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港務分公司複合式災害應變計畫 

一、目的： 

    地震、海嘯伴隨而來之災害與破壞力，往往讓人命財產顯得脆弱不堪。對港

埠而言，巨大海嘯災害之影響不下於震災，更遠甚港區其他災害事件。惟海

嘯事件不同於其他災害必須立即面對搶救，人員疏散的必要性與時效應列為

海嘯應變考量首位，以掌握有限的生機。 

    港區經建設施眾多，強震、海嘯多半衍生二次災害（如火災、爆炸、毒化物

外洩）等事件，災害前置應變時間雖短暫，除應掌握預留足供充份疏散的時

間，並於限定疏散或避難時點前全力進行港埠設施與船舶之減災工作，減輕

人員、設施、船舶之損傷，始能掌握災後搶救與港口復原重建契機。 

二、計畫位階： 

    本計畫為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臺中分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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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為各附屬單位複合式災害應行辦理及注意事項之上位

指導計畫。惟非屬複合式災害之個別災害仍依各項災害應變作業要點、計

畫、措施、作業程序辦理。 

三、災害分類與防護重點： 

  （一）一次災害：指地震、海嘯等，須以緊急避難為優先之災害型態，防護

對象為全港區。 

  （二）二次災害：指火災爆炸、毒化物外洩、海難等衍生災害，須於避難階

段過後進行緊急處置之災害型態，防護對象為本港西碼

頭區（液化天然氣儲槽、液氨儲槽、毒性化學儲槽、油品

儲槽、化學品儲槽）。 

  （三）其他災害：指海洋油污染、船舶碰撞等衍生災害，於二次災害處置後

續措施，防護對象為全港區。 

四、災害預防： 

    （一）港區從事港灣交通設施之整備，應有耐震之安全考量及替代性之確保

措施。設置重要港埠設施及建物，應考量土壤液化問題。 

    （二）對港區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使用危險物品之設施以及警察、消防等緊

急應變之重要設施，應強化其耐震能力並確保其使用機能。 

    （三）為確保災害時救災通訊之暢通與業者、民眾相關災害之傳達，港區應

強化並維護資訊傳播系統、通訊設施、CCTV遠距監視系統與環境監

測系統，並視需要規劃通訊系統停電、損壞替代方案。 



    （四）應整備防止二次災害，儲備必要裝備、器材及災害監測器具。 

    （五）應督導港區石化廠與危險物品儲放設施場所，事先訂定複合式災害預

防應變計畫，並充實各項整備措施，以便災害發生時能有效因應。 

    （六）針對碼頭設施、港池水域、道路交通、儲槽倉棧與週邊設備實施工程

前減災規劃或例行減災檢討，並落實防災計畫之訂定、督導執行、

演練演習、講習訓練與設備檢查之管理減災方案。 

    （七）應定期辦理複合式災害之防救相關業務知識技能講習與宣導，督導港

區各事業組成區域聯防組織，定期辦理安全訓練，演習後辦理檢討

評估，回饋改善作業程序及強化應變體系。 

    （八）定期或經常性實施港區公、民營機構安全稽查，瞭解設施安全性與防

救災設備整備狀況。 

五、災情蒐集、傳遞與通報： 

（一）蒐集與傳遞 

緊急應變小組應建立災害現場蒐集通報機制，於災害發生初期，多方面

蒐集現場災害與人員狀況等，災情報告之傳遞由秘書處及監控中心負

責。 

緊急應變小組應與臺中市政府與港區相關機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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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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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災情之查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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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一次災害應變： 

