之管線狀況，必要時拆除之。 

4.如有災害發生立即通報防颱緊急應變小組並設法搶救。 

公 

關 

新 

聞 

組 

1. 災情解說。 

2. 發布新聞。 

3. 媒體記者採訪接待。 

除本應變程序外，並應參照『臺中港務分公司風災(含水災)防救作業要點 

』辦理。 

。



附件三 臺中港務分公司風災與水災應變流程圖 

 

 

 

 

 

 

 

 

 

 

 

 

 

 

 

 

 

 

 

 

 

 

 

 

災情勘查與災情陳報

港區設施（備）、機具、電力搶修 

加強巡邏、驅離釣魚/觀浪民眾 

物料補給、車輛調度、開啟大排

水渠道閘門 

消防搶救、事故搶救、污染處理、

船舶緊急拖離處理 

現場救護、緊急送醫、家屬通知 

氣象局發布豪雨/颱風警報 

配合總公司解除
應變小組 

緊

急

應

變

措

施 

安全管制組： 
港警總隊 

災害辨識組： 
港警總隊、港務消防隊、勞安
處、港務處、船機處、工程處、
事故單位 

 

災害搶救組： 
消防隊、港勤公司、勞安處、
船機處、工程處、事故單位 
 

醫療防護組： 
港務消防隊、勞安處 

後勤支援組： 
秘書處、勞安處 

棧埠作業組： 
港務處、棧埠單位、現場人員 

公關新聞組： 
秘書處 

督導港區業者防颱準備、裝卸調度、

緊急搬運、船舶繫纜、海上交通管制 

災情解說、發布新聞、媒體記者

採訪接待 

 

災害搶修組： 
船機處、工程處、事故單位 

監控中心編撰簡訊、傳真通報

上級及相關機關(構) 

本分公司配合總公司成立緊急

應變小組一級開設 

本分公司配合總公司成立緊

急應變小組二級開設 

港務長召開緊急應變小組會議

並指派相關應變人員留守 

監控中心編撰簡訊、傳真通報

上級及相關機關(構) 

本分公司持續掌握災情動態 

是 

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