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政府 108 年度自行研究報告

研究機關：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研究人員：羅億田、王駿逸、郭乃嘉、柯昭寬
研究期程：108年 1月 1日至108年 12月 31日

災害應變中心前進指揮所與消防救災指揮
站聯合運作機制之研究－以新北市為例 





新北市政府 108 年度自行研究成果摘要表

計 畫 名 稱 災害應變中心前進指揮所與消防救災指揮站聯合運
作機制之研究－以新北市為例 

期 程 108 年 1 月 1 日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

經       費 報告書印製費 665 元。

緣 起 與 目 的

緣起：

本市目前災害應變可分為市府災害應變中心(以下簡

稱 EOC)及前進指揮所、區公所 EOC 及前進指揮所、

消防局救災指揮站等編組分別運作，然而實務運作

上有下列問題：

一.本市 EOC 編組與前進指揮所編組方式不同，

可能造成進駐人員（特別是新進人員）混淆。

二.消防局災防三科既為 EOC 主要幕僚，也是前

進指揮站的幕僚﹔而救災指揮站則為大隊及

來自其他科室的應變小組負責運作。因此發生

較大的災害，同時會有市級及區級 EOC 與前

進指揮所、消防局救災指揮站等 5 個應變編組

運作，特別是災害現場，有市級及區級前進

指揮所及消防局救災指揮站，現場災害現場

指揮應為市府、區公所或消防大隊長擔任?各

編組應如何合作與分工?資訊如何同步分享及

相關訊息如何傳遞?皆需再進一步釐清。

目的：透過文獻蒐集、災害現場實地觀察、訪談等方

法，檢視本市現行災害應變相關體系與運作機制，

在現有的基礎上，參考國內外相關作法，對本市現

行機制提出修正建議。 

方 法 與 過 程
一. 文獻分析法：蒐集 EOC 及 ICS 相關論文及研究

資料，了解國內外之體系與運作機制，以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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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規劃參考。

二. 個案分析：以本市實際災例，分析其應變過程
遭遇到的問題，以及可精進的方向。

三. 焦點團體法：在本研究最主要目的在於盡可能
找出提升合作之方案，或相關精進方式，又因
此類之研究不甚多，故採用具探索目的之焦點
團體法，盡可能找出各種可能之方法 。

研究發現及建議

研究發現：

綜上可知，新北市災害應變中心前進指揮所與消防

局救災指揮站之間的聯合運作，尚有下列問題「未

有明確規範二者之合作方式」、「現行組織設計未依
循單一指揮原則」、「實務上運作關係錯亂」等問題。

實際參與應變的人員對於前進指揮所與救災指揮站

合作提升的期待，包括：「災前釐清責任與任務」、

「災前建立共通性表單」、「建立聯繫窗口」、「重要訊

息流通與溝通協調」、「新聞輿情的處理」、「災後落

實檢討並定期辦理教育訓練及演習」等。

政策建議：本研究提出的政策建議可分為短期與中

長期的作法。

一. 短期可行的作法：明確訂定災害應變中心前

進指揮所與消防局救災指揮聯合運作機制、雙方

共通表單的確立、建立災害應變分級訓練制度、

人員關係的建立。

二. 中長期可規劃實施的作法：整併消防局應變

小組及災害應變中心輪值人員，成立災害應變

隊、 建立應變分級制度。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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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摘要 

新北市由於交通便利、腹地⼤、⼈⼝多，隨著⼯商業蓬勃發展，

⼤量就業機會吸引外地⼈⼝移⼊，⼈⼝快速成⾧已有約 400 萬，佔全

國 17%，且災害潛勢多元涵蓋⼟⽯流、地震、核災、積淹⽔等等，故

新北市在這兩⼤因素(⼈⼝、災害潛勢)下，對於災害防救的投⼊是有

絕對之必要性，尤其在災害發⽣時的應變體系是⾮常重要。⽽近年新

北市災害應變團隊經歷了數場全國矚⽬的重⼤災害，包含復興空難、

⼋仙粉塵暴燃、蘇迪勒颱⾵等，在這些災害中市府團隊應變效能受到

全國肯定，易累積相當經驗。在這幾場災害中皆有成⽴災害應變中⼼

前進指揮所及救災指揮站，為精益求精，提升⼆者之合作實有必要，

在合作更佳化時，必能促使災害現場應變效能更上⼀層樓。 

本研究亦針對⼆者規定及過往災例運作重新檢視，以找出提升合

作之⽅案，也參酌美國事故管理隊之概念給予⽬前現場應變體系借鏡。

另外本研究透過圖克曼團隊成⾧模型(Tuckman’s model)理論，搭配

前進指揮所及救災指揮站運作⼈員之焦點座談，藉此提出在模型中各

階段可⾏的促進合作⽅式。 

經相關彙整⽐對，本研究發現⽬前體制上仍有未有明確規範⼆者

之合作⽅式、現⾏組織設計未依循單⼀指揮原則、實務上運作組織關

係錯亂等問題，⽽本研究亦對提升⼆者合作有以下建議，短期⽅向包

含災前釐清責任與任務、災前建⽴共通性表單、建⽴聯繫窗⼝、重要

訊息流通與溝通協調、新聞輿情的處理、災後落實檢討並定期辦理教

育訓練及演習等，中⾧期⽅向包括成⽴災害應變專責隊、以及制訂應

變分級制度，冀希於這些⽅向努⼒，未來能有效提升災害現場應變效

能，提供新北市更有⼒的應變體系，讓民眾更加安全。 

關鍵詞：前進指揮所、救災指揮站、應變體系、圖克曼團隊模型、

組織合作 

 

 



 ii 

  



 iii 

目錄 

第⼀章 緒論 ⼀-1 

第⼀節 研究背景及動機 ⼀-1 

第⼆節 研究⽬的及問題 ⼀-3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4 

第⼆章 ⽂獻回顧與研究⽅法 ⼆-1 

第⼀節 ⽂獻回顧 ⼆-1 

第⼆節 研究⽅法 ⼆-26 

第三章 新北市災害應變個案分析 三-1 

第⼀節 2019 年板橋氣爆 三-1 

第⼆節 2015 年⼋仙塵燃 三-4 

第三節 2015 年基隆河復興空難 三-5 

第四節 2015 年蘇迪勒⾵災 三-7 

第四章 研究分析 四-1 

第⼀節 災害應變中⼼前進指揮所與救災指揮站之定位 四-1 

第⼆節 雙⽅運作合作之期待 四-2 

第三節 美國事故管理隊之運作借鏡 四-8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五-1 

第⼀節 研究發現 五-1 

第⼆節 政策建議 五-3 

第三節 後續研究建議 五-4 

第六章 參考⽂獻 六-1 

 

 

 

 

 



 iv 

圖⽬錄 

圖 ⼀-1 研究概念圖 ......................................................................................................... ⼀-3 

圖 ⼆-1 圖克曼團隊發展各階段概念圖 ..................................................................... ⼆-3 

圖 ⼆-2 AHIMT 組織架構圖 ........................................................................................ ⼆-26 

圖 ⼆-3 研究流程圖 ....................................................................................................... ⼆-30 

圖 三-1 災害處理情形照⽚ ............................................................................................ 三-3 

圖 三-2 0627 ⼋仙塵燃救災出勤時序圖 ...................................................................... 三-4 

圖 三-3 復興航空⾶⾏軌跡與時序圖 .......................................................................... 三-6 

圖 四-1 現⾏規定災害現場應變組織關係圖 ............................................................ 四-1 

 

 

 

表⽬錄 

表 ⼆-1 本研究探討圖克曼發展模型對⽐前進指揮所及救災指揮站發展架

構⼀覽表 ............................................................................................................ ⼆-28 

表 四-1 本研究訪談結果彙整表 .................................................................................... 四-3 

 

 



 一-1 

第⼀章  緒論 

第⼀節 研究背景及動機 

臺灣因地理與地質因素，地震及颱⾵發⽣頻繁，⼟⽯流災

害及⽔災潛勢地區遍及全島，氣候變遷引起的極端天氣將加劇

災害發⽣之頻率及規模 （⾏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1，2012）。新

北市由於交通便利、腹地⼤、⼈⼝多，隨著⼯商業蓬勃發展，⼤

量就業機會吸引外地⼈⼝移⼊，⼈⼝快速成⾧，⾄ 2019 年 5 ⽉，

新北市 4,003,297 ⼈，佔全國總⼈⼝數(23,589,870 ⼈)17%，為全

臺灣⼈⼝最多的縣市，其中鄰近臺北市的中和、永和、三重、板

橋、蘆洲、新莊等 6 區，⼈⼝密度⾼達 23,731 ⼈/平⽅公⾥，全

市約有 78%⼈⼝集中在 10 個區，這些⼈⼝集中的區，另外相較

郊區之⾏政區如平溪、雙溪、貢寮、萬⾥、⾦⼭、⽯⾨等，有不

同的地理環境及⼈⽂狀況，因此造就新北市多型態災害潛勢。

新北市近年經歷了復興空難、⼋仙粉塵暴燃、蘇迪勒颱⾵等災

害，都有同時開設災害應變中⼼前進指揮所（以下簡稱前進指

揮所）與救災指揮站之運作，新北市政府在此模式擁有豐富的

運作經驗，其經驗值得探討。⽽且為了提升未來整體應變效能，

深⼊討論兩者之間的互動作業亦有其必要性。 

再者，新北市之地震災害潛勢，曾假定⼠林地區發⽣芮⽒

規模 6.9、震源深度 8 公⾥、破裂⾧寬 56 公⾥乘 20 公⾥之地震

境況模擬，發現可能造成 138 棟 8 樓以上建築物全倒2。以新北

市如此的災害⾵險，對於有效的災害應變機制之整備有絕對必

 
1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已於 2014 年 1 月 22 日與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合

併改制為國家發展委員會。 
2 新北市政府（2015）新北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104 年 5 月核定版，取自於

http://www.dsc.ntpc.gov.tw/home.asp?Pager=BoardB.asp&Kind=10105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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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因此期待藉由本研究探討⼆者聯合運作，以強化災害應

變效能，提升本市⾯對重⼤災害。 

當災害應變中⼼前進指揮所與救災指揮站都成⽴時，最重

要⽬標是提升災害整體應變效能，⼆者之間有很多相互影響的

⾯相，在災害應變體系中，不同組織之間會有許多影響⾯向，皆

是本研究可以參考討論，例如前進指揮所對於救災指揮站可協

助現場所需資源調度之協調; 救災指揮站對於前進指揮所也有

許多災情回報的責任，這些關係都會直接或間接影響災害的應

變，可⾒應變體系的組織間在災害應變期間的互動關係⼗分重

要。 

另外從上述新北市災害案例，都屬於單點災害，故由新北

市災害防救辦公室⼈員（也是主導應變中⼼的⼈員）親赴現場

協助前進指揮所運作，但應變中⼼與前進指揮所的互動仍然複

雜操作不易，更何況若發⽣⼤規模災害需成⽴數個前進指揮所

時，災害防救辦公室⼈員尚需進駐災害應變中⼼，難以派駐到

各處協助前進指揮所應變，且依據新北市災害應變中⼼前進指

揮所作業規定3，新北市政府前進指揮所規定係由「災害防救辦

公室⼈員」前往現場負責「運作」⼯作，所以藉由救災指揮站的

輔助，有機會舒緩前進指揮所之相關運作壓⼒故災害應變中⼼

前進指揮所與救災指揮站之聯合運作對於未來廣域規模災害應

變有所幫助。綜合以上原因，將以提升⼆者合作運作作為研究

⽬標，並利⽤圖克曼團隊形成模型(Tuckman’s model)之理論，

將⼆者視為市府團隊⼀體運作，並透過團隊形成過程探討⼆者

可促進合作之⽅式或⼿段。 

 

 
3 新北市災害應變中心前進指揮所作業規定（2017 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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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節 研究⽬的及問題 

透過⽂獻蒐集、災害現場實地觀察、訪談等⽅法，檢視本市

現⾏災害應變相關體系與運作機制，在現有的基礎上，參考國

內外相關作法，對本市現⾏機制提出修正建議。預期透過本次

研究探討災害應變中⼼前進指揮所與消防救災指揮站各⾃之⾓

⾊定位與責任、探究⼆者⽬前災害運作時，相互間牴觸及依賴

之事項、提出促進⼆者合作順暢及整體運作效能之⽅法及⼿段。 

研究概念圖如下所⽰： 

 

圖 ⼀-1 研究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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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以新北市之災害應變組織為範疇，研究結果⾮以全

