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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寒害與熱浪災害防救對策 

第一章 前言 

在嚴冬時節，當強烈大陸冷氣團逼近，使得臺北地區氣溫突然降到10℃或以下時，氣象

局會發布「低溫特報」。這時在郊區空曠地帶、沿海、山坡等地氣溫都會降得比都市更低，可

能到7、8℃或5、6℃，很容易造成農作物和養殖魚類的損害，就稱為「寒害」。氣溫陡降對熱

帶及亞熱帶作物會有生理異常現象，產生落花、落果，葉片呈水浸狀、局部壞疽，嚴重者黃

化脫落，致產品品質及產量下降，造成各項農漁畜產品損失。 

本府以農業局為主要負責單位，並於平時加強農、漁民防範寒害之觀念；由社會局負責

進行遊民收容與輔導，減少低溫寒害而造成生命及財產之損失。以下為寒害之特性： 

一、 在嚴冬時節，當強烈大陸冷氣團逼近，使得臺北地區氣溫突然降到攝氏 10 度以下時，

氣象局發布低溫特報，這時郊區空曠地帶、山坡等地氣溫會降得比市區更低，很容易造

成農作物損害。 

二、 寒流來襲造成氣溫陡降，尤其對熱帶及亞熱帶作物會有生理異常現象，產生落花、落果，

葉片呈水浸狀、局部壞疽，嚴重者黃化脫落，致產品品質及產量下降。熱帶魚種有凍斃

之虞，家畜禽類各類呼吸器官疾病容易發生，嚴重者導致死亡，造成各項農漁畜產品損

失。 

  在熱浪的部分，根據世界氣象組織建議，當連續 5 天每日的最高溫度超過正常的時期平

均最高溫度 5°C 時，定義為熱浪；更嚴重的狀況稱為熱風暴（是當較廣大的區域，通常是數

萬或數十萬平方公里），溫度連續 3 天達到 38°C 以上。 

  然熱浪高緯度地區較易發生，持續時間較短；低緯度、近赤道陸地地區發生頻率較小，

熱浪的持續天數較長。以臺灣為例，臺灣位於亞熱帶地區，同時受到中緯度和熱帶天氣系統

雙重影，雖熱浪發生頻率較低，一旦發生時，由於持續天數將較長，容易對人體健康產生危

害，農業、畜牧業也將造成損害。 

本府以農業局為主要負責單位，持續監控氣溫，做好防災應變，於平時加強農民防範熱

浪害之觀念；衛生局為輔，落實平日宣導及後送機制。 

一、在炎夏時節，使得臺北地區氣溫超過攝氏 35 度以上時，氣象局發布即時天氣預報，提醒

外出民眾可能引起中暑、熱痙攣和熱衰竭，甚至引發傳染病，應配合中央衛生署疾病管

制局之計畫，發展熱浪防制計畫。 

二、熱浪來襲造成氣溫陡升、高溫乾旱，造成農產量減產，家畜禽類因高溫中屬，抵抗力下

降，輕者導致減產，嚴重者導致死亡，造成各項農漁畜產品損失。 



11-94 

第二章 減災 

壹、 寒害減災措施 

分析寒害成因及影響，制訂適合本府地區特性之寒害防救相關細部執行事項。 

一、 災害防救資料庫與資訊通訊系統 

(一) 建立各行政區農作物、畜禽種類數量等資料庫。（農業局） 

1. 農產品種植資料：如農產種類、種植面積、種植區等。 

2. 養殖漁等資料：如養殖魚種類、魚塭面積、養殖地點、所有人、聯絡方式等。 

3. 畜牧等資料：如禽畜種類、養殖面積、養殖地點、所有人、聯絡方式等。 

(二) 建立遊民資料清冊。（社會局） 