（一）組織 

1. 最大地震強度 6 級以上，地震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或接獲中央氣

象局「海嘯警報」後，評估與本港相關時，本分公司即成立緊急應變小

組，由正（副）首長擔任召集人（副召集人）、港務長、總工程司擔任

災害應變現場指揮，小組由工程處、船機處、港務處、業務處一級主

管及相關人員組成。 

2. 秘書處、工程處、勞安處、棧埠事業處、船機處、港勤中心、臺中港

務警察總隊、臺中港務消防隊等單位分別成立各該部門之緊急應變小

組，負責單位權責之勘查災情、災害緊急處理與道路交通管制等。 

3. 港區各公司（機構）依狀況比照辦理成立應變組織，並與本分公司緊急



應變小組保持密切聯繫。 

（二）作業場所   

      緊急應變小組設於本分公司 2樓，小組應建立應變期間之食物、飲用

水等供給困難時之調度機制，並應確保停電時也能維持應變之正常

運作。 

（三）任務分配 

1.本分公司災害緊急應變小組負責與氣象單位之聯繫與全港災害狀況之掌

控與指揮。如有「海嘯警報」，除應與中央氣象局密切聯繫並廣泛由各

式媒體瞭解，確知海嘯來向與規模、襲經國家地區造成之損害等情形，

研判正確處置方針。 

2.工程、業務單位組成勘查小組勘查災情並彙整災情(棧埠及港區各公司

災情由業務單位負責彙整)，向本分公司緊急應變小組提出災情報告，

並報告總經理、主任秘書、總工程司、港務長、總公司。 

3. 臺中港務警察總隊、臺中港務消防隊及本分公司救災應變單位立即處

理因地震肇致之各種緊急災害。 

（四）作業流程 

    1.地震強度達 5 級以上，本分公司各權責單位應即查報所轄是否有災

情狀況，由港務處彙報交通部、總公司。 

2.發生最大強度 6 級以上地震時，港務處、業務處、秘書處、工程處、船

機處、勞安處、棧埠事業處等相關單位主管應即返本分公司依各單位

災害處理程序，執行緊急應變任務。 

3.港區各棧埠作業單位應即停止作業，並採取緊急應變措施防止災害擴

大。 

（五）海嘯處置方案 

1.小規模海嘯：中央氣象局僅發布「海嘯警報」，但未發布「疏散警報」，

海嘯僅造成水域波浪起伏，無侵襲上岸之狀況。 

（1）本狀況不需疏散，緊急應變小組留局應變。 

（2）實施港區海上交通管制，港區正對主航道之碼頭嚴禁船舶靠泊。

本港航管中心以 AIS 及 VHF同時廣播通報港內外停泊或航行中之

船舶採取應對防範措施，加強繫纜、增掛碰墊或下錨等，已駛抵

港口外海水域船舶應離港避災。 

（3）緊急應變小組通令各現場單位應即停止作業並對船、機、貨（櫃）

物實施加固措施，並通知各船務代理公司協助相關應變措施。 



2.中規模海嘯：中央氣象局發布「海嘯警報」以及「疏散警報」，海嘯預

期將侵襲上岸但主要影響為本港西岸之狀況。 

（1）緊急應變小組留公司應變，考慮疏散西岸人員之必要。中央氣象

局發布「疏散警報」後，西岸棧埠作業單位應停止應變處置作為，

即依規定進行疏散，以台電臺中電廠大樓為第一避難所（煤控大

樓 5F 及 6F，沿南堤路轉龍昌路北側門進入）。 

（2）西岸棧埠作業單位應變處置時間應為「海嘯警報」發布至「疏散

警報」發布之間，至少應預留 20-30 分鐘疏散（除西向海嘯外，以

南北向海嘯侵襲本島南北陸地起估計），應特別注意時間，非應變

處置人員應即早疏散，西岸以外棧埠單位人員可以高處避難。 

（3）除小規模海嘯之應變處置作為外，要求港區各辦公處所門窗應確