國各縣市為考量，另同時於災害現場架設前進指揮所及救災指

揮站之模式，僅限於近幾年之災例，故研究案例⾮涵蓋歷史所

有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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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  ⽂獻回顧與研究⽅法 

第⼀節 ⽂獻回顧 

壹、 圖克曼團隊形成模型(Tuckman’s model) 

⼼理學教授家布魯斯圖克曼(Bruce Tuckman)在 1965 年提出

團隊的成⾧模型4，從初期沒效率且混亂的團隊成⾧到發揮功能，

當時提出這個過程是由 4 個階段構成的模型，分別是形成期

(Forming) 、 震 盪 期 (Storming) 、 規 範 期 (Norming) 、 表 現 期

(Performing)，另在 1977 年時修正模型增加了第 5 個階段散會期

(Adjourning)5(Nestor, 2013)。⽽以災害現場應變組織⼀體概念，

將前進指揮所與救災指揮站視為⼀團隊，從接獲相關資訊、到場、

架設、⼈員進駐運作、磨合、模式形成、發揮效果、解除返隊等，

其過程與圖克曼團隊形成模型相符，故可透過此模型探討現場運

作，⽽各階段說明如下(Wilson, 2010)： 

⼀、 形成期（Forming） 

在初期團隊成員會仰賴領導者，並且只依據領導者指⽰⾏動，

成員相互間保持⼀定距離，在這個階段彼此不信任，處於保

守觀望態度，甚⾄個⼈過往經驗會形成團隊包袱，會以個⼈

經驗看待團隊運作。另外團隊核⼼⽬標尚未明確，無法有⼀

致⽅向運⾏。 

 
4 Carol Wilson (2010) BRUCE TUCKMAN’S FORMING, STORMING, NORMING & 

PERFORMINGTEAM DEVELOPMENT MODEL. Retrieve from 

http://sst7.org/media/BruceTuckman_Team_Development_Model.pdf 
5 Rebecca Nestor (2013) Bruce Tuckman’s Team Development Model. Retrieve from 

https://www.lfhe.ac.uk/download.cfm/docid/3C6230CF-61E8-4C5E-

9A0C1C81DCDEDC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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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盪期（Storming） 

此時期團隊成員由觀望轉成重視個⼈感受，希望個⼈受到尊

重、反抗團隊約束，另也可能會發⽣次團體形成，⽽有⼈會

被孤⽴，此時對團隊領導者是很⼤的挑戰，並須調合團隊內

部運作、排除紛爭，⽽衝突紛爭的產⽣除了來⾃重視個⼈感

受外，可能來⾃於團隊成員內有⼈想爭取主導權，還有對於

團隊⽬標認知不同，可能造成運作效能⽐形成期更為不佳。 

三、 規範期（Norming） 

要到達此時期要耗費許多不少⼒量，不過開始有團隊凝聚⼒

(Group cohesiveness)產⽣，逐漸清楚各⾃職責及⾓⾊，且各

⾓⾊的關係逐漸明朗化。另此階段也開始建構團隊問題解析

⽅式及團隊決策模式，也會發展出相對成熟的⼯作互動模式。 

四、 表現期（Performing） 

此階段如同⼀具磨合完成的引擎，可以開始全⼒輸出，團隊

開始能⾃主⾏動，無須由領導者⼀⼀帶頭，領導者只需要在

⼀旁監視，團隊已可以⾃主創造成功。⽽團隊內成員互動則

更上⼀層樓，成員間可以出現良性競爭、相互提升，成員間

也可以有進⼀步互動，像是相互幽默開玩笑等。 

五、 散會期（Adjourning） 

進⼊此階段表⽰某個專案或任務已經要結束了，如果在前⾯

4 個階段發展的很好，成員間會有連結，在團隊結束任務時

成員會回顧過往運作，⽽這些經驗也會影響新加⼊成員。當

有新的⽬標進⼊，成員可能會調整，團隊也會重組進⼊新的

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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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圖克曼團隊發展各階段概念圖 

 

貳、 促進團隊合作運作之⽅法 

在組織⾏為學、專案管理或相關管理科學相關知識有許多技

巧或⽅法(Tips)提升團隊運作6，⼜本研究以圖克曼團隊形成模型

作為討論架構，故找出各階段之促進⽅式： 

 
6 Project Management Institute (2017) A Guide to the Project Management Body of 

Knowledge–Sixth Edition. Pennsylvania: Project Management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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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成期（Forming）的促進⽅法 

因此階段對於團隊內部的定位不明，故領導者應與內部成員

相互傾聽，藉此降低彼此的隔閡，讓彼此認識及可以破冰，

加速團隊成員間連結。另外領導者應說明整體任務願景，以

及對於成員的⼯作期待，清楚整體⽬標，讓團隊整體明確知

道前進之⽅向，加快成員進⼊狀況的速度。 

⼆、 震盪期（Storming）的促進⽅法 

此階段可以開始建⽴基本的規則，領導者應適時安排⼯作或

任務。⽽此階段成員可能會表達不同意⾒，但領導者要避免

成員以負⾯情緒表達意⾒，並盡可能⿎勵成員各⾃願意努⼒

的⽅向，不應⼀昧壓抑成員表現。 

三、 規範期（Norming）的促進⽅法 

建⽴例⾏討論或開會機制，讓成員有⼀些固定的⽅式互動，

並持續調整或形成成員穩定的⼯作型態。⽽領導者可以⿎勵

成員針對問題⾃⾏提出解決⽅案，⽽不是領導者直接給予指

令，讓團隊逐漸養成獨⽴之能⼒。 

四、 表現期（Performing）的促進⽅法 

此階段可以設定⼀些⿎勵及獎勵機制，刺激團隊有更好的表

現輸出，相對的沒有合理之獎勵機制，對於未來下⼀個週期

之專案或任務來說，團隊運作會⾯臨挑戰，無法信服成員，

另外領導者可以⿎勵成員發揮創新能⼒，在每次專案或任務

中幫助團隊精進。 

五、 散會期（Adjourning）的促進⽅法 

設法建⽴未來合作意願，讓成員未來合作上有正⾯的看法，

提⾼下⼀次合作意願，在下⼀輪專案或任務中可以加快磨合。

新成員的加⼊時可以有經驗傳承之機制，像是教育訓練等，

協助執⾏下⼀輪專案或任務的新成員可以更快上⼿。檢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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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專案或任務執⾏過程是否有應檢討之事項，提供下⼀輪專

案或任務之參考。最後⿎勵團隊成員⾟勞付出，讓成員的貢

獻可以讓相關的⼈知道。 

參、 災害應變中⼼前進指揮所7
 

⼀、依據 

依新北市各級災害應變中⼼作業要點第六條規定。 

⼆、⽬的 

為即時掌握新北市(以下簡稱本市)重⼤災害現場災情狀況，強化執⾏

各項應變措施效能，期以開設新北市各級災害應變中⼼前進指揮所

(以下簡稱前進指揮所)，能就近統籌、監督、協調、指揮、調度及處

理相關應變救援作業，有效處理災害現場狀況。 

三、適⽤對象 

(⼀)本市各區災害應變中⼼(以下簡稱各區中⼼)。 

(⼆)新北市災害應變中⼼(以下簡稱本中⼼)。 

四、啟動時機 

(⼀)各區中⼼為協助災害現場搶救或復原作業，如有下列情形，應主動

⾄災害現場成⽴區級前進指揮所，以就近聯繫、協調與整合相關編

組投⼊救災⼯作: 

1.有⼈員死傷之虞，且災情可能持續擴⼤者。 

2.具新聞性或輿論性質案件。 

(⼆)災害現場如有下列之情形，本中⼼應主動⾄災害現場成⽴市級前進

指揮所或協調成⽴區級前進指揮所，以就近聯繫、協調與整合相關

編組投⼊救災⼯作: 

1.災害規模⼤，無法短時間內處置者。 

2.發⽣重⼤災害且區公所無法獨⽴處置災情時。 

3.涉及⼆個⾏政區以上，需市府協調處理之案件。 

五、指揮官及副指揮官 

前進指揮所置指揮官⼀⼈，綜理前進指揮所相關作業；副指揮官若⼲

⼈，襄助指揮官處理相關事宜。擔任層級如下： 

 
7 新北市災害應變中心前進指揮所作業規定（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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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級前進指揮所 

1.指揮官:由區⾧或區⾧授權之⼈員擔任。 

2.副指揮官:由區⾧指定主任秘書以上層級或災害權責課室主管擔

任。 

(⼆)市級前進指揮所 

1.指揮官:由市⾧指定秘書⾧以上層級或災害權責機關⾸⾧擔任。 

2.副指揮官:由現場指揮官指定災害權責機關簡任以上層級⼈員擔

任。 

六、設置地點選定原則 

(⼀)避免設於有發⽣⼆次災害之虞之室內場所或⼾外地點。 

(⼆)作業空間堅固且附設有洗⼿間與⾄少可容納三⼗⼈以上，可提供

⽔、電之地點或建物。 

(三)交通便捷且利於與本中⼼或各區中⼼協調聯繫。 

(四) 現場或鄰近區域可停放具機動性之⾞輛（如指揮⾞或⼤型巴⼠）。 

(五) 視線清楚、可明確掌握災害現場處置狀況處。 

七、作業編組及⼯作事項 

(⼀) 前進指揮所編組依災害現場實際任務需求設置幕僚參謀組、⼈命搜

救組、災區警戒組、道路搶通組、環境清理組、維⽣管線組、物資

運補組、疏散收容組、媒體發布組、區公所作業區/市級前進協調

員等⼗個功能組別，組織架構圖如附件⼆，現場指揮官得視災害狀

況將市府相關機關或區公所相關課室納⼊編組運作，或進⾏編組之

增減、兼併。 

(⼆) 各編組聯繫協調及處置管制進度由幕僚參謀組擔任之。 

(三) 區級及市級前進指揮所各編組任務分⼯表如附件三及附件三之⼀，

並依附件四之⼀⾄四之⼗⼀填報相關⼯作表單。 

(四) 若遇重⼤災害有搜救⼈⼒需求，得由消防局等組成外援搜救協調⼩

組協助。 

⼋、作業區塊劃分及架設 

(⼀)為使進駐機關(單位)於災害現場能相互協調與⼯作派遣，及使民眾

清楚了解作業流程，前進指揮所得視情況設置救災指揮站、會議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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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區、區公所作業區、媒體作業區及聯合服務中⼼等五⼤作業區。

各區塊作業功能如下： 

1.救災指揮站：供第⼀線消防搶救⼈員或其他災害業管單位應變⼈

員救災⽤之臨時指揮站，由該第⼀線消防救災單位負責架設。 

2.會議決策區：供指揮官、副指揮官及各編組⼈員召開會議、討論

研商、簡報之區域；若災情規模⼤，中央單位開設前進協調所

(員)得併於本區以瞭解及提供協助處置災情，由幕僚參謀組負責

架設。 

3.區公所作業區：供區公所各編組成員處理災害現場作業，由區公

所負責架設。 

4.媒體作業區：供記者媒體採訪及作業區域，由新聞局協助區公所

架設。 

5.聯合服務中⼼：由區公所負責架設並請相關局處協助之，另視災

害現場狀況得合併於區公所作業區辦理。 

(1)提供簡易物資供現場救災⼈員及受災民眾領取。 

(2)提供災害相關救助資訊及辦理受災民眾申請救助事宜。 

(3)供民眾瞭解現場災害搶救及復原進度。 

(4)供現場民眾及家屬休息及⼼靈撫慰區域。 

(5)其他災民各項服務。 

(⼆) 前進指揮所各作業區塊由區公所先期規劃與架設，本中⼼協助；災

害規模較⼤時由本中⼼規劃架設，區公所協助。架設⽰意圖(如附

件⼀);前進指揮所相關應勤設備(如附件四之⼗⼀)。 

九、後勤⽀援 

(⼀) 前進指揮所運作之場地、⾷宿及⾏政庶務事項，由各區公所先⾏辦

理及⽀應。 

(⼆) 如災害規模達市級前進指揮所層級，由市府權責主管機關⽀應相關

費⽤，必要時簽辦動⽤市府災害準備⾦⽀應相關經費。 

⼗、前進指揮所與本市各級災害應變中⼼聯繫與任務區分 

(⼀)前進指揮所 

於災害現場進⾏災害搶救、⼯程搶修、醫療救護、災後復原及資訊

傳遞等⼯作，其辦理事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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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回報本中⼼或各區中⼼災害現場狀況。 