(三) 為利災害防救相關資料即時傳輸及運用，建構與各區公所及農會等通訊傳遞網絡，掌握

災情資訊。 

二、 監測、預報及預警系統之建立 

(一) 冬季寒冷時節隨時注意天氣變化及中央氣象局發布氣象預報資訊。（農業局） 

(二) 建立資訊傳遞管道，利用媒體及各項傳遞管道發布預警資訊，以加強防災準備，減少農

業災害損失。（農業局） 

(三) 透過中央氣象局之預報資訊，提供遊民預防寒害之收容所及相關物資。（社會局、衛生

局） 

三、 減災土地利用與管理 

為利災害防救業務推行，建構各行政區農作物、畜禽種類數量等資訊系統以利進行

減災之預防、救助。（農業局） 

四、 設施減災與補強對策 

利用相關防寒設施如：簡易塑膠棚、防風罩、塑膠布、不織布或採隧道棚栽培等方

法，以減少寒害所帶來可能之損失。（農業局） 

【機關分工】農業局、衛生局、區公所、社會局  

五、 災害宣導 

(一) 12 月初開始防寒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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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避免水稻在寒流過境時之青插秧作業、俟寒流離境後再進行插秧。 

2. 已插秧田區，田間灌溉水深不得淹沒秧苗，俟氣溫回升後則恢復淺水位之灌溉。 

3. 受寒流嚴重田區及早補植、以免生育參差不齊。 

4. 預估寒流來襲前加強果園灌水。 

5. 果實達採收期可提早採收避免損失。 

6. 加強果園覆蓋。 

7. 包裹樹幹或果實、減少受害。 

8. 加強防風措施。 

9. 可採收蔬菜立即採收。 

10. 短期葉菜類，採用塑膠布（網）、不織布直接覆蓋。 

11. 養殖漁業在冬季期間從事水產養殖時應加強防寒措施。 

12. 因投飼料而致水質汙濁時、應予常換水。 

13. 寒流來襲或滯留時、如水溫在攝氏 15 度以下、應採緊急措施，如加溫提高水溫及打

氣增加溶氧、以減少死亡。 

14. 畜牧業、將所有畜禽圈入畜舍內、以免凍死。 

(二) 定期安排寒害災害防救課程教育及訓練。 

1. 透過農會、水利會系統辦理農民講習會，或於產銷班班會時，加強寒害防災宣 

2. 導與教育。 

3. 輔導落實農委會各試驗改良場，所研發推廣之各項防寒技術運用。 

貳、 熱浪減災措施 

分析熱浪成因及影響，制訂適合本府地區特性之熱浪防救相關細部執行事項。 

一、 熱浪防制計畫（衛生局） 

面對極端氣候溫度節節升高之情況下，對健康威脅之熱浪，甚至引發傳染病，應配

合中央衛生署疾病管制局之計畫，發展熱浪防制計畫。 

二、 溫度監測系統及教育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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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媒體或平面報導等資訊傳遞，讓大眾瞭解熱浪相關資訊，及做好熱浪來襲之防