實加固與防漏；非必要使用之水、電、瓦斯、輸油等管線應予關

閉；對地下室及易積水處應預為防堵並將重要文件、設備移至高

處。 

（4）臺中港務警察總隊以電子式警報器發放海嘯來襲廣播詞並實施陸

上交通管制巡邏，控留各項疏散動線。 

（5）工程單位進行工程檢查與材料加固等防範措施，必要時機具、車

輛駛離港區，尤其本港西岸部份。 

（6）作業現場存放貨（櫃）物應加固或移至安全地點，底層空櫃應打

開櫃門防止漂流，重大裝卸機具應移置並插硝加固。 

（7）檢查對外聯繫支援之電話是否均能暢通。 

3.大規模海嘯：中央氣象局發布「海嘯警報」以及「疏散警報」，海嘯預

期將侵襲上岸且可能襲捲全港之狀況。 

（1）全港人員均應考慮疏散之必要，如本分公司大樓亦安全有虞時，

緊急應變小組亦應疏散避難。中央氣象局發布「疏散警報」後，

本港所有人員應停止應變處置作為，即依規定進行疏散。 

（2）全港應變處置時間應為「海嘯警報」發布至「疏散警報」發布之

間，至少應預留 20-30 分鐘疏散，應特別注意時間。 

        （3）應變處置作為同中規模海嘯，準備疏散交通工具，並配合臺中市

政府規劃之疏散路線與安全高程，或儘可能向鄰近山坡方向疏散

避難，以弘光科技大學為第二避難所（集結，沿中棲路往東）。 

        （4）緊急應變小組人員應攜帶行動電話，俾利召集災後返港復建。 

七、二次災害應變： 



（一）啟動機制 

1. 如因一次災害實施疏散作業，於海嘯過後緊急召回緊急應變小組成員

執行應變任務，如因電訊中斷，各應變小組成員應於 2 小時內自動返

回應變指揮中心。 

2. 確保災情通報之暢通，保持通訊設施、CCTV 遠距監視系統運作正常。

運用港區未受損監視系統或信號臺瞭望，瞭解港區災情現況，必要時

指派人員到港巡查回報災情。 

3. 因應港區救災需要，針對影響救災之受損道路，實施緊急搶通佈設。

清查港區工作船舶狀況，必要時以船舶載運搶救人員、設備。 

4. 除臺中港務消防隊、臺中港務警察總隊配合救災外，應擴大支援系統

聯繫，如第三海巡隊、空勤總隊、臺中市環保局以及電力、自來水及

醫療救護相關單位派員到場協助配合支援救災等。必要時請其向所屬

上級機關（消防署、警政署、海巡署）尋求協助，或轉向國家搜救指

揮中心支援。 

（二）作業場所 

      緊急應變小組原則仍設於本分公司 2 樓（或 6 樓簡報室），如因該樓

層受損，視狀況擇定港區第二指揮中心，或港區外替代指揮中心。

確保指揮中心運作，應於平日設置必須之通訊、資訊等設備，應變

期間之食物、飲用水等調度機制，以及停電時也能維持應變之正常

運作。 

（三）任務分配 

1. 災害搶救組（臺中港務消防隊、港務處、棧埠事業處、勞安處、現場人

員、區域聯防廠）：洩漏圍堵、消防搶救。 

2. 災害搶修組（船機處、工程處、現場人員、區域聯防廠）：切斷氣源、

搶修、港區設備搶修、船舶緊急拖離。 

3. 災害辨識組（勞安處、臺中港務警察總隊、政風室、現場人員、區域聯

防廠）：災情偵測辨識、事故調查、災後勘查與復建評估。 

4. 安全管制組（臺中港務警察總隊、現場人員）：分區警戒、人車管制、

疏散引導、災後清點。 

5. 醫療防護組（臺中港務消防隊、勞安組）：現場救護、緊急送醫、家屬

通知。 

6. 後勤支援組（秘書處、現場人員）：物料補給、車輛調度。 

7. 聯絡組（監控中心、現場人員、應變人員或關係廠商代表）：陳報與通