2.統籌、監督、協調、指揮、調度及處理相關應變救援作業事宜。 

3.如為區級前進指揮所，本中⼼得派員進駐協助。 

4.其他本中⼼或各區中⼼交辦事項。 

(⼆)各區中⼼ 

處置各種災害情況，指揮並協助前進指揮所進⾏搶救與後送⼯作，

並將災情回報本中⼼，其辦理事項如下： 

1.於災情嚴重，無法因應災情處理時，向本中⼼申請⽀援。 

2.在必要範圍內適度調度⽀援單位(合約廠商)協助救災任務。 

3.協助解決前進指揮所遭遇之困難。 

(三)本中⼼掌握各項災情狀況，聯繫相關單位應變處理，受理各區中⼼

之請求，並協助前進指揮所之運作，其辦理事項如下： 

1.負責管考災害現場各項救災任務指揮及幕僚作業，並整合現場救

災資訊提供市府最⾼指揮官。 

2.統籌調度未受災或受災較輕微地區之救災能量進⾏⽀援。 

3.提供各局處進駐⼈員聯絡資料予前進指揮所，並提供必要⽀援。 

4.協助排除前進指揮所調度之困難。 

(四)中央災害應變中⼼中央前進協調所(員) 

與本中⼼或前進指揮所協調救災⽀援事宜，並將處理結果回報中央

災害應變中⼼，其辦理事項如下： 

1.接受本中⼼或前進指揮所之請求，評估⽀援內容及數量。 

2.協助協調受援單位與中央及各縣市救災⽀援單位之意⾒。 

3.其他中央災害應變中⼼交辦事項。 

⼗⼀、撤除時機 

 災害狀況緩和或已解除，各項救災協調事項已辦理完成或可逕以

電話聯繫、公⽂傳遞⽅式處理時，區級指揮官得向區⾧陳報；市級

指揮官得向市⾧陳報，依現場實際狀況縮⼩前進指揮所之編組或撤

除之。 

⼗⼆、演練 

(⼀)本市及各區公所平時得依本規定辦理各項作業之相關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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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公所每年應⾄少辦理⼀次前進指揮所演練，可採獨⽴進⾏或納⼊

其他災害防救演習⼀併辦理，並製作成果冊供相關單位查核。 

 

附件⼀ 各級災害應變中⼼前進指揮所架設⽰意圖 

⼀、災害發⽣初期或災害規模較⼩時，由區公所成⽴前進指揮所： 

 
 

 

⼆、災害規模較⼤時，市級災害應變中⼼⽀援進駐前進指揮所：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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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業區塊顏⾊區分為⽅便辨視之⽤途，⾮實際作業區塊之帳篷顏⾊。 

2.本⽰意圖僅供參考⽤，實際架設情形仍須視災害現場狀況適時調整。  

 

附件⼆ 新北市各級災害應變中⼼前進指揮所組織架構圖 

 
備註： 

1.如成⽴市級前進指揮所，則將區公所納⼊為區公所作業組。 

2.如成⽴區級前進指揮所，則由市府災防辦派員納⼊市級前進協調員。 

 

 

肆、 救災指揮站8 

壹、依據 

依內政部消防署「消防機關⽕場指揮運作系統指引」、「消防機關

⽕場指揮及搶救作業要點」及「消防機關災害現場⼈命救助作業原

則」辦理。 

貳、⽬的 

 
8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大隊幕僚人員作業要點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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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昇各⼤隊幕僚⼈員於⽕災現場時，能發揮幕僚整合及協調能

⼒，協助各級指揮官運籌帷幄，強化災害搶救效率，發揮整體消防

戰⼒，以確保⼈民⽣命財產安全，特制定本作業要點。 

參、⼤隊幕僚指揮架構 

 
肆、各職位任務事項 

⼀、安全官、傳令幕僚、作戰官、作戰幕僚、情報官及後勤(⽔源)官

為必須編排成員，其餘編組依現場及⼤隊⼈⼒狀況彈性編排以執

⾏相關任務，並優先編排於作戰組、情報組及後勤組。  

⼆、指揮官：最先抵達現場之分(⼩)隊⾧擔任，後續中隊抵達由正(副)

中隊⾧擔任、⼤隊抵達由正(副)⼤隊⾧擔任。 

(⼀)環繞⽕場、監督整體救災作業。 

(⼆)承擔事故現場總體安全責任。 

(三)決定戰術重點及指揮分⼯架構。 

(四)監督作戰官、安全官及其他幕僚之作業。 

三、安全官：由指揮官兼任或指定具備經驗及知識之⼈員擔任，其具

備「變更、暫停或停⽌作業」之權⼒，搶救初期由擔任初期指揮

官之分⼩隊⾧兼任、中隊抵達由正(副)中隊⾧兼任、⼤隊抵達由⼤

隊組⾧專任。 

(⼀) 監視現場危害狀況（閃燃、爆燃、建築物坍塌、危害性化學

品等）、⽕場安全管理機制之執⾏、進⾏搶救⽬的與救災作

業之⾵險評估，適時向指揮官提出⾵險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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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或於必要時進⾏⼈員掌控回報(PAR, Personal 

Accountability Report)，並視需求評估設置助理安全官協助

⽕場安全管理機制執⾏。 

(三) 評估搶救可能發⽣危害狀況，研擬救災安全⽅案及確認快速

救援⼩組之整備待命，必要時啟動消防⼈員緊急應變作業

(MAYDAY)程序。 

(四) 統籌指揮站之功能運作。 

四、傳令幕僚：由⼤隊幕僚(司機)擔任。 

(⼀) 負責協助及記錄指揮官與⽕場內部救災⼈員間，指揮命令及

⽕場資訊之傳遞。 

(⼆) 負責協助及記錄指揮官與指揮中⼼及⽀援救災單位之聯繫。 

五、作戰組： 

(⼀)作戰官：由中隊⾧或指定適當層級⼈員擔任 

1、隨時掌握⽕場發展狀況、攻擊進度、⼈⼒派遣、裝備需

求、戰術運⽤、⼈命救助等資訊，適時研擬⽅案供指揮官

參考，並協助指揮官統籌指揮調度。 

2、依指揮官戰術重點進⾏戰術部署，得視狀況擔任分⾯(區)

指揮官。 

3、倘現場有⼈命受困，⽴即進⾏救援進度管制。 

4、執⾏指揮官臨時交辦事項。 

(⼆)作戰幕僚：由中隊及⼤隊幕僚⾄少⼆⼈組成，並由作戰官直接

管理。 

1、受理⽀援單位報到，完善災害現場指揮架構圖及搶救部署

圖，且定期追蹤管制各單位搶救進度及位置，並向作戰官

報告。 

2、傳達現場指揮官、安全官、作戰官之指揮管理命令。 

3、協助作戰官、安全官執⾏相關作業。 

六、情報組：由⼤隊幕僚擔任。 

(⼀)情報官：  



 二-13 

1、綜整⽕場災情資訊，並提供予現場指揮官、作戰官及安全

官作為決策之參考，包括受困災民、儲放危險物品、建築

物資訊(含消防設備)、⽕點位置及延燒範圍等。 

2、負責製作新聞媒體所需之各項資料，並提供予指揮官新聞

發布訊息，如⽕災發⽣時間、災害損失、出動戰⼒、⽬前

⽕場掌握情形等資料。 

3、完善災害搶救資訊概要板，並提供各式救災資訊予本局指

揮幕僚群情資組。 

4、執⾏指揮官臨時交辦事項。 

(⼆)情報幕僚： 

1、協助情報官各項災情蒐集、通訊聯絡及新聞發布事宜。 

2、協助情報官執⾏相關作業。 

 (三)救護官：現場啟動⼤量傷病患時，由專責救護⼩隊⾧、資深

⾼級救護技術員或具經驗⼈員擔任。 

1、依現場狀況任命適當⼈員為救護指揮幕僚(專責救護隊優

先)。 

2、執⾏現場救護⾞輛調度事宜。 

3、擬定救護⾞輛後送醫院相關事項。 

4、彙整傷者資料及後送醫院等資訊。 

七、後勤組：由⼤隊幕僚擔任。 

(⼀)後勤官 

1、成⽴⼤隊救災指揮站、⼈員裝備器材管制站。 

2、瞭解、估算⽕場附近之⽔源情形（消防栓、蓄⽔池、天然

⽔源等），並建議適當的使⽤⽔源⽅式。 

3、負責各項救災戰⼒裝備、器材及其他物資之後勤補給 

4、針對現場搶救重⼤時序製作資訊紀錄表(⼤事紀)。 

5、劃定⽕場周邊警戒區，控管⾮救災相關⼈員進出⽕場。 

6、協助受理⽀援單位報到事宜。 

7、執⾏指揮官臨時交辦事項。 

(⼆)後勤幕僚：  

1、執⾏相⽚、動態影像紀錄並回傳相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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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協助登錄現場⽀援⼈員、裝備器材等後勤資源數量。 

3、協助後勤官執⾏相關事項。 

 (三)⽔源官： 

1、負責擬定⾞輛調度⽅案、佔據⽔源⽅案。 

2、協助現場指揮官指揮⽔源確保、⾞輛調度作業。 

3、協調轄區派出所⼈員，劃定警戒區域，控管外圍⼈⾞進

出。 

4、定期回報⽔源狀況及協助繪製搶救部署圖。 

5、協助後勤官執⾏相關事項。 

(四)⽔源幕僚：協助後勤官及⽔源官執⾏相關事項。 

伍、應勤裝備及表單 

⼀、穿著消防⾐帽鞋及背⼼以供識別(印有各幕僚名稱及聯絡代號)。 

⼆、⽕場指揮決策輔助系統平板電腦。 

三、各式⽩板及表單：  

項次 名稱 負責⼈員 形式 

1 ⼈員管制板 分隊安全管制員 ⽩板 

2 災害搶救資訊概要板 情報官、情報幕僚 ⽩板 

3 災害現場指揮架構圖 作戰幕僚 ⽩板 

4 搶救部署圖 作戰幕僚 圖紙 

5 救援任務管制表 作戰官 圖紙 

6 資訊紀錄表(⼤事紀) 後勤幕僚 圖紙 

7 新式⼤傷板 救護官 ⽩板 

陸、跨⼤隊⽀援 

⼀、現場無線電頻道由各轄區⼤隊依現場狀況律訂。 

⼆、⽀援⼤隊到達現場後，由⽀援⼤隊指揮官向轄區⼤隊指揮官報

到，並由其指派擔任分區或分組指揮群。 

柒、幕僚⼈員通信聯絡代號：  

除⼤隊組⾧、中隊⾧及中隊幕僚沿⽤該⼈員無線電代號外，其餘幕

僚⼈員無線電代號依照下列⽅式為之（以第⼀⼤隊為例，各⼤隊以

此類推）。 

⼀、安全官為北海 18(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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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令幕僚為北海 161、171(正副⼤隊⾧司機)。 

三、作戰組分別為北海 116(中隊⾧)、北海 118(中隊作戰幕僚)，作戰

17、18(⼤隊作戰幕僚)。 

四、情報組分別為情報 16(情報官)、情報 17、18(情報幕僚)、救護 6

號(救護官)。 

五、後勤組分別為後勤 16(後勤官)、後勤 17、18(後勤幕僚)、⽔源

16(⽔源官)、⽔源 17、18(⽔源幕僚)。 

捌、⼀般規定 

⼀、本局指揮幕僚群得依規定⾄⽕災現場協調、督考、整合⼤隊指揮

幕僚作業情形及相關搶救作為，另⼤隊幕僚⼈員應主動結合作業

與提供資訊，俾提升整體救災效能。 

⼆、⼤隊幕僚⼈員平時應依排表輪值，廿四⼩時機動待命，且指定專

⽤⾞輛載運救災指揮站所需物品，定期維護保養專⽤⾞輛及檢核

相關器材，於接獲通知後應⽴即趕赴災害現場，不得藉故拖延，

出勤時倘編組⼈數不⾜時，依實際出勤⼈員做有效遞補。 

三、為使⼤隊幕僚⼈員能熟悉任務，得由災害搶救科及各⼤隊分別

（或結合）舉辦任務分派講習及實際演練。 

四、⼤隊幕僚⼈員表現優異（或不⼒）者，得專案辦理獎懲事宜。 

五、以上各幕僚任務分⼯係概括條列，各⼤隊幕僚⼈員應依事故現場

狀況，靈活運⽤，發揮整體消防戰⼒，以確保⼈民⽣命財產安

全。 

玖、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補充之。 

 

 

