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北市政府 103 年第 2 季災害防救會報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3 年 6 月 16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
貳、地點：本府 9 樓災害應變中心
參、主席：侯副市長友宜

記錄：郭乃嘉

肆、出(列)席者及單位：如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略)
陸、報告案
一、上次會議主席裁（指）示事項辦理情形，報請鑒察。
決定：
(一) 洽悉。
(二) 除第 4 案外，同意解除列管。
(三) 第 1 案烏來區信賢里烏沙溪案，請農業局要隨時掌握工程進
度，務求依期限完成。
(四) 第 2 案水利局的「新北市政府防汛砂包發放機制標準作業程
序(含公所)」已經函頒，請各區公所配合辦理，除了發放砂
包之外，請特別加強砂包回收，以免未回收的砂包遭民眾任
意棄置致災。
(五) 第 4 案請交通局儘速與交通部所屬機關研議是否訂定支援協
定。
(六) 第 5 案請工務局針對已建置之重機械編管名冊，務必落實測
試並留存紀錄，以供上級機關稽查。
(七) 第 7 案新店區公所及石碇區公所廳舍耐震補強案，新店區公
所已經辦理完成，請儘速補送相關文件讓工務局解除列管；
另石碇區公所廳舍耐震補強無預算支應案，請石碇區公所依
工務局建議，簽陳專案預算，並請工務局及主計處給予必要
的協助。
二、本府 103 年度區公所災害防救業務評核執行情形，報請鑒察案。
決定：
(一) 洽悉。
(二) 針對評核結果所提出之 14 項通案性缺失，請各區公所檢視，
並依建議改善；另外區公所也有 33 項優良創新作為，請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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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所相互學習，讓災害防救工作更加提升。
(三) 本次評核相當落實，各區公所準備完善，辛苦了，另外本府
同仁亦逐一至 29 區評核也很辛勞，尤其有 6 個局(水利局、
工務局、農業局、環保局、社會局、消防局)的副局長親自
帶隊，也在此表達感謝。
(四) 這次區公所一共提了 6 件反應事項，已經有 5 件辦理完成，
顯示各局處對於區公所的意見相當重視，尚餘 1 案是烏來區
信賢活動中心耐震評估補強，請市府提供經費案，請烏來區
公所依社會局意見提出完整執行計畫，屆時再請社會局協助
協調預算辦理。
(五) 最後，評核只是過程，重點在於實質災害防救工作提升，所
以區公所也能提出反應事項並得到有效解決，缺失能夠改
善、其他公所做得好的也可參其考作法精進，也是本次評核
重要之目的。
三、本府辦理 103 年度中央災害防救業務訪評規劃暨 102 年度總結
報告缺失改善情形報告，報請 鑒察案。
決定：
(一) 洽悉。
(二) 本年為行政院首次採取聯合訪評的做法，本府擔任北區場次
的主辦市，請消防局全力配合中央規劃辦理，規劃好各縣市
空間配置及人員動線，並請秘書處協助消防局規劃各縣市的
停車空間。
(三) 改善事項尚未完成的有 2 項，請交通局及消防局儘速辦理並
納入管制。
(四) 本府榮幸連續 4 年獲得甲組第 1 名的殊榮，謝謝各機關的協
助，今年本市被選為北區示範市，讓其他縣市觀摩交流，請
災害防救辦公室確實依辦理期程及準備策略執行相關規劃，
並請各局處配合辦理，將平常所執行的各項業務及演練成果
展現出來。
四、103 年豪雨應變處置報告，報請鑒察案。
決定：
(一) 洽悉。
(二) 近年的氣候異常變化，可能突然遇到暴雨狀況，請各區公所
確實掌握易淹水地點，接收到氣象團隊預測將有強降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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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事先啟動防災機制；重點區 3 站時雨量大於 30mm 以上即
啟動強化三級開設，此標準只是原則性，仍請災害防救辦公
室隨時精準掌握訊息、細膩有效地處理災情狀況。
(三) 並請水利局隨時監控雨情及水文，與各區結合，針對易淹水
地區先行採取預部抽水機等積極作為，二級開設時請以指派
科長以上人員進駐應變為原則，如確不克進駐者，亦應調派
適當層級且具專業之幹部出席，並請科長以上人員確實負責
指揮協調工作。
五、103 年度國家防災日系列活動規劃，報請鑒察案。
決定：
(一) 洽悉。
(二) 國家防災日係本市年度重要活動，10 項主題活動部分，如活
動規模大、新聞性強，請新聞局協助安排媒體採訪及行銷；
另各項活動主持人層級選定、以及各項活動之間是否能予以
整併，請業務單位以「活動不在多，而要精、參與人數多；
主軸不用多，要有意義、有效」之原則，再行考量，並請新
聞局給予協助規劃宣傳方案。
六、車行地下道淹水預警及應變，報請鑒察案。
決定：
(一) 洽悉。
(二) 鑒於臺中市發生民眾誤闖地下道遭溺斃案，工務局已勘查本
市有 13 座車行地下道，惟仍可能有涵洞及路面積水可能超過
20 公分造成車輛拋錨之可能災點，請工務局亦調查掌握，應
封路時就應執行，以維民眾安全。