護措施。（如減少在戶外活動） 

三、 抑制疫情擴大 

透過氣象局之溫度監測系統，瞭解溫度上升之趨勢與狀況，進行環境檢視與消毒，

以抑制登革熱的流行區域災情上升及減少恙蟲病的案例數增加。 

【機關分工】衛生局、環保局 

四、災害防救資料庫與資訊通訊系統 

(一) 建立各行政區農作物、畜禽種類數量等資料庫。（農業局） 

1.農產品種植資料：如農產種類、種植面積、種植區等。 

4. 養殖漁等資料：如養殖魚種類、魚塭面積、養殖地點、所有人、聯絡方式等。 

5. 畜牧等資料：如禽畜種類、養殖面積、養殖地點、所有人、聯絡方式等。 

(二) 為利災害防救相關資料即時傳輸及運用，建構與各區公所及農會等通訊傳遞網絡，掌握

災情資訊。 

五、監測、預報及預警系統之建立 

(一) 夏季炎熱時節隨時注意天氣變化及中央氣象局發布氣象預報資訊。（農業局） 

(二) 建立資訊傳遞管道，利用媒體及各項傳遞管道發布預警資訊，以加強防災準備，減少農

業災害損失。（農業局） 

六、減災土地利用與管理 

為利災害防救業務推行，建構各行政區農作物、畜禽種類數量等資訊系統以利進行

減災之預防、救助。（農業局） 

七、設施減災與補強對策 

利用相關防曬設施如：簡易塑膠棚、不織布等方法，以減少陽光直射造成土地、農

作物乾旱所帶來可能之損失。（農業局） 

【機關分工】農業局  

參、 災害防救人員培訓及普教 

一、 災害防救意識提升及知識之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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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透過農會、水利會系統辦理農民講習會或於產銷班班會時，加強寒害、熱浪防救宣導與

教育。 

三、 輔導落實農委會各試驗改良場、所研發推廣之各項防寒技術運用。 

【機關分工】農業局 

肆、 相關法令研修訂定 

依「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水災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災害救助種類及標準」

辦理後續救助事宜，協助農民儘速辦理復耕。 

【機關分工】農業局 

伍、 二次災害之防止 

一、 加強宣導教育農民平時應養成防範寒害、熱浪之觀念。 

二、 積極宣導農民注意中央氣象局所發布之寒害相關消息，以及夏季之即時天氣預報，以利

災害之預防。 

三、 持續運用各項傳遞管道宣導農民從事預防措施。 

【機關分工】農業局、新聞局、區公所 

陸、 都市防災規劃 

一、 經綜整本府歷年相關防救災之寶貴經驗後，期能提供寒害、熱浪之防救工作中減災、整

備、應變、復原重建等階段之執行依據。 

二、 建立資訊傳遞管道，利用媒體及各項傳遞管道發布預警資訊。 

【機關分工】本府各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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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整備 

應變資源整備之目的為減少因人為因素造成之災害及防止二次災害，並事先擬定災害預

防、應變計畫、加強災變時之反應作為、事後調查機制等。 

壹、 災害應變計畫及標準作業程序之研訂 

一、 有關災害應變中心之設立與運作相關事項。 

二、 有關資訊蒐集與通報相關事項。 

三、 有關受災區域管理與管制相關事項。 

四、 有關緊急動員相關事項。 

五、 有關應急相關事項。 

六、 有關災害發布與媒體聯繫相關事項。 

七、 有關受災農作物、畜禽處理及救助等相關事項。 

八、 其他。 

【機關分工】農業局 

貳、 防寒措施 

一、 秧苗 

育苗場（圃）設置防寒（風）牆，並備妥防寒之不織布、塑膠布等以因應寒流來襲

時覆蓋。寒流來臨，利用不織布或塑膠布覆蓋已綠化中或生育初期之秧苗，並隨時清除

布上積水，以防止低溫凍傷，寒流離境後掀開塑膠布。畦溝灌注淺水保溫。 

二、 水稻 

避免在寒流過境時期之插秧作業，俟寒流離境後再進行插秧。已插秧之田區，田間

灌溉水宜較深（水深不得淹沒秧苗）保護秧苗，俟氣溫回升後則恢復淺水位之灌溉。受

寒害嚴重田區及早補植，以免生育參差不齊。一般田則酌施追肥促恢復生長，增加耐（抗）

寒力。 

三、 果樹 

預估寒害來襲前，加強果園灌水。果實達採收期可提早採收，立即搶收避免損失。

寒流來襲時實施果園噴灑或噴霧灌水。田間管理酌量增施鉀肥以增加抗寒力。加強果園

覆蓋。包裹樹幹或果實，減少受害。加強防風林或防寒措施。修剪寒害枝條或葉片。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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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之花、果實應行疏花疏果。 