伍、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指揮幕僚群9 

壹、⽬的 

為本市發⽣重⼤災害或緊急事故之需，於各災害現場提供本局救災

總指揮官各項救災⽅案及災情資料，並協助各⼤隊現場指揮作業，

以提升本局災害搶救效能，發揮整體消防戰⼒，特訂定本作業要

點。 

 
9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指揮幕僚群服勤作業要點（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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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任務編組 

⼀、總指揮官： 

(⼀)⼈員：由局⾧、副局⾧、主任秘書、專⾨委員、簡任技正或局

⾧指定⼈員擔任。 

(⼆)任務： 

1. 統⼀指揮⽕場救災、警戒、偵查等勤務之執⾏。 

2. 依據授權執⾏消防法第三⼗⼀條「調度、運⽤政府機關公、

民營事業機構消防、救災、救護⼈員、⾞輛、船舶、航空器

及裝備，協助救災」。 

3. 必要時協調臨近之軍、憲、民間團體或其他有關單位協助救

災或維持現場秩序。 

⼆、指揮幕僚群： 

(⼀)⼈員： 

1. 總值⽇官：由本局各科室中⼼主管擔任。 

2. ⼩組⾧：由各單位股⾧以上層級⼈員輪值(除災害搶救科、⽕

災調查科、消防宣導科以外)。 

3. 搶救組員：災害搶救科同仁輪值。 

4. 情資組員：⽕災預防科同仁輪值。 

5. 後勤組員：緊急救護科、教育訓練科、民⼒運⽤科、危險物

品管理科、救災救護指揮中⼼(除值勤官與值勤員)之同仁輪

值。 

6. ⽕調組員：由⽕災調查科消防⼈員輪值。 

7. 新聞組員：由消防宣導科消防⼈員輪值。 

(⼆)任務： 

1. 襄助本局災害現場總指揮官掌握現場狀況。 

2. 擔任總指揮官幕僚，在總指揮官命令下進⾏災害現場指揮作

業。 

3. 檢視⼤隊幕僚作業及戰術布署，提供建議與總指揮官作為決

策參考。 

4. 協助整合跨⼤隊現場指揮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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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於救災現場協調並監督⼤隊執⾏消防⼈員緊急事故應變作

業。 

參、災害現場作業程序 

⼀、到達災害事故現場後，總值⽇官應主動向指揮中⼼回報，並於初

期分配各指揮幕僚群成員執⾏下列事項： 

(⼀) 總值⽇官： 

1. 襄助本局災害現場指揮官。 

2. 協助各⼤隊檢核災害現場指揮、搶救部署作業及安全管理作

業運作情形，適時提供搶救建議⽅案。 

3. 統⼀指揮調度本局指揮幕僚群成員。 

4. 向局本部總（副）指揮官報告災情資訊及救災概況，提供總

（副）指揮官決策、媒體資訊參考。 

(⼆) ⼩組⾧： 

1. 襄助本局總值⽇官各項作業，協助指揮調度指揮幕僚群成

員，檢核與提醒各指揮幕僚群成員應執⾏之任務。 

2. 蒐集指揮幕僚群各成員回報之災害最新狀況及各式救災部署

情形，作成重⼤災害事故案件檢核表(附件 1)及災害現場資訊

回報表(附件 2)，向總值⽇官報告，並適時提供搶救建議⽅

案。 

3. 局本部總指揮官到達現場後，擔任專責聯絡⼈員，負責傳

達、記錄總指揮官命令與搶救⽅針，並彙整與紀錄各單位訊

息。 

4. 遇有新聞性案件得請指揮中⼼轉知消防宣導科到場處理媒體

事宜。 

(三) 搶救組員：督導⼤隊幕僚安全官、作戰官救災作業。 

1. 襄助總值⽇官檢核災害現場指揮作業、搶救部署作業、安全

管理作業、消防⼈員緊急事故應變作業。 

2. 觀察現場災害搶救情形、蒐集搶救資料，並製作重⼤災害事

故案件檢核表，紀錄各項優缺點進⾏後續災害案例檢討。 

3. 協助⼤隊⽔源管理及⾞輛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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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情資組員、後勤組員：督導⼤隊情蒐聯絡組、後勤組救災作

業。 

1. 協助災害現場災情彙整掌控，檢核救災指揮站作業、⼤量傷

病患機制作業情形。 

2. 襄助⼩組⾧彙整災情資料，填寫災害現場資訊回報表。 

3. 擔任本局 指揮幕僚群跟救災救護指揮中⼼之訊息傳遞對⼝

⼈員。 

4. 蒐集、彙整、回報及核對更新現場⼈員傷亡情形及送醫民眾

資料。 

5. 督導⼤隊隨時更新災害搶救部署板資訊。 

(五) ⽕調組員： 

1. 拍攝事故現場相關照⽚。 

2. 協助⼤隊繪製事故現場平⾯圖，還原災前空間配置，並尋找

關係⼈。 

3. 查訪、調查事故發⽣經過及致災原因。 

4. 蒐集、紀錄事故現場相關資料及跡證（財損、保險、關係

⼈、調閱錄影帶等）。 

5. 填寫災害現場資訊回報表及製作⽕災原因調查表。 

6. 連絡檢警偵查案件。 

(六) 新聞組員： 

1. 依「災害現場媒體處理暨分⼯架構作業要點」執⾏媒體相關

事宜。 

2. 蒐集現場搶救相關資訊並彙整新聞媒體發⾔內容供總指揮官

發⾔。 

三、局本部總指揮官到達現場後，總值⽇官及各指揮幕僚群應

向總指揮官報到並由總值⽇官及⼩組⾧全程陪同。 

四、市府災害防救辦公室到達現場後，總值⽇官及各指揮幕僚群應依

災防辦及本局指揮幕僚群出勤及合作機制流程圖(附件 3)，配合

災害防救辦公室執⾏各項搶救事項。 

五、總值⽇官應於隔⽇晨報向局本部總指揮官報告執勤狀況，資料需

由情資及⽕調組員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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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出勤時機 

⼀、⽕災： 

(⼀) 預估有 3 名以上民眾受困之案件。 

(⼆) 預估燃燒⾄少 2 ⼩時以上，且⽕勢⼀時無法估計及控制之案

件。 

(三) 死亡⼈數 1 ⼈以上或預估死傷⼈數合計 3 ⼈以上⽕災。 

(四) 燒毀建築物 5 ⼾以上，或財產損失在 500 萬元以上⽕災。 

(五) 重要場所(軍、公、教辦公廳舍或政府⾸⾧公館)、重要公共設

施、醫院、古蹟等場所發⽣⽕災。 

(六) 具有影響社會治安重⼤或新聞媒體關切之⽕災案件。 

(七) 有消防⼈員或義勇消防⼈員因執勤死亡或受傷住院案件。 

⼆、化學災害： 

(⼀) 毒性化學物質，預期將造成⼈員傷亡或估計 2 ⼈以上傷亡或有

災害擴⼤之虞之案件。 

(⼆) 污染⾯積達 500 平⽅公尺，且無法控制之案件。 

三、⾞禍：死傷⼈數合計在 10 ⼈以上案件。 

四、船難：估計 3 ⼈以上傷亡或失蹤案件。 

五、空難。 

六、⾃然災害：因地震、⾵災、⼟⽯流或其他天然災害造成建築物、

公共設施、醫院、古蹟倒塌或有⼈員失蹤、受困案件。 

七、其它：局⾧、副局⾧、主任秘書、總值⽇官、災害現場指揮官認

為有必要時。 

伍、通報⽅式 

⼀、本局總值⽇官、指揮幕僚群成員名冊及緊急聯絡電話，由救災救

護指中⼼造冊列管並依規定通報相關⼈員出勤。 

⼆、有⼈員受困之虞或中隊⾧層級出勤之⽕災案件，均需於本局 119

指揮幕僚群社群軟體中提供災情初報。 

三、經救災救護指揮中⼼值勤官研判到達出勤時機標準或估計可能會

達到出勤時機標準之災害案件，應⽴即指派值勤員以電話通報總

值⽇官及指揮幕僚群成員出勤，並於前揭群組發布訊息，另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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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員出勤時機依「災害現場媒體處理暨分⼯架構作業要點」辦

理。 

四、通報總值⽇官及指揮幕僚群出勤時，應簡述下列資訊： 

(⼀) 案件型態(如：住宅⽕災、⼯廠⽕災、⾞禍、化學災害…等)。 

(⼆) 案件地址。 

(三) 案件概況： 

1. ⼤隊⽕災現場指揮官無線電代號。 

2. ⼈命受困、傷亡情形。 

3. 災情狀況(⽕勢延燒情形、⾯積、是否有存放危險物品、傷亡

⼈數)。 

五、倘有⼤量傷病患機制發⽣時，應另⾏通知緊急救護科股⾧以上⼈

員到達現場進駐救護站，協助⼤隊幕僚指揮調度及後送相關事

宜。 

六、倘有達到重⼤⽕災標準之案件，應另⾏通知災害搶救科股⾧以上

⼈員到達現場進駐前進指揮站，協助⼤隊幕僚指揮調度等事宜，

另簡任層級以上有到場指揮案件應同步通知督察室駐區督察協助

督導⽕場救災秩序。 

陸、備勤與出勤⽅式 

⼀、到(退)勤： 

指揮幕僚群於值⽇早上 8 時 30 分到勤，並由總值⽇官視情形進⾏

勤前教育，次⽇上午 8 時 30 分退勤。 

⼆、備勤： 

(⼀) 輪值總值⽇官、指揮幕僚群成員於值⽇時間應留守局本部備

勤，倘因公出差、開會時，應向總值⽇官報備。若外出地點較

遠，未能及時抵達災害現場，需請職務代理⼈員代⾏其職務。 

(⼆) ⼩組成員得於本局指揮幕僚群備勤室備勤。 

三、出勤： 

輪值總值⽇官、指揮幕僚群成員於值⽇時接獲指揮中⼼通報派遣

後，統⼀由局本部 1 樓服務台集合按壓指紋機出勤，並由總值⽇官

負責清點⼈數，搭乘指揮幕僚群座⾞(⾞號：4163-VJ)統⼀帶隊前往

災害事故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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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出勤注意事項： 

(⼀) 總值⽇官因公或正當事由不克前往時，由指揮幕僚群之⼩組⾧

代⾏職務，其他成員因公或正當事由不克前往時，應委由同科

室職務代理⼈前往。 

(⼆) 由指揮幕僚群成員中之隊員、⼩隊⾧負責兼任駕駛員，指揮幕

僚群座⾞鑰匙應固定擺放在局本部 1 樓服務台。 

(三) 指揮幕僚群值⽇期間差勤刷卡⽅式，依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指揮

幕僚群值⽇刷卡規範(附件 4)辦理。 

(四) 指揮幕僚群成員若平時上班地點不在本局(如⾞輛保養中⼼)，

應於下班後⽴即⾄本局備勤，以利於第⼀時間出勤。 

(五) 總值⽇官、指揮幕僚群出勤時應穿著及攜帶下列裝具： 

1. 總值⽇官：背⼼、無線電。 

2. 組⾧：背⼼、無線電。 

3. 搶救組員：背⼼、無線電。 

4. 情資組員：背⼼、筆記型電腦、無線電。 

5. 後勤組員：背⼼、勤務背包。 

6. ⽕調組員：背⼼、照相機。 

7. 新聞組員：背⼼。 

五、災害現場返局條件： 

(⼀) 總指揮官下達返局命令。 

(⼆) 災情控制、狀況解除，且總指揮官不在現場，總值⽇官可經前

述條件判斷後，下達返局命令。 

(三) 指揮幕僚群返局前，應向救災救護指揮中⼼回報。 

六、倘有達到重⼤⽕災標準之案件，應另⾏通知災害搶救科股⾧以上

⼈員到達現場進駐救災指揮站，協助⼤隊幕僚指揮調度等事宜，

另簡任層級以上有到場指揮案件應同步通知督察室駐區督察協助

督導⽕場救災秩序。 

柒、通信聯絡⽅式 

⼀、無線電頻道使⽤： 

(⼀) 對救災救護指揮中⼼：轄區⼤隊救災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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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值⽇官、救災指揮督導、各⼤隊相互聯絡：轄區⼤隊指揮頻