報。 

8. 公關組（秘書處）：災情解說、發布新聞。 

（四）作業流程 

1. 接獲港區二次災害事故通報，監控中心除報告港務長、港務處處長轉

報總經理、主任秘書、總公司外，應優先迅速通報臺中港務消防隊、

臺中港務警察總隊勤務指揮中心前往現場救災，實施現場警戒、秩序

(治安)維持，並與本分公司監控中心相互通報保持聯繫。 

2. 發生災害之現場作業單位，應先執行緊急應變，並通報鄰近區域聯防

或相互支援協定單位及臺中港務消防隊、臺中港務警察總隊勤務指揮

中心及本分公司監控中心支援救災。 

3. 應變任務編組之動員，依本分公司災害防救業務計畫規定暨各單位災

害處理程序，執行應變任務。 

（五）火災爆炸處置方案 

1. 在事故現場上風處成立指揮所，依事故範圍進行熱區、暖區、冷區警

戒管制區隔。 

2. 在事故地點附近警戒，以水霧降低空氣中氣體或有機蒸氣濃度，掩護

其他救災人員。 

3. 關閉洩漏來源，在安全狀況下設法止漏，必要時關閉相關進料、泵等

設備。 

4. 若為儲槽設備之破裂損壞致嚴重洩漏時，應判斷是否進行移槽作業。 

5. 若火災區域接近碼頭船席，通知船方警戒防護。開啟碼頭消防設施，

並聯繫消防船、拖船執行船舶緊急拖離程序。 

（六）毒化物外洩處置方案 

1. 發生有毒物洩漏之作業單位、人員，即應採取迅速有效之緊急應變措

施，防止災害擴大，並立即通報本分公司、臺中環保局及環保署中區

環境毒災應變隊協助處理。 

2. 應變處理小組應先瞭解洩漏地點、時間、物質類別、洩漏型態、規糢，

並藉由氣象站與物質安全資料表研判其毒性影響區域、可能擴散型態

與範圍及有否疏散之必要。 

3. 航管中心通知鄰近船舶警戒防範，必要時先行緊急出港。 

4. 災害現場應變應選定上風處或足供掩護之適當地點成立指揮中心，並

將現場區域管制區隔，應變人員均需配帶合適的防護具，無防護具或

非救災人員禁止進入或在事故地點下風處；如儲存設備變色或發出聲



響時，應變人員得先撤離現場，避免爆炸危險。 

5. 如初期或於應變過程中發生持續洩漏，經判斷有疏散必要時，依本分

公司「各類災害應變作業程序」中緊急避難作業之一、就地掩蔽程序或

緊急避難作業之二、人員疏散程序辦理。以風向切線（垂直）方向疏散，

以迅速離開羽狀擴散範圍。指派救護船至指定碼頭緊急救援人員及大

型交通車至救護船返回地點載運人員。並建議或請求協調外界救災或

諮詢單位之支援或進行大區域之疏散。 

6. 應變人員在可能範圍內進行止漏、搶救，必要時遵守指示撤離，各相

關管制站人員配帶防護具指揮對外疏散之交通並管制人員進入。  

（七）海難處置方案 

1. 監控中心於接獲港區外海難救助電信後，立即通報航港局中部航務中

心處理。如有人員救援需求，並複式通報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

海巡署第三海巡隊、臺中港務消防隊救援。 

2. 監控中心接獲港內船舶發生失火、爆炸等海難通報，迅速通知（報）臺

中港務警察總隊、臺中港務消防隊、海巡署第三海巡隊及本分公司港

勤中心等相關單位，指派消防車、船立即出勤救援。 

3. 監控中心（必要時由航港局中部航務中心協助）通知船舶所有人或船務

代理公司並與其保持聯繫，視後續情形再行轉報。如為漁船，通知臺

中區漁會漁業電台。 

4. 航管中心通知附近航行船舶加強注意航行安全，並儘可能前往協助救

援。如為港內海難事故，航管中心通知引水人及附近船舶加強安全防