四、 花卉 

搭設塑膠棚、溫室等設施。加強種苗健化管理。田間管理酌量增施鉀肥。預估寒流

將來襲前實施畦溝灌水。 

五、 蔬菜 

可採收蔬菜立即採收。搭設塑膠棚或防風措施等。預估寒流來襲前一天實施畦溝灌

水。幼苗生育期間田間管理酌量增施鉀肥，以增耐寒力。短期葉菜類，採用塑膠布（網）、

不織布直接覆蓋，並在畦溝灌溉或葉面噴灑水分以防止葉片凍害。瓜果類，於風口處之

田梗豎立防風網，以屏障作物。 

六、 特用作物 

加強茶園覆蓋。加強防風林或防風網措施，酌施鉀肥以增加抗寒力。 

七、 養畜禽業 

加強仔禽的保溫及管理，隨時注意畜舍溫濕度，保持通風的環境並防範冷風的侵

襲，避免損失。畜禽應注意畜禽舍的清潔衛生管理，設置擋風設施。冬季為家畜禽各類

呼吸器官疾病易發生的季節，預防重於治療，應著重消毒及疫苗注射。 

【機關分工】農業局 

參、 寒害、熱浪災害防救人員之整備編組 

一、 建立寒害、熱浪災害應變人員緊急聯絡方法、集合方式、集中地點、任務分配、作業流

程及注意事項等。 

二、 加強寒害、熱浪緊急應變人員動員機制之模擬，以提昇其緊急應變之能力及效率。 

【機關分工】農業局、社會局、衛生局 

肆、 演習訓練與防救災知識宣導 

一、 加強宣導農民、農會及相關團體組織對災害防救意識與機具之操作。 

二、 加強宣導農民對減災設施之維護與準備。 

三、 農業局提供相關災時應變手冊，增加農民災時之應變能力。 

四、 災前透過傳播媒體之協助，將災害相關應變知識利用統一窗口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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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加強遊民宣導與收容及提供防寒物資。（社會局、衛生局） 

【機關分工】農業局、社會局、衛生局、新聞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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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應變 

災害發生時，依據本局建立之災情通報系統，迅速蒐集、登錄、彙整、統計災害狀況，

以提供應變中心指揮官與決策者正確研判災情所需之災害防救資訊。 

壹、 寒害應變中心之設立與運作 

一、 於寒害發生時，視災害程度，成立寒害緊急應變小組，辦理各項災害防救事宜。 

二、 按災害發生區域成立區級災害應變中心，並結合消防、民政、新聞、區公所等相關單位

進行救災。 

【機關分工】農業局等相關權責單位 

貳、 災情資訊蒐集通報及通訊之確保 

一、 災情蒐集 

設立各相關單位及機關間災情蒐集體系，以期能迅速掌握災情狀況。 

二、 災情查報 

(一) 災害來臨前聯繫里、鄰長、里幹事注意災情查報。 

(二) 建立緊急聯絡名冊，為便災害發生時、能迅速聯繫各查報人員實施災情查報。 

(三) 建立所屬里、鄰長、里幹事緊急聯絡名冊。 

三、 災情通報 

(一) 整體性災害依據各區農、林、漁牧查報災情速報災害應變中心。 

(二) 災害應變中心直接受理民眾報案。 

四、 提供民眾災情訊息 

(一) 為提供民眾有關災情之訊息，得於災時設置專用電話與單一窗口提供民眾災情之諮詢。 

(二) 加強民眾災情資訊之通訊設備，以保持保通訊之暢通。 

【機關分工】農業局、消防局、新聞局、區公所 

參、 緊急動員 

一、 災情擴大則請中央支援，並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支援地方政府因應寒害處理協助項

目及程序規定」請求中央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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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開口合約對象、國軍、民間團體、義工、企業組織依相關規定辦理召集徵調。 