道。 

⼆、無線電代號： 

(⼀) 總值⽇官：依救災救護指揮中⼼規定之各科室主管無線電代

號。 

(⼆) ⼩組⾧：北海⼋００。 

(三) 搶救組員：北海⼋０⼀。 

(四) 情資組員：北海⼋０⼆。 

(五) 後勤組員：北海⼋０三。 

(五) ⽕調組員：北海⼋０四。 

(六) 新聞組員：北海⼋０五。 

捌、教育訓練 

為精進本局指揮幕僚群能⼒及熟悉作業內容，每年辦理教育訓練，

訓練當⽇將指定輪值⼈員實施模擬情境演練。 

玖、其它規定 

⼀、各任務分⼯係概括條列，各指揮幕僚群⼈員應依事故現場狀況，

分⼯合作，靈活運⽤，發揮整體消防戰⼒，確保⼈民⽣命財產安

全。 

⼆、各編組⼈員應依排定輪值，24 ⼩時機動待命，接獲通知後應迅速

趕赴災害現場，以利救災時效。 

三、指揮幕僚群待命時應將⼿機鳴動⽅式調整為聲⾳模式，且依個⼈

習慣調整⾄⾜以提醒之⾳量，以利隨時接聽救災救護指揮中⼼通

知出勤電話。 

四、指揮幕僚群執⾏重⼤災害事故案件報告表可於消防資訊系統檔案

載區下載電⼦檔。 

五、各編組⼈員表現優異（或不⼒）者，得專案辦理獎懲事宜。 

拾、本作業要點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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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美國事故管理隊（Incident Management Team） 

Incident Management Team  美國事故管理隊10是專責協助現場

事故管理之隊伍，協助現場指揮作業，且是由⼀群受過專業訓練

之⼈員負責，並能夠執⾏跨單位協調之⼯作，此部分功能與本市

災害應變中⼼前進指揮所相當相似，其運作之特點如下，可供後

續本研究建議參考： 

⼀、 IMT 依據災害複雜需求共分 5 級 type1-type5 

（⼀） Type 4 &5 

屬於地⽅的市或郡之層級，成員可以由單⼀部⾨或跨部

⾨組成，由 7-10 個有受過訓練的⼈組成，應變能量⼤概

可以處理數⼩時的災害，主要⽬的是前往事故現場接管

或協助管理現場指揮，⼀般⾯對的災害事故有重⼤建築

物⽕災、有⼤量病患之嚴重⾞禍、武裝搶劫案、危害物

質洩漏等。後續會交由 3 級的 IMT。 

（⼆） Type 3 

全災型 IMT 屬於州、區域或⼤都會之層級，成員由跨部

⾨組成，且成員有不同部⾨、DHS 的相關訓練，應變能

量可以超過⼀個作業週期到數個週期，成員⼈數⼤概 10-

35 ⼈，也應撰寫相關事故⾏動計畫 IAP，⼀般⾯對的災

害事故有⿓捲⾵、地震、洪⽔、多⽇僵持性的⼈質挾持

事件，另也會參與規劃⼤型集會事件，像是節⽇、政治

活動集會、國家型⼤會議等。後續會交由 2 級或 1 級的

IMT。 

 

 

 
10  參考網站 https://www.pema.pa.gov/responseandrecovery/Pages/Incident-

Management-Team-Types.aspx (Instruction to different types of I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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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Type 2 

2 級 IMT 是⾃給⾃⾜、全災型、可在野地作業的隊伍，

屬國家級或州層級，其派遣作業由 GACC 地理區域協調

中⼼或 NIFC 國家跨機關消防中⼼來協調，內部成員應

符合 NWCG 國家野⽕協調體系之訓練，以能擔負特定

⾓⾊之⼯作，成員⼈數⼤概 20-35 ⼈，其⾯對的災害等

級為重⼤災害，現場作業組⼈數每個作業週期超過 200

⼈且總體應變⼈數超過 500 ⼈之重⼤災害。 

（四） Type 1 

1 級 IMT 是⾃給⾃⾜、全災型、可在野地作業的隊伍，

屬國家級或州層級，其派遣作業由 GACC 地理區域協調

中⼼或 NIFC 國家跨機關消防中⼼來協調，內部成員應

符合 NWCG 國家野⽕協調體系之訓練，以能擔負特定

⾓⾊之⼯作，成員⼈數⼤概 35-50 ⼈，其⾯對的災害等

級為極重⼤災害，現場作業組⼈數每個作業週期超過 500

⼈且總體應變⼈數超過 1,000 ⼈之重⼤災害。 

⼆、 全災型事故管理隊 AHIMT (Type 3)11 

協助⼤都會、區域、跨州，緊急事故、⾃然災害、公共事件

的應變處理。這是⼀項完整性的資源，借由提供重要基礎設

施、或是事故管理指揮轉移由該隊伍接⼿，包含相關指揮幕

僚及共通幕僚之功能及元素協助。事故管理隊應該有以下設

定： 

（⼀） 要有指揮幕僚、⼀般幕僚以及相關⼈員等組成。 

（⼆） 有法定的權責，或是相關正式的應變要求或規範。 

 
11 參考網站 https://www.usfa.fema.gov/training/imt/imt_overview.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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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有預先設定⼈員各個⾓⾊與功能(可以辨識⽽且可以聯

繫佈署)。 

（四） 要 24 ⼩時全年無休。 

（五） ⼀般不同級別 IMT 的應變時序如下： 

 

⼀旦抵達現場後，AHIMT 的指揮官 IC 要與現場的指揮官 IC

以及政府機關⾸⾧(郡市⾧)確認 AHIMT 要提供什麼協助以

及相關必要的授權，後續不同層級的 AHIMT 的指揮官與現

場指揮官也都要確認各⾃⾓⾊分⼯，AHIMT 也應依據現場

需求整合進指揮架構 ICS。 

當需要協助現場協調作業時就會需要 AHIMT，包括⾃然災

害（如颶⾵、⽔災、⿓捲⾵等）、有計畫的演習或公共事件

需要跨單位合作或聯合作業的情況、公共衛⽣事件、恐怖攻

擊事故、⽕⾞出軌事件、空難或其他⼤型複雜的事故。 

第 3 類（Type 3）AHIMT 是跨機關、跨部⾨的團隊，是由地

⽅、州政府層級所管理，⼀個團隊⼤概由 10-20 個有受過相關

訓練的⼈員組成，他們能夠管理重⼤或複雜的事故，算是初

期管理重⼤事故的團隊，當有需求時會轉移給國家層級的

AHIMT，其組織架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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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AHIMT 組織架構圖 

 

 

第⼆節 研究⽅法 

壹、 ⽂獻分析法 

蒐集前進指揮所及救災指揮站相關論⽂及研究資料，了解國

內外之體系與運作機制，以作為本市規劃參考。 

貳、 個案分析 

以本市實際災例，分析其應變過程遭遇到的問題，以及可精

進的⽅向。 

參、 焦點團體法 

在本研究最主要⽬的在於盡可能找出提升合作之⽅案，或相

關精進⽅式，⼜因此類之研究不甚多，故採⽤具探索⽬的之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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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團體法，盡可能找出各種可能之⽅法，且焦點團體法具有幾

個優點12： 

⼀、 是社會導向的研究⽅法，可以實際獲得真實反應材料。 

⼆、 具有彈性。 

三、 有⾼效度。 

四、 可以快速獲得結果。 

⽽焦點團體法典型的單⼀群體⼈數為 5 ⾄ 10 ⼈，可彈性調

整為 4 ⾄ 12 ⼈13，並針對不同團體進⾏調查暸解，再匯集各群

體之看法，達到對於本研究探討的廣泛性（comprehensive），

故本研究設定調查群體及對象如下： 

群體 姓名 背景 

團體 1-
前進指
揮所⼯
作⼈員 

許恕逞 曾經參與蘇迪樂颱⾵、復興空難、⼋仙爆燃、
板橋氣爆擔任前進指揮所⼯作⼈員。 

⿈警輝 前進指揮所承辦⼈，曾經參與蘇迪樂颱⾵、復
興空難、板橋氣爆擔任前進指揮所⼯作⼈員。 

任⼼睿 曾經參與蘇迪樂颱⾵、復興空難、⼋仙爆燃擔
任前進指揮所⼯作⼈員。 

陳潔 曾經參與蘇迪樂颱⾵、復興空難擔任前進指揮
所⼯作⼈員。 

團體 2-
救災指
揮站⼯
作⼈員 

陳政彥 曾經參與復興空難、蘇迪樂颱⾵救災指揮站運
作，⽬前為救災指揮站業務業管股⾧。 

顏⼀加 曾經參與蘇迪樂颱⾵及復興空難之救災指揮站
運作。 

張創雄 救災指揮站承辦⼈，多次前往⽕災現場督導救
災指揮站運作。 

 
12 Earl Babbie (2004)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李美華、孔祥明、李明寰、林嘉娟、

王婷玉、李承宇譯），臺北市：湯姆生出版社。 
13 吳芝儀 （2016）焦點團體法，取自於

https://www.freeway.gov.tw/Upload/201606/焦點團體訪談法.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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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冠彰 曾任於⼤隊實際規劃救災指揮站作業並多次擔
任救災指揮站之幕僚。 

 

焦點團體法進⾏⽅式： 

⼀、 ⼆個團體各進⾏訪談⼀次。 

⼆、 時間：團體 1-108 年 12 ⽉ 24 ⽇，上午 10 時；團體 2-108

年 12 ⽉ 26 ⽇。 

三、 地點：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新北市災害防救辦公室。 

四、 主持⼈：郭乃嘉、王駿逸。 

五、 議程： 

（⼀） 簡介本研究背景。 

（⼆） 說明討論題綱：本研究利⽤圖克曼發展模型對⽐前

進指揮所及救災指揮站發展，探討各階段可能的促

進合作⽅案（如表⼆-1）： 

表 ⼆-1 本研究探討圖克曼發展模型對⽐前進指揮所及救災

指揮站發展架構⼀覽表 

團隊
發展
階段 

對應前進
指揮所及
救災指揮
站發展 

圖克曼團體發展促進運作之⽅向 促進合
作之可
能⽅案 

形成

期 

前期規

劃、訓

練、接獲

通知出勤 

因此階段對於團隊內部的定位不明，故領導者應

與內部成員相互傾聽，藉此降低彼此的隔閡，讓

彼此認識及可以破冰，加速團隊成員間連結。另

外領導者應說明整體任務願景，以及對於成員的

⼯作期待，清楚整體⽬標，讓團隊整體明確知道

前進之⽅向，加快成員進⼊狀況的速度。 

受訪者

回答可

能⽅案 

震盪

期 

到達現場

⾄⼈員輪

值過⼀輪 

此階段可以開始建⽴基本的規則，領導者應事實

安排⼯作或任務。⽽此階段成員可能會表達不同

意⾒，但領導者要避免成員以負⾯情緒表達意

受訪者

回答可

能⽅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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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盡可能⿎勵成員各⾃願意努⼒的⽅向，

不應⼀昧壓抑成員表現。 

規範

期 

完成第⼀

輪輪值⾄

第⼆輪輪

值開始 

建⽴例⾏討論或開會機制，讓成員有⼀些固定的

⽅式互動，並持續調整或形成成員穩定的⼯作型

態。⽽領導者可以⿎勵成員針對問題⾃⾏提出解

決⽅案，⽽不是領導者直接給予指令，讓團隊逐

漸養成獨⽴之能⼒。 

受訪者

回答可

能⽅案 

表現

期 

應變中後

期穩定團

隊運作 

此階段可以設定⼀些⿎勵及獎勵機制，刺激團隊

有更好的表現輸出，相對的沒有合理之獎勵機

制，對於為來下⼀個週期之專案或任務來說，團

隊運作會⾯臨挑戰，無法信服成員，另外領導者

可以⿎勵成員發揮創新能⼒，在每次專案或任務

中幫助團隊精進。 

受訪者

回答可

能⽅案 

散會

期 

應變結束 設法建⽴為來合作意願，讓成員未來合作上有正

⾯的看法，提⾼下⼀次合作意願，在下⼀輪專案

或任務中可以加快磨合。新成員的加⼊時可以有

經驗傳承之機制，像是教育訓練等，協助執⾏下

⼀輪專案或任務的新成員可以更快上⼿。檢討此

次專案或任務執⾏過程是否有應檢討之事項，提

供下⼀輪專案或任務之參考。最後⿎勵團隊成員

⾟勞付出，讓成員的貢獻可以讓相關的⼈知道。 

受訪者

回答可

能⽅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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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研究流程 

 

圖 ⼆-3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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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新北市災害應變個案分析 