範或依指示移泊。 

5. 港內船舶發生海難事故，船方應採取最有效之緊急應變措施，防止災

害擴大，並通報船務代理公司及本分公司監控中心。 

6. 靠泊碼頭作業船舶發生海難事故，裝卸作業單位應依緊急應變程序採

取緊急應變措施，防止災害擴大。 

7. 化學品或油輪船舶於港內發生海難事故，應採取緊急措施出港，以免

造成港內嚴重災害。 

8. 船舶海難地點位於港區防波堤外附近海域時，本分公司港勤中心所屬

拖船應予備便，在港外海氣象狀況為風力 5 級以下，且事故地點距本

港防波堤 3 浬以內之情況下，經船舶所有人或其代理公司委託處理時，

由港勤中心簽奉港務長核准後執行拖救作業，費用則依臺中國際商港

港埠業務費費率表加倍(港內 2 倍，港外 4 倍)向委託人收取。 

9. 港區外發生船舶無動力（含平台船）漂流事故，應通報海巡署第三海巡



隊、航港局中部航務中心、船舶所有人或船務代理公司緊急處置，防

止災害擴大。 

10. 發生海難事故船舶經研判為「危險沉船或漂流船」者，為確保其他船隻

航行安全，航管中心即刻以 VHF 廣播及 AIS 簡訊，並轉報航港局中部

航務中心發布航船布告，警示其他船舶航經該水域時注意避讓以維航

行安全。 

八、其他災害應變： 

（一）海洋油污染處置方案 

1. 勞安處接獲港區範圍內水域遭致油污染之資訊通報時，若屬不明油污

染，立即通知契約廠商派員緊急處理並採樣、照相或攝影蒐證，以為

日後索賠之依據。 

2. 視油污染危害情形，依應變層次成立緊急應變小組。 

3. 督促污染行為人、船東（或船務代理公司）委請民間海事工程機構，

立即採取抽除油污，視油污染海域風向、海象，佈設防止油污染擴散

之除污器材（攔油索、汲油器、吸油棉等），採取堵漏及水面浮油回

收等緊急應變措施，並動用相關人力、機具，以防止油污之擴散。 

4. 若污染行為人無立即處理措施時，由本分公司緊急代為清除處理，所

需費用由污染行為人負擔。 

5. 請港務消防隊派人、車至現場戒備。 

6. 請臺中港務警察總隊派員負責現場安全管制。 

7. 現場應變指揮人員隨時將處理狀況通報應變小組，通報有關單位。 

8. 遇情況危急，研判必須提升應變層級時，立即通報交通部、環保署、

海巡署等儘速調派人員、污染防治設備及車船支援清除作業。 

（二）船舶碰撞處置方案 

    1.港內船舶發生碰撞事故，船長、引水人應採取緊急應變措施，防止災

害擴大，並通報船務代理公司及本分公司監控中心。 

2.本分公司監控中心、港勤中心、船機處、臺中港務消防隊及臺中港務

警察總隊勤務指揮中心等相關單位派消防車、船、港勤船舶進行緊

急處理。 

3. 航管中心以 VHF 及 AIS 通知附近船舶加強安全防範。 

4.船舶碰撞有破裂進水情況發生時，應迅速與船機處聯繫搶救，船機處

備便切割焊補工具、堵漏器材，港勤中心備便抽水機儘可能協助進

行堵漏抽水搶救。 



5.視災情狀況，通報海巡署第三海巡隊或其他港區民間業者協助支援救

災，必要時並通報國家搜救指揮中心協助支援。 

九、災後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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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與相關業者之支援協定，並通報總公司、交