三、 接獲緊急徵用命令後，應依據救災機具表，緊急調派車輛支援。 

四、 依相關單位需求，向國軍部隊提出支援災害搶救申請。 

五、 填具「申請國軍支援救災兵力及機具統計需求表」告知國軍支援單位災害性質、災害地

點、災害情形、需要支援兵力、機具數量及應向何人報到等事宜。 

【機關分工】農業局、民政局及各權責單位 

肆、 災情搶救、勘查與緊急處理 

一、 辦理農、漁、林、牧業災情查報、設施防護、搶修與善後處理工作等事宜。 

二、 提供下列措施，供農民參考： 

(一) 畦溝間加強排水功能。 

(二) 如有霜降，灑水除霜。 

(三) 必要時進行病害防疫工作。 

(四) 水產類大規模死亡，立即掩埋損毀，防止流入市面。 

    如果大規模水產類死亡應立即掩埋、焚毀，並進行消毒。 

(五) 對凍死之畜禽，予以掩埋焚化及加強消毒工作。 

    因寒流來襲造成畜禽類死亡，為避免造成環境汙染及疫病蟲傳播，動員相關機關辦

理掩埋、燒毀、管制或採取其他適當因應措施。 

【機關分工】農業局、環保局 

伍、熱浪緊急應變措施 

一、 制訂緊急應變措施。 

二、 各里利用大眾傳播系統宣導。 

三、 各地方醫院及衛生中心需增設對特殊疾病患者的服務。 

四、 柔性勸導獨居老人、貧困家庭及重大慢性疾病患者到各地方緊急臨時中心做防暑準備。 

五、 提供及準備足夠所需降溫器材給所需民眾。 

六、 宣導易燃物須放置於陰涼處、適當位置並實地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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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適時噴水使道路降溫並確保有足夠民生用水。 

八、 開設緊急電話聯絡專線。 

九、 持續監控氣溫。 

【機關分工】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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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復原重建 

寒害發生後，由各區公所經建課對受損農作物進行勘查及資料建檔，並循農情查報系統

將相關災情資料報產業發展局會同農業改良場等單位進行抽樣複勘。 

壹、 災後復原處理 

依災情危害程度進行下列復原重建工作，必要時於災區成立「災後復原處理中心」

處理災後事宜： 

一、 環境清理及污染防治：環保局 

二、 災區防疫：衛生局 

三、 災區送水服務：水利局、自來水公司 

四、 災民安置：社會局 

五、 災區警戒及治安維護：警察局 

六、 申請國軍支援災後復原工作：民政局 

七、 相關善後處理工作：農業局 

八、 其它復原事項：各權責單位 

貳、 加速寒害、熱浪災後復原工作 

一、 立即進行寒害、熱浪災情勘查與管理 

災情發生後，立即啟動產業發展局災情查報糸統蒐集各項災情資訊，以正確研判災

情及傳達救災指揮調度命令。 

二、 寒害、熱浪災情狀況緊急處理 

(一) 因寒流、熱浪來襲造成畜禽類死亡，為避免造成環境污染及疫病蟲傳播，動員相關機

關辦理掩埋、燒毀、管制或採取其他適當因應措施。 

(二) 災期持續運用媒體各項傳遞管道宣導農民從事預防措施。 

三、 受災證明之核發 

本府經中央公告核定得辦理農業天然災害低利貸款後，由各區公所經建課於規定期

限內完成受災證明書之核發，農民應持受災證明書及他相關文件，逕洽經辦機構辦理後

續核貸手續。 



11-105 

四、 災後環境復原 

(一) 持續注意各項災情資訊及處理，對受損農作物、畜禽及農業設施進行勘查與鑑定，並

將各項災害資料統計彙報中央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二) 若本市受災程度未達中央所定標準，可視災損嚴重地區或項目，辦理產業輔導以儘速

恢復及穩定本市農業生產。 

【機關分工】農業局（協辦機關：消防局、民政局、新聞局、觀光局、區公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