第⼀節 2019 年板橋氣爆14 

108 年 2 ⽉ 9 ⽇凌晨 2 時 20 分消防局接獲民眾報案，於板

橋區新海路 430 巷 9 號 5 樓發⽣⽡斯氣爆，造成該⼾民宅建築物

結構受損。本案傷者計有 4 男 1 ⼥，送往亞東及市⽴板橋醫院救

治，除 1 ⼈於亞東醫院外，其餘 4 ⼈已出院；計安置 430 巷 9 號

3 樓 2 名住⼾、4 樓 1 名住⼾、5 樓 2 名住⼾(2 ⼥、3 男)於板橋

區中⼭路原宿旅社。 

各局處處置作為： 

壹、 消防局：於 2 ⽉ 9 ⽇ 2 時 20 分接獲報案，2 時 25 分到達現

場進⾏搶救，燃燒⾯積約 30 坪，抵達時現場已無⽕勢，共

派遣 3 ⼤隊、2 中隊及 11 分隊，總計動員 137 ⼈、40 ⾞(含

救災⾞輛 30 輛、救護⾞輛 10 輛)，⼤隊於現場架設救災指

揮站，總計救出 5 名輕傷民眾。 

貳、 新北市災害應變中⼼：於接獲本市 119 通知後，⽴即⾄現場

成⽴前進指揮所，由消防局⿈德清局⾧於現場指揮進⾏搶救，

並通知板橋區公所、⼯務局、環保局、經發局到達現場處置，

聯繫社會局安排慰問及協助相關安置事宜。 

參、 社會局：2 ⽉ 9 ⽇派員⾄亞東醫院慰問傷者，並發送住院傷

者每⼈ 5000 元慰問⾦(已發 2 名，1 名因傷勢狀況尚無法發

放)；另安置 430 巷 9 號 3 樓 2 名住⼾、4 樓 1 名住⼾、5 樓

2 名住⼾(2 ⼥、3 男)於板橋區中⼭路原宿旅社。 

肆、 ⼯務局：2 ⽉ 9 ⽇派員會同建築師、結構技師於現場進⾏房

屋結構安全鑑定，並由拆除⼤隊進⾏ 430 巷 9 號 5 樓⼥兒牆

 
14 新北市災害防救辦公室（2019）0209 板橋瓦斯氣爆新北市災害應變中心處置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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剝落拆除；另 430 巷 9 號 5 樓右側外牆因氣爆導致龜裂部分，

由協⼒廠商搭設鷹架後，完成拆除作業⼯作。2 ⽉ 10 ⽇配合

環保局清理廢棄物，將 5 樓窗⼾及⾨⼝覆蓋防⽔布。 

伍、 環保局:2 ⽉ 9 ⽇動員 98 名清潔⼈員進⾏環境清理，於下午

4 時完成清理⼯作，共出動 10 ⾞次，清運 20 噸廢棄物。10

⽇動員 23 名清潔⼈員，⾞輛 4 ⾞次，清理 6.8 噸廢棄物。 

陸、 經發局:受氣爆震波影響，430 巷 9 號 1 樓、2 樓及 4 樓、430

巷 11 號 2 樓、3 樓及 5 樓⽡斯管線停氣中，⽬前關閉⽡斯；

預計於 2 ⽉ 11 ⽇(星期⼀)早上 10 時由新海⽡斯公司會同住

⼾進⾏會勘，11 時恢復供氣。 

柒、 警察局:由板橋分局派員警於現場安全警戒。 

捌、 板橋區公所：災害發⽣後林耀⾧區⾧趕抵現場，協助災情確

認及資料蒐集，並統籌下列事宜： 

玖、 收容安置：9 ⽇共計收容 5 名住⼾，安排於板橋區中⼭路原

宿旅社。 

壹拾、 災害勘查：9 ⽇下午 1 時由區公所動員⾥⾧及⾥幹事等⼈

員進⾏災損調查，計 15 ⼾受到影響，現場依⼀般及嚴重受

損狀況發放慰問⾦ 3000 ⾄ 5000 元不等，嚴重 1 ⼾發放 5000

元，其餘 14 ⼾發放 3000 元，共計 15 ⼾。 

後續處置情形： 

⼀、 430 巷 9 號 5 樓發⽣氣爆，導致樓板下陷破壞，應拆除

重做。考量居住安全，於樓板修復完成前停⽌使⽤。 

⼆、 於 2 ⽉ 11 ⽇上午 10 時由新海⽡斯公司會同 6 ⼾⽡斯停

氣住⼾進⾏會勘，11 時恢復供氣。 

三、 5 樓後側防⽕巷牆⾯⿔裂及 4 樓天花板⿔裂，於 11 ⽇上

午 9 時 30 分由⼯務局會同結構技師⾄現場勘查補強⽅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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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前進指揮所開設情形 侯市⾧前往醫院慰問 

 

 

謝副市⾧於現場督導復原⼯作 災後現場環境清理情形 

  

受損住⼾慰問⾦發放情形 災後現場清理完成 

圖 三-1 災害處理情形照⽚ 

 

 

 

 



 三-4 

本案前進指揮所及救災指揮站⼯作摘要⽐對如下： 

前進指揮所 救災指揮站 

以災後復原為主，包含傷者慰
問、災後環境清理等。 

以即時⼈命救援為主，並將傷
患快速送醫。 

由本案資料可看出短時間救援⾏動⼆者之間較無重疊性，故

互動內容較少，但⼆者皆有處理傷者之⼯作，在相關傷者資訊的

銜接上就有其重要性，此部分可視為未來⼆者提升互動項⽬之⼀。 

第⼆節 2015 年⼋仙塵燃15 

2015 年 6 ⽉ 27 ⽇ 20 時 32 分，位於新北市⼋⾥區的⼋仙樂

園彩虹派對發⽣粉塵暴燃意外，新北市政府於當⽇ 21 時成⽴災

害應變中⼼暨現場前進指揮所，於 23 時 58 分將最後⼀位傷患後

送⾄醫院（時序如圖三-2），總計有 499 名傷患。 

消防局第三救災救護⼤隊於現場架設救災指揮站，以現場傷

患救援為⾸要⼯作⽬標，並啟動⼤量傷病患機制，調度救護相關

資源，快速將所有患者送醫。 

 

圖 三-2 0627 ⼋仙塵燃救災出勤時序圖 

（圖⽚來源：新北市政府 2015 年 7 ⽉ 29 ⽇治安會報簡報資料） 

 
15 新北市災害防救辦公室（2015）0627 八仙樂園粉塵氣爆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

室報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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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起震驚國內外的事件，促使內政部在半年內（2015 年 11

⽉ 2 ⽇）制定「⼤型群聚活動安全管理要點」，惟本研究僅針對

新北市 EOC 於該事件應變期間研究，故不探討⼤型群聚活動安

全管理要點。 

針對⼋仙塵燃案，雖災害現場傷患後送在當⽇即已完成，但

499 名傷患的後續追蹤、尋找家屬、協助轉院等相關事宜，仍須

協助處理，⽽現有的應變機制最有效率的就是持續以 EOC 的形

式繼續運作，因此，新北市 EOC ⾃ 2015 年 6 ⽉ 27 ⽇開設，持

續運作⾄ 7 ⽉ 14 ⽇移交給 627 燒燙傷專案管理中⼼為⽌。 

本案前進指揮所及救災指揮站⼯作摘要⽐對如下： 

前進指揮所 救災指揮站 

本案前進指揮所由消防局緊
急應變⼩組前往處理，並以
協助聯繫救護資源為主要⼯
作內容。 

負責指揮調度現場救援⼯作，
並調度現場救災⼈員、救護
⾞、醫護⼈員等重要資源。 

本案為短時間救援⾏動，⼆者合作為醫療資源之調度，可以

知道救災指揮站不⾜之資源可透過前進指揮所協助聯繫，此⽅向

亦未來應提升的重要⾯向，另外在本案的前進指揮所由應變⼩組

前往架設，與原始規範設定不同，顯⾒前進指揮所的運作尚未有

成熟穩定之作業模式。 

 

第三節  2015 年基隆河復興空難 

復興航空編號 GE235 號 ATR72-600 型客機，於 104 年 2 ⽉

4 ⽇（星期三）上午 10 時 51 分由臺北松⼭機場起⾶前往⾦⾨尚

義機場（機上乘客 53 ⼈及機組⼈員 5 ⼈，共 58 ⼈），根據⽬擊

者證詞、民眾⾏⾞紀錄器畫⾯及 2 ⽉ 6 ⽇⾶航安全調查委員會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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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之調查進度報告，復興航空 235 號班機於起⾶後即偏離原航道

往東⾶⾏，3 分多鐘後⾶經臺北市南港區，左機翼先擦撞南港展

覽館附近環東⼤道⾼架道路上⼀輛正在⾏駛的計程⾞，⼜擦撞環

東⼤道的護欄，隨即墜毀於臺北市南港區與新北市汐⽌區交界之

內溝溪抽⽔站附近的基隆河河⾯上，此次災害供造成 43 死、17

傷，搜救⾏動持續到 2 ⽉ 12 ⽇，共計 9 ⽇16。 

 

圖 三-3 復興航空⾶⾏軌跡與時序圖 

（資料來源：104 年 2 ⽉ 7 ⽇ 0410 中時電⼦報） 
 

此案例發⽣於臺北市及新北市交界，因本研究範圍以新北市

為例，故僅就新北市政府作為討論。此案屬於單點重⼤災害，故

新北市府⼈⼒快速集結現場處理，並在此災害中執⾏重要應變⼯

作，包含初期⼈命搜救且成功救出 15 名民眾、後續成⽴前進指

揮所由消防局副局⾧擔任現場指揮官、利⽤⼤型吊⾞吊掛⾶機殘

骸、副市⾧與相關局處⾸⾧慰問設籍新北市之民眾、每⽇定期發

佈搜救進度新聞、持續⽔下搜救作業，如使⽤霸王勾、⼈⼒搜索、

平板船開挖等。 

 
16 新北市災害防救辦公室（2015）新北市 0204 復興航空 GE235 空難應變處置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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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復興空難中，新北市之前進指揮所由兩位消防局副局⾧來

輪替指揮，現場的指揮官相當明確，故要協調或決定現場重要救

援戰術時，能夠⾮常有效溝通，因為知道現場指揮官為誰，知道

要找誰溝通，所以可以很有效提升指揮體系之效能。甚⾄ EOC

對於現場決策聯繫對象也能清楚掌握，這對於調度資源⾄現場聯

繫上能更加明確快速。另救災指揮站由第六救災救護⼤隊及消防

局災害搶救科⼈員負責作業，統⼀調度搜救⼈員、搜救船隻及相

關救災資源，⽽相關所需後勤資源亦可由前進指揮所內相關局處

協助調度補充，例如當時慈濟之⾷物、保溫毯補充等。⼆者於每

⽇夜間皆會進⾏⼯作會議，以確認救援進度以及相關配合事項。 

本案前進指揮所及救災指揮站⼯作摘要⽐對如下： 

前進指揮所 救災指揮站 

協助所需救災資源聯繫協調，
對外相關媒體訊息處理。 

負責指揮調度現場救援資
源。 

本案為較⾧時間之應變，且搜救運作時間較⾧，所需動⽤資

源較多，故⼆者合作之運作⾯向亦較為廣泛，尤其是資源協調調

度有很重要之相互關係，另外在此案中消防局災害搶救科協助救

災指揮站之運作，亦顯⾒救災指揮站之運作模式尚未固定。 

 

第四節 2015 年蘇迪勒⾵災17 

104 年 8 ⽉ 7 ⽇ 2 時 30 分新北市納⼊陸上警戒區域，20 時

接觸新北市東部陸地。9 ⽇ 2 時 30 分暴⾵圈脫離臺灣本島，氣象

局解除新北市陸上警戒；9 ⽇ 8 時 30 分氣象局解除颱⾵警報。因

災情狀況嚴重，故於 8 ⽉ 8 ⽇於烏來災區成⽴前進指揮所，處理

 
17 新北市災害防救辦公室（2015）蘇迪勒颱風新北市災害應變中心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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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應變及復原⼯作更是持續到 104 年 8 ⽉ 20 ⽇才撤回前進指