通部。 

（二）搶救與搶修 

1. 現場災情處理應以人員安全為優先考量，清查港區如有不穩定設施

（備），應即妥善清除。或列出損害情形與設備清單報告指揮官，並

做搶修復原方案建議。 

2. 港區內土木建築設施設施、翻覆船舶有坍塌或危及人員安全之慮時，

各權責部門及單位應予緊急搶修或拖離或警戒封閉、交通管制或採取

其他緊急措施，並向監控中心通報。 

3. 初步搶修作業以排除可能構成危險情況為優先，如可能造成再次火災、

有害物洩漏之威脅等設備，必要時相關人員以移動式偵測器檢測災

區。 

4. 通報醫療、電力、自來水、電信等相關單位支援搶救(修)，必要時並

通報國家搜救指揮中心、臺中市政府、國軍單位協助救援。 

5. 臺中港務警察總隊加強管制、防範破壞，維持港區治安與秩序。災變

現場施行警戒，防止非復原作業人員進入。 

6. 臺中港務消防隊啟動重大人員傷亡救援醫療系統。 

7. 航路標誌破損或流失時，應迅速修復，必要時應補設緊急標誌，並發

布航船布告。 

8. 督導港區石化廠與危險物品設施業者，為防止爆炸及有害物外漏等再

次發生，應進行設施緊急檢測、補強措施。有發生爆炸之虞時，應立

即通報相關機關，並進行環境監測等防止污染擴大之措施。 

9. 配合衛生部門辦理港區消毒防疫等措施，避免感染疫情。 

10. 災後由本分公司發言人制度統一發布新聞稿。 

（三）復建： 

1. 工程、業務部門組成勘查小組彙整災情(棧埠及港區各公司災情由業

務部門負責彙整)，向本分公司緊急應變小組提出災情報告，並報告



總經理、主任秘書、總工程司、港務長、總公司。 

2. 對港區損壞建築物或構造物，應即行或委託專業技術人員，進行危險

度鑑定、拆除或補強措施。 

3. 港埠設施、機具、電力、通訊、打撈等，工程單位應以本分公司現有

人力及機具設備能量可以辦理者應立即迅速辦理。如災情重大無法自

行辦理者，以緊急招商進行復建。其優先順序：  

（1） 航道、導航設施、碼頭、港勤機船  

（2） 道路、橋樑、水電設施  

（3） 裝卸機具、倉庫、浮筒、防波堤 

4. 海嘯導致港埠作業全面癱瘓時，由本分公司協助滯港船舶駛往其他商

港停靠作業。通知近期擬進出港船舶延期、改期或取消。 

5. 與各港及中國驗船中心成立鑑定小組，協助業者鑑定船損狀況。 

十、演習與訓練： 

定期辦理複合式災害防救演習、訓練，模擬各種狀況，並結合國軍資源與

救災志工組織，以強化應變處置能力，並於演練後檢討評估，供做災害防

救之參考。 

十一、本計畫未規定者依本分公司災害防救業務計畫辦理。 

十二、附件一：臺中港務分公司複合式災害應變流程圖。 

十三、附件二:  臺中港務分公司複合式災害通聯表。 



附件一 臺中港務分公司複合式災害應變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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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疏散組：港警總隊、消防隊、

秘書處、棧埠事業處、現場人員 

災害搶修組：船機處、港務處、工

程處、棧埠單位、現場人員 

 

災害辨識組：港警總隊、勞安處、

政風處、工程處、港務處、棧埠單

位、現場人員 

災害搶救組：消防隊、勞安處、港

務處、棧埠事業處、棧埠單位、現場

人員 

醫療防護組：消防隊、勞安處 

後勤支援組：秘書處、現場人員 

災況解

除 

棧埠作業組：港務處、棧埠單位、

現場人員 

公關組：秘書處 

協調官 

監控中心編撰簡訊、傳真

通報上級及相關機關(構) 
成立緊急應變小組 

分區警戒、人車管制、疏散廣播 

疏散引導、災後清點、必要時撤

離 

 

災情偵測辨識、事故調查 

船舶碰撞事故調查、災況存證 

災後勘查與復建評估、必要時撤 

 

 

離切斷氣源、港區設施（備）搶

修港勤船舶、機具、電力搶修 

 

洩漏圍堵、消防搶救、事故搶救                             

環境清潔與消毒、船舶緊急拖離 

漂流物處理、必要時撤離 

 

現場救護、緊急送醫、家屬通知 

 

物料補給、器材、車輛調度 

裝卸調度、緊急移泊 

                                                     

海上交通管制 

    

                                                  

災情解說、發布新聞 

媒體記者採訪接待 

是 

否 

火災、爆炸 

洩漏 

海難 

船舶碰撞 



附件 臺中港務分公司複合式災害通聯表 
通報單位 辦公室電話 傳真號碼 

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 02-89114211 轉 9069 02-89127160 

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 0800-119119 02-81966736-7 

交通部 24 小時複式通報窗口 02-23492883 02-23492886 

交通部航港局(港區災害) 

交通部航港局(海難通報) 

緊急應變小組成立後： 

02-89782580 

0972-762608 

02-89782563 

02-27058701 

02-27018491 

02-27018491 

交通部航港局中部航務中心 04-23690700 04-26580302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07-5219000 轉 422、418 07-5219853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勞安處緊急應變小組） 
07-5210673 07-5219853 

臺中港務分公司監控中心 
04-26562164 

04-26642327 

04-26572300 

臺中港務分公司勞安處 
04-26642308 

04-26642409 

 

臺中港務警察總隊勤務指揮中心 04-26562394 04-26569447 

臺中港務警察總隊 04-26562394 04-26569447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 
02-22399235 

02-22399228 

02-22399271 

海巡署第三岸巡總隊 
04-26582545 轉 630900 

              630910 
04-26584285 

海巡署海洋巡防總局第三海巡隊 

04-26572782 轉 9 或 14-15 

04-26572783 

04-26572784 

海巡署海岸巡防總局中部地區巡防局 

04-26575048 04-26584285 



                     

 單位名稱 電話 傳真 

  

 

 

 

機 

 

關 

 

、 

 

機 

 