(三) 現在正值梅雨季節，很快的颱風季節也將來臨，車行地下道
的警示設備(含 LED 字幕及警示燈)，請工務局儘快完工。
(四) 請區公所依警戒標準派員依巡查頻率巡查（30mm/hr）、及駐
點觀察(80mm/hr)，達到封閉標準務必落實執行。
(五) 另時雨量達到 30mm 時，請警察局及消防局主動積極協助巡查
及災情查報。
(六) 封路標準雖設定為積水 20 公分深，如積水已達 10 公分以上
且水位持續升高，即可考慮提早封閉；在救援方面，請消防
局記取臺中市教訓，維持機動性，並掌握動態資訊。
七、新北市安居城市都市更新策略計畫案，報請鑒察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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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洽悉。
(二) 許多防災觀念需要在都市更新中將其納入，包括耐震等建築
物耐震力的提升，惟都市更新的推動非常困難，故推出簡易
都更政策作為持續推動的方向；本市老舊建築物太多，都市
更新不及，故應搭配工務局「老屋健檢」及消防局「住宅型
火災警報器及一氧化碳警報器」等政策，整合資訊宣導民
眾，相關宣導請新聞局協助。
八、烏來區坡地崩塌潛勢說明及因應措施報告，報請鑒察案。
決定：
(一) 洽悉。
(二) 請農業局儘速會同市府相關單位及協請地調所至現場勘查擋
土牆裂縫，研究坡地崩塌潛勢之原因，並請會同市府相關單
位及協請地調所至現場勘查擋土牆裂縫，如可補強請儘速補
強。
(三) 有關影響範圍內的 200 戶居民，雖非劃定為保全戶，但應變
期間如經應變中心研判有危險之虞，仍應執行疏散撤離機
制，由烏來區公所預先規劃疏散撤離，並請社會局協助規劃
收容場所。
(四) 另現有調查鑽孔及觀測儀器不足的部分，請農業局檢視原有
鑽孔及觀測儀器是否功能正常，不足的部分請考量編列經費
或向中央爭取經費建置；西羅岸農路擋土牆及排水系統初步
改善，也請農業局儘速編列預算辦理。
(五) 本案規模非區公所能處理，請農業局謹慎評估、儘速處理，
本案納入本會報管制。
九、校園開設災民避難收容作業專案報告，報請鑒察案。
決定：
(一) 洽悉。
(二) 社會局為本府收容場所主政機關，當區公所將學校選定為收
容場所，請教育局協調學校配合辦理。
柒、討論案
一、因應南韓船難，本府藍色公路平時安全管理與強化緊急應變措
施，提請討論案。
決定：請交通局針對八里及淡水渡船頭業者，加強督導平時違規
超載、乘客未依規定穿著救生衣等情形，以落實平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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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請擇期辦理演練，以測試業者自救及消防單位動員能力。
二、因應地震災害民眾收容安置安全議題，針對本市臨時收容所加
強相關結構耐震安全性評估辦理方式及經費來源，提請討論案。
決定：
(一) 本案請社會局確實彙整掌握各區臨時收容所安全性資料，並
儘速邀集工務局、主計處及各區公所針對收容所是否足夠、
耐震評估及耐震補強經費等問題研商處理辦法。
(二) 本案納入本會報管制。
三、因應豪雨易致災潛勢區之檢視及防災因應措施，提請討論案。
決定：各區公所提報了 84 處易致災潛勢區，尚有 51 件尚未辦理
完成且未受市府管制的災點，請移由研考會統籌管制，尤
其現正值梅雨季節，且已接近颱風季節，請各主辦機關加
速辦理。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15 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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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災害防救會報列管案件
案號
案由
102121708 在陸上交通事故區域聯
防機制部分，建議應與
轄區道路主管機關訂定
支援協定，以利聯合防
護，並有定期測試通報
且留有紀錄陳列（如臺
鐵局、公路總局、遊覽
車或其他）
103061601 轄區內鄰近之國軍單位
未全數納入協助支援及
支援協定單位。
103061602 規劃辦理烏來區坡地崩
塌潛勢區因應措施。
103061603 請交通局針對八里及淡
水渡船頭業者，加強督
導平時違規超載、乘客
未依規定穿著救生衣等
情形，以落實平時管
理，並請擇期辦理演
練，以測試業者自救及
消防單位動員能力。
103061604 有關本市收容場所，請
社會局確實彙整掌握各
區臨時收容所安全性資
料；各收容場所亟需辦
理耐震補強之建築物，
請儘速自收容場所名冊
中除列，並請社會局追
蹤公所後續辦理情形。

主辦單位
交通局

消防局

農業局
交通局

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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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情形

103.6.16
管考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