揮所，共計成⽴ 13 ⽇。受災較嚴重區域有烏來區、新店區、三

峽區。新北市災害應變中⼼於颱⾵期間共接獲 4,434 件通報案件，

通報內容有⼟⽯流、淹⽔、落⽯、路樹倒塌、招牌掉落、鐵⽪掀

起、斷⽔斷電、⼈命搜救、道路中斷、電線垂落、通訊失聯等。

傷亡合計 3 ⼈死亡、4 ⼈失蹤及 52 ⼈受傷。 

應變期間相關⼯作繁多，以重點陳述，包含了⼈命搜救共計

成功救援 12 名受困民眾、深⼊烏來重災區成⽴前進指揮所（含

直升機派送先遣⼩組進⼊災區）並以功能性編組組成、收容安置

共 280 位民眾、空中運補災區民⽣物資共 3,959 公⽄，恢復烏來

地區電⼒、⾃來⽔及電信設備，最後是烏來⽼街、溫泉街、烏來

部落等 3 區共 63 ⼾清淤及回復居住環境等。 

 本案前進指揮所及救災指揮站⼯作摘要⽐對如下： 

前進指揮所 救災指揮站 

統籌資訊管理、民⽣資源的統
計與調度、協調國軍及市府等
跨單位的搜救與復原⼯作。 

統籌搜救規劃，另執⾏前
進指揮所給予之任務。 

本案亦為較⾧時間之應變，當時除搜救⼯作外，還有許多災

後復原⼯作要執⾏，但因颱⾵造成許多路段坍⽅及通訊系統中斷，

故要仰賴⼈⼒深⼊各部落確認情形，亦造成救災指揮站運作負擔

相當⼤，幸有前進指揮所協助調度。尤其像是空中資源，是地⽅

政府層級的救災指揮站無法直接調度的，所以⾮常需要前進指揮

所協助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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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分析 

第⼀節 災害應變中⼼前進指揮所與救災指揮站之定位 

壹、 未有明確規範⼆者的合作⽅式 

從前述之新北市相關應變機制規定分析，可看出在現⾏的前

進指揮所規定已經將救災指揮站納⼊其中運作的⼀環，且救

災指揮站位階低於前進指揮所，但未著墨任何⼆者運作⽅式

或權利關係。再者是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指揮幕僚群服勤作業

要點中亦有提到局本部之幕僚群前往現場是輔助⼤隊救災指

揮站指揮，但其中並未提及任何與前進指揮所運作之關係。 

貳、 現⾏組織設計未依循單⼀指揮原則 

承上所述，救災指揮站受前進指揮所指揮，另消防局指揮幕

僚群彙整救災指揮站相關資料提供予救災總指揮官參考，甚

⾄有督導檢核⼤隊救災指揮站之功能，⼜於規定中消防局指

揮幕僚群的運作與前進指揮所並無任何運作合作關係，依上

述可⾒⽬前三者關係如下： 

 

圖 四-1 現⾏規定災害現場應變組織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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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四-1 會發現救災指揮站需要提供回報資料給 2 個對象，

容易造成救災指揮站之運作負擔，⼜災害應變中⼼前進指揮

所與消防局指揮幕僚群之業管單位皆為消防局，最後之資訊

匯集及相關指令下達都會在消防局決策⾧官群運作，亦即如

災害現場有消防局指揮幕僚群與前進指揮所存在時，兩者重

複資訊蒐集與傳遞，甚⾄兩者都給予救災指揮站意⾒，違反

單⼀指揮原則，這都會造成現場運作的混亂與困難。 

參、 實務上之運作關係錯亂 

於⼋仙塵燃案中，災害狀況緊急，災害現場運作係由消防局

應變⼩組（現指揮幕僚群）架設前進指揮所，⽽依據運作習

慣與規範，前進指揮所之架設應由區公所或市府災害應變中

⼼⼈員作業，但於此災例中由應變⼩組來運作前進指揮所仍

然可⾏，可⾒應變⼩組與原訂前進指揮所之功能性質相當雷

同甚⾄重複，由上述討論實有再確認事故現場運作組織之必

要性。 

 

第⼆節 雙⽅運作合作之期待 

本研究運⽤焦點座談⽅式，讓前進指揮所及救災指揮站曾經

參與運作的⼈員提出可以提升雙邊合作之機制，並參考圖克曼團

隊發展模型分段提出策略，本研究將訪談結果彙整如表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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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1 本研究訪談結果彙整表 

團 隊
發 展
階段 

對應前進指
揮所及救災
指揮站發展 

圖 克 曼 團 體 發
展 促 進 運 作 之
⽅向 

促進合作之可能
⽅案（前進指揮
所⼈員） 

促進合作之可
能⽅案（救災指
揮站⼈員） 

形 成
期 

前期規劃、訓
練、接獲通知
出勤。 

 

因此階段對於團
隊內部的定位不
明，故領導者應
與內部成員相互
傾聽，藉此降低
彼此的隔閡，讓
彼此認識及可以
破冰，加速團隊
成員間連結。另
外領導者應說明
整體任務願景，
以及對於成員的
⼯作期待，清楚
整體⽬標，讓團
隊整體明確知道
前進之⽅向，加
快成員進⼊狀況
的速度。 

1. 事前律定雙⽅如
何合作，把要合
作的⼯作項⽬列
表、做成 SOP 或
⾃主檢核表。 

2. 輪值編組不宜異
動頻繁。 

3. 表單簡單明確，
可以利⽤表單知
道雙邊訊息需求
與⽅便傳遞。 

4. 到達現場的⼈要
落實執⾏。 

5. ⾝份明確的辨識
(如背⼼、帽⼦)，
讓雙邊⼀看即可
了 解 該 ⼈ 員 功
能，以利形成對
⼝。 

1. 事先將相關權
責及責任明確
釐清。 

2. 建⽴統⼀的制
式共通表單，
讓雙邊可快速
掌握雙邊訊息
需求。 

3. 預先建⽴現場
通訊及對⼝名
單，因實際現
場經常難以知
道雙邊問題要
找誰對⼝。 

 

震 盪
期 

 

到 達 現 場 ⾄
⼈ 員 輪 值 過
⼀輪。 
 

此階段可以開始
建 ⽴ 基 本 的 規
則，領導者應事
實安排⼯作或任
務。⽽此階段成
員可能會表達不
同意⾒，但領導
者要避免成員以
負⾯情緒表達意
⾒，另外盡可能
⿎勵成員各⾃願
意努⼒的⽅向，
不應⼀昧壓抑成
員表現。 
 

1. 救災指揮站應該
也要負起跨單位
⼈ 員 報 到 的 功
能，在前進指揮
所 ⼈ 員 未 到 達
前。 

2. EOC 成⽴後，各
局處/公所/事業
單位都應該有⼀
個 專 ⾨ 對 EOC
前進指揮所的窗
⼝，有問題就來
問前進指揮所，
並隨時主動回報
最新的資訊，如
此能有效管理資
源。 

現場資源不⾜的
協 調 或 申 請 機
制，應預先確認
（包括民間的資
源、國軍的資源、
其 他 縣 市 的 資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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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 隊
發 展
階段 

對應前進指
揮所及救災
指揮站發展 

圖 克 曼 團 體 發
展 促 進 運 作 之
⽅向 

促進合作之可能
⽅案（前進指揮
所⼈員） 

促進合作之可
能⽅案（救災指
揮站⼈員） 

規 範
期 

完 成 第 ⼀ 輪
輪 值 ⾄ 第 ⼆
輪輪值開始。 

建⽴例⾏討論或
開會機制，讓成
員有⼀些固定的
⽅式互動，並持
續調整或形成成
員穩定的⼯作型
態。⽽領導者可
以⿎勵成員針對
問題⾃⾏提出解
決⽅案，⽽不是
領導者直接給予
指令，讓團隊逐
漸養成獨⽴之能
⼒。 

前進指揮所需要救
災指揮站協助彙整
重要資訊，例如後
送清冊，以利後續
傷者慰問規劃、家
屬詢問。 

1. 定 期 召 開 會
議，檢討搜救
進度及訂定後
續搜救計畫。 

2. 前進指揮所應
尊重救災指揮
站專業分⼯，
應給與⽬標，
讓救災指揮站
規劃執⾏。 

3. 協助彙整統計
重要資料，例
如傷患資訊，
因消防局較⾼
階⾧官會詢問
相關細節。 

 

表 現
期 

應 變 中 後 期
穩 定 團 隊 運
作 

此階段可以設定
⼀些⿎勵及獎勵
機制，刺激團隊
有更好的表現輸
出，相對的沒有
合 理 之 獎 勵 機
制，對於未來下
⼀個週期之專案
或任務來說，團
隊運作會⾯臨挑
戰，無法信服成
員，另外領導者
可以⿎勵成員發
揮創新能⼒，在
每次專案或任務
中 幫 助 團 隊 精
進。 

1. 協調媒體正⾯的
報導救災情形，
⿎勵現場救災⼈
員⼠氣。 

2. 請市⾧（ＥＯＣ
指揮官）到現場
慰勞救災⼈員。 

 
 

提供救災畫⾯及
資料給 EOC，
由ＥＯＣ協調媒
體正⾯報導，⿎
勵⼠氣。 
 

散 會
期 

應變結束 設法建⽴未來合
作意願，讓成員
未來合作上有正

1. 指揮官的政策與
指令要讓基層能
有所適從。 

1. 由市⾧表揚搜
救有功⼈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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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 隊
發 展
階段 

對應前進指
揮所及救災
指揮站發展 

圖 克 曼 團 體 發
展 促 進 運 作 之
⽅向 

促進合作之可能
⽅案（前進指揮
所⼈員） 

促進合作之可
能⽅案（救災指
揮站⼈員） 

⾯的看法，提⾼
下 ⼀ 次 合 作 意
願，在下⼀輪專
案或任務中可以
加快磨合。新成
員的加⼊時可以
有經驗傳承之機
制，像是教育訓
練等，協助執⾏
下⼀輪專案或任
務的新成員可以
更快上⼿。檢討
此次專案或任務
執⾏過程是否有
應檢討之事項，
提供下⼀輪專案
或任務之參考。
最後⿎勵團隊成
員⾟勞付出，讓
成員的貢獻可以
讓 相 關 的 ⼈ 知
道。 

2. 逐⼀檢視實際應
變運作，回饋現
⾏體系。 

 
 

2. 定期辦理有邏
輯且合理的演
習，讓新進⼈
員快速傳承相
關經驗。 

 

經前進指揮所⼈員及救災指揮站⼈員焦點座談後，彙整相關

意⾒有以下共同的看法： 

壹、 災前釐清責任與任務 

依據雙邊座談結果可以發現，不論前進指揮所或救災指揮站

皆期待重新釐清並清楚律訂各⾃責任與⾓⾊，⽽且對於對⽅

之需求亦不是⾮常了解，尤其在救災指揮站座談⼈員表⽰，

在現場時有看到不少前進指揮所⼈員，但不清楚其任務，所

以當有問題要協調討論時，會不知道要找誰接洽。⽽這也符

合圖克曼模型形成期的促進建議，應先針對團隊內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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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功能預先律定，並且也讓團隊內成員知悉，如此在形成期

時可以加快團隊成形。 

貳、 災前確⽴共通性表單 

承上，以⽬前之運作仍有雙邊不清楚需求之情形，所以災前

能確認清楚需求，並預先建⽴共通性表單，這可讓參與的成

員快速透過表單檢視雙邊需求。在現⾏版本之相關規定都已

有加⼊相關表單，但可惜未⾒雙邊共通的表單，故未來修訂

相關表單時可先共同討論需求，並共同建⽴表單，且也因為

是共同討論的表件，在實際災害應變時雙邊⼈員都能理解表

單內容，不需再多花時間解釋。 

參、 建⽴聯繫窗⼝ 

兩者皆有提出要建⽴窗⼝的⽅案，除前述的共通性表單，還

有⼈員溝通上應要能對應，可以提升雙邊合作的效率，當然

也包含通訊管道上的連結，兩者應該要⽤⾯對⾯、無線電、

電話或是通訊軟體等，這些也應⼀並納⼊考慮。且受訪者亦

有提到現場往往不太清楚對⽅之組織架構，故除聯繫窗⼝建

⽴外，建議也應將組織架構讓對⽅知道，這些作為都能幫助

加快整體組織從形成期進⼊到規範期。 

肆、 重要訊息流通與溝通協調 

從上述在雙邊互動的管道逐漸成形，接下來就進⼊探討互動

之實質內容與⽅式，⽽在兩次座談中提及的重要訊息流通包

括資源管理與協調資訊，救災指揮站不⾜之資源透過前進指

揮所協調與追蹤，資源的相關訊息即是雙邊有提及的重要訊

息；接著是⼈命傷亡資訊，包含傷亡⼈數及救護⾞後送，甚

⾄是後送醫院等相關資訊，這對於不論是前進指揮所或救災

指揮站都是極為重要的資訊，故實有強化此資訊的處理⽅式

之必要。最後是救援執⾏進度訊息追蹤。⽽在溝通⽅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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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災指揮站⼈員有特別提出，於復興空難案件中，定期召開