構 

內政部消防署 
02-81959119 轉 0 

02-89114119 
02-81966740 

臺中港務消防隊 
04-26572480 

衛星電話 00873-762548415# 
04-26576430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 

救災救護指揮中心 

04- 23811119 

衛星電話 00873-762548410# 

災害管理科 

04- 23820627 

04-23820675 

04-23826880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第四大隊 04-26320119 04-26313119 

清水消防分隊 04-26265119 04-26266880 

梧棲消防分隊 04-26562540 04-26573465 

沙鹿消防分隊 04-26314471 04-26520217 

龍井消防分隊 04-26352894 04-26352361 

大肚消防分隊 04-26992064 04-26998755 

台中關聯合緝私協調小組 04-26569707 04-26569709 

台北任務管制中心 02-25450214 02-25046284 

基隆海岸電台 02-24241912-5 
02-24241918 

02-24243524 



 單位名稱 電話 傳真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02-23113197 

02-23117722 
02-23899860 

行政院環保署中區環境事故

專業技術小組-臺中隊 

0800-899690 

04-25689082 

04-2568-8367 

04-2568-4546 

臺中市政府環保局 
報案專線 04-22291748 

04-22289111 轉 66336 
04-22291755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漁

船海難災害緊急聯絡電話） 

02-33437260 

0921-998-995 

 

02-23416286 

臺中區漁會 04-26571586 04-26571589 

臺中區漁會漁業電台 04-26564865 04-26572049 

臺中市政府漁業及海岸資源

管理所 

04-26581940 

04-26566494 

04-26581941 

04-26561777 

梧棲區區公所 04-26564311 04-26574040 

作戰三中隊 04-26567701 
 

臺中市船務代理商業同業公
會 

04-26568471 04-26572497 

大漢海事公司 
04-26561747-9  

中華全球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04-26308824～6 04-26308827 

益州及台灣燃油股份有限公
司 

04-26579815  

南榮倉儲股份有限公司 
04-26563452  

 
眾信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4-26571215  



 

 

 

 

西

碼

頭

區

域

聯

防

公 

司 

、 

行 

號 

台電台中火力電廠 04-26302123 轉 1211、1411 04-26398971 

匯僑公司 
04-26390991-2 

04-26307374 
04-26390993 

長春公司 
04-26390736 

037333227 
04-26390785 

和勝公司 
04-26390850 

04-26390851 
04-26390832 

永聖公司 
04-26390837、8 

02-25167189 
04-26390839 

億昇公司 04-26390977 04-26390951 

宏恕公司 04-26390936 04-26390938 

中油台中港供油中心 
04-26302275 

04-26302278 
04-26303036 

中油台中液化天然氣廠 
04-26303427 

04-26380739 轉 505 
04-26308702 

民興公司 04-26300610 04-26398027 

中華全球公司 04-26308826 04-26308827 

中美和公司 04-26307443 04-26307442 

貝民 04-26380651 轉 331 04-26380853 

台肥 04-25218588 轉 201、501  04-26305618 

 



 

醫院名稱 電話 傳真 

衛生署中區醫療緊急應變中心 
04-23500199 

0921043160 
04-23501110 

台中榮民總醫院 04-23592525 04-23595046 

台中榮民總醫院急診部 04-23592525-3610 04-23594065 

童綜合醫院 04-26581919  

童綜合醫院-急診部 分機 50150 04-26568493 

光田醫院 
04-26625111 

04-26625119 
 

光田醫院-急診部 分機 2175-77 04-26656518 

台中醫院 04-22294411 04-22229517 

台中醫院-急診部 分機 2165 04-22240906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04-22052121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急診部 分機 5166 04-22338482 

彰化基督教醫院 04-7238595 04-7232942 

彰化基督教醫院-急診部 分機 5191~3 047-295992 

林口長庚醫院急診醫學科 03-3281200-2143 03-3287715 

臺大醫院新竹分院 03-5326151-8660 035-322140 

三軍總醫院急診部 02-87927018  

備註： 

1. 表列醫院為化災急救責任醫院，並設有燒燙傷加護病床及具除污

處理能力之醫院。 

2. 林口長庚醫院急診醫學科、臺大醫院新竹分院、三軍總醫院急診

部三家醫院屬北區化災急救責任醫院，其餘屬中區化災急救責任

醫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