⼯作會議，每⽇早晚各 1 次，在早上會議將針對當⽇救援⽬

標進⾏簡報(Briefing)並進⾏勤教，確認各⽅可以配合後續的

執⾏⼯作，晚上則針對當⽇進⾏之救援⾏動進⾏檢討，並對

於配合上有問題的部分進⾏協調，⽽這些做法可以幫助前進

指揮所及救災指揮站在規範期的形成有幫助，也可以加速進

⼊表現期，這樣的會議⽅式是⾮常重要的溝通協調作為。 

伍、 新聞輿情的處理 

訪談中救災指揮站⼈員特別提到，對於第⼀線應變⼈員來說，

社會輿論的認同是最⼤的⿎勵，⽽這也契合圖克曼模型表現

期的促進建議。救災指揮站可提供救災進度、影⾳等資料，

由前進指揮所彙整各單位資訊後，統⼀發布新聞稿讓媒體報

導，並由前進指揮所追蹤新聞媒體相關報導，如有負⾯新聞

或錯誤消息，亦由前進指揮所發布平衡或更正新聞稿，在此

情況下輿論對於救災⼈員就會較為正⾯，⽽這即可視為表現

期的最佳獎勵。 

陸、 災後落實檢討，並定期辦理教育訓練及演習 

救災指揮站⼈員提到，應變結束後可由市⾧表揚搜救有功⼈

員，並定期辦理有邏輯且合理的演習，讓新進⼈員快速傳承

相關經驗；前進指揮所⼈員則提到，指揮官的政策與指令要

讓基層能有所適從，且災後應逐⼀檢視實際應變運作，回饋

現⾏體系，這些建議也契合圖克曼模型散會期的促進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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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美國事故管理隊之運作借鏡 

壹、 固定輪值⼩組成員 

以美國事故管理隊 IMT 借鏡，其成員為固定專責成員，並且

接收完整訓練始得擔任其⼯作，⽬前新北市相關應變組織，

如前進指揮所、消防局指揮幕僚都是利⽤相關科室⼈員兼任

輪值，雖在⼈⼒編排上較為彈性，但易造成其中⼈員能⼒與

經驗參差不⿑，⽽且經驗難以累積、團隊默契難以養成，易

造成現場相關應變⼈數眾多，效能未如預期。故建議以專隊

形式、固定的成員編組以減少上述相關問題，⼜如圖克曼團

隊發展理論中的形成期，對於團隊成員的初步熟習與了解是

團隊形成的第⼀步，⽽如能固定編組成員就能夠在形成期發

揮助益，在此狀況下災害初期成員已經相互熟識，彼此之作

業⽅式也能較為熟習，可以加速進⼊規範期或表現期的時間。 

貳、 依據災害規模分級 

在 IMT 分有 Type 1 ⾄ Type 5 等 5 個等級，依據災情規模由

不同的等級 IMT 進⾏事故管理，另外以災害狀況考量合宜的

展開應變等級，反觀本市之應變組織雖有相關出勤時機規定，

仍無法看出出勤層次，往往消防局指揮幕僚與前進指揮所⼈

員會同時在現場運作，並且執⾏雷同之⼯作。以此⽽⾔，⾮

常容易造成初期應變⼈員之壓⼒，且過多的⼈員於現場進⾏

重複作業，造成⼈⼒資源的浪費，應參考 IMT 精神，不同複

雜程度的災害，由相對應層級的管理隊伍接管，故短期內能

將消防局指揮幕僚及前進指揮所有所分級並良好的任務分⼯

將有機會改善此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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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各組織之運作模式不同 

IMT 擁有⼀致性的指揮架構，屬同⼀套系統運作，反觀前進

指揮所、消防局指揮幕僚、⼤隊救災指揮站，皆為不同的指

揮架構，甚⾄相關作業模式亦不同，對於組織合作會有相當

的隔閡。故將前進指揮所與消防局指揮幕僚⽬前的運作進⾏

整合是可⾏的⽅向，朝向同⼀個體系發展，甚⾄是成⽴災害

現場管理專隊亦可整合管理體系。於此對應⾄圖克曼團隊發

展理論的規範期，因為有⼀致的運作體系，所以參與的成員

可以快速掌握各⾃要在團隊哪個位⼦、要扮演什麼⾓⾊、要

負起什麼責任與功能，⽽將上述⼆者整合成同⼀個體系的專

責隊伍將能更容易達到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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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節 研究發現 

透過 2019 年板橋氣爆案可知，短時間的救援⾏動，EOC 前

進指揮所與消防局救災指揮站⼆者之間較無重疊性，互動內容較

少，但⼆者皆有處理傷患資訊之⼯作，在傷者資訊的銜接上可視

為未來⼆者提升互動項⽬之⼀。  

2015 年⼋仙塵燃案亦為短時間救援⾏動，EOC 前進指揮所

與消防局救災指揮站合作醫療資源之調度，可以知道救災指揮站

不⾜之資源可透過前進指揮所協助聯繫，此⽅向亦未來應提升的

重要⾯向，另本案前進指揮所由應變⼩組前往架設，與原始規範

設定不同，顯⾒當時前進指揮所的運作尚未有成熟穩定之作業模

式。 

2015 年基隆河復興空難為較⾧時間之應變，且搜救運作時

間較⾧，所需動⽤資源較多，故前進指揮所與救災指揮站⼆者合

作運作之⾯向亦較為廣泛，尤其是資源協調調度有很重要之相互

關係，另外在此案中消防局災害搶救科協助救災指揮站之運作，

亦顯⾒救災指揮站之運作模式尚未固定。 

2015 年蘇迪勒⾵災亦為較⾧時間之應變，當時除搜救⼯作

外，還有許多災後復原⼯作要執⾏，但因颱⾵造成許多路段坍⽅

及通訊系統中斷，故要仰賴⼈⼒深⼊各部落確認情形，亦造成救

災指揮站運作沈重的負擔，幸有前進指揮所協助調度，尤其是空

中資源，是地⽅政府層級的救災指揮站無法直接調度的，需要前

進指揮所協助協調。 

綜上可知，新北市災害應變中⼼前進指揮所與消防局救災指

揮站之間的聯合運作，尚有下列問題： 



 五-2 

⼀、 未有明確規範⼆者之合作⽅式。 

⼆、 現⾏組織設計未依循單⼀指揮原則。 

三、 實務上運作組織關係錯亂。 

⽽透過焦點座談，實際參與應變的⼈員對於前進指揮所與救

災指揮站合作提升的期待，包括： 

⼀、 災前釐清責任與任務。 

⼆、 災前建⽴共通性表單 

三、 建⽴聯繫窗⼝。 

四、 重要訊息流通與溝通協調。 

五、 新聞輿情的處理。 

六、 災後落實檢討並定期辦理教育訓練及演習。 

此外，在訪談過程中，救災指揮站⼈員建議 EOC 在做搜救

決策的時候，應事先與現場⼈員討論安全性，避免⾃⾏做決策。

RUSSELL R. DYNES (1994)18 提出，災害本質特徵是分散且多元

的決策，故應重視決策的⾃主性，⽽不是集中權⼒，計畫的⼒度

應圍繞在建設各單位的能⼒，使其作合理、明智的決策，建⽴各

單位的彈性與主動，需付出額外的努⼒：協調。在做搜救計畫時

的核⼼問題，不該是控制救災⼈員，⽽是「有效地重新分配⼈⼒

和物⼒資源的⽅式」。災害應變計畫核⼼應針對促進組織間協調

及共同決策的機制、技術和設施，災害規劃需包含整備、應變及

隨機應變的彈性，為了解決問題，須建⽴收集訊息與分配資源的

流程。 

因此，建議調整我國以往習慣的 2C(command and control)絕

對服從命令思維，從⽽仰賴知識、技能、經驗、專業形成的判斷，

 
18 Russell R. Dynes (1994)，COMMUNITY EMERGENCY PLANNING:FALSE 

ASSUMPTIONS AND INAPPRORIATE ANALOG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ss 

Emergencies and Disasters, August 1994, Vol. 12, No.2, pp.14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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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 3C(coordinate、communicate、collaborate)協調的思維。消防

的專業知識有限，以消防⼈員為主要應變⼈員的災害防救辦公室

欲⾯對全災型的應變，更需要廣納各界專業知識與⼒量。 

 

第⼆節 政策建議 

壹、 短期可⾏的作法 

⼀、 明確訂定災害應變中⼼前進指揮所與消防局救災指揮聯合

運作機制 

（⼀） 政策確認：包括指揮官的指定、現場⼈員分⼯與權

責、現場運作機制等的確認。 

（⼆） 共通表單的確⽴：⽬前雙⽅各⾃有應變簿冊與表單，

但尚未確實檢討雙⽅各⾃需求並制定共通的表單，建

議邀集相關⼈員討論，並確⽴共通表單，簡化現場的

作業。 

⼆、 建⽴災害應變分級訓練制度 

（⼀） 由消防局 ERCA 開設訓練課程與證照：可參考美國

FEMA 的作法，分級制定應變⼈員的訓練課程，並授

與相對應的證照，災害現場不同⾝份的⼈員，各有需

完成的不同課程。 

（⼆） 有系統地制定教材：經驗不等於科學，延續前⼀點，

應將經驗轉化為經得起檢驗的科學，並分級編制教材

供訓練課程使⽤。 

（三） 指揮官的教育：現場指揮官的思考邏輯需透過教育，

特別是消防局的外勤指揮官，不應侷限在消防的思考，

需將思考邏輯拓展到災防的⾓度，以因應各種不同類

型的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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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員的關係建⽴：透過平時的業務交流，建⽴ social capital，

可參考防災社區⼯作坊的操作，擴展並穩定與不同單位（包

括局處、公所、學校、企業、NGO 等）之間的關係，進⽽

在災時可以有效率的協調到所需的資源。 

貳、 中⾧期可規劃實施的作法 

⼀、 整併消防局應變⼩組及災害應變中⼼輪值⼈員，成⽴災害

應變專責隊 

（⼀） ⾃本局內勤選出合適⼈員組成，並編排輪值表，每⽇

有⼈員輪值。 

（⼆） 擬定災害應變隊出勤分⼯，確⽴相關簿冊與表單。 

（三） 配置合適的應勤裝備，包括出勤⾞輛、指揮所設備及

個⼈防護裝備等。 

（四） 簡化災害應變隊成員平時業務，使其能專⼼做好應變、

災後檢討、應變流程與修訂、教材修訂及教育訓練等

⼯作。 

⼆、 建⽴應變分級制度 

（⼀） 第⼀時間由區級 EOC 出勤。 

（⼆） 跨局處協調案件由災害應變隊平時輪值⼈員出勤⽀援。 

（三） 較複雜或規模較⼤的災害，災害應變隊第⼆梯次⼈員

⾄災害現場⽀援前進指揮所；若需同時開設市級 EOC，

則第⼆梯次⼈員需分 2 組，分別進駐 EOC 及前往現

場⽀援。 

 

第三節 後續研究建議 

⾃ 2019 年開始，新北市市府團隊提出「簡政便民、⾏動治

理、智能城市」的施政⽅針，對於 EOC 輪值⼈員的⾏動⼒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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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的期待，例如⾃來⽔爆管事件，雖然不是災害防救法法定災

害，但因涉及民⽣⽤⽔及道路交通，影響民⽣甚鉅，市府要求此

類案件，EOC 輪值⼈員亦須到場，然因 EOC 輪值⼈員⽬前出勤

⼈⼒僅 2 ⼈，本研究末期，已將應變⼩組納⼊出勤⼈⼒，共同運

作，然⽽相關合作機制仍在磨合期，後續可再追蹤研究現場相關

合作是否有可再精進之處。 

另 EOC 輪值⼈員的⾓⾊定位需再明確，⾃來⽔爆管之類出

勤的案件，並⾮災害，實際上 EOC 擔任的⾓⾊已經超過國內⼀

般災害應變中⼼的任務範疇，儼然化⾝「市府危機處理⼩組快打

部隊」，然⽽災害防救辦公室（消防局的災防三科）業務⼗分繁

重，⼀旦出勤動輒數⼩時，甚⾄有處理數⽇的案件，久⽽久之，

勢必影響災防業務的推動，本研究提出了可整併消防局輪值災害

應變中⼼與應變⼩組的⼈員，組成災害應變隊因應，是否能夠執

⾏，尚須政策⽀持及需要時間推動，後續可再繼續追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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