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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編其他類型災害防救對策 

第二編至第十編包括震災、海嘯、輻射、風災與水災、坡地、毒性化學物質、火災與爆

炸、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輸電線路及交通事故等災害防救之對策。本編將針對其他類型災

害提出災害防救方面的對策，包括火山爆發、森林火災、生物病原、寒害、旱災、熱浪及廠

礦區意外事故等 6 種災害。另外依據災害防救基本計畫之修正，同時增列、修訂災害類型之

災害防救對策。 

臺灣位於歐亞大陸和太平洋之交接處，屬於四季如春的副熱帶氣候型態，因此四季分明，

並常有導致重大災害的特殊天氣現象，如乾旱、水災、寒害、土石流…等，天然災害較其他

國家頻繁，儘管現代科技不斷開發與進步，然而對於天然災害仍無法有效掌握，一旦遭受天

然災害之侵襲，對生命財產將造成重大威脅。同時又隨著都市變遷、工商業發展，人口及產

業紛紛集中，相對的人為意外事故如火災、爆炸、重大陸上交通事故、化學物質災害…等，

亦隨之逐年驟增，然而因社會結構的變遷，卻導致民眾對災害之脆弱性升高，因此公權力對

災害防救之強力作為，即成為人民對政府的期待與要求。為有效防救災害，除第二編至第十

編有所深入介紹外，對其他類型災害的特性亦應有相當瞭解，茲將其中火山爆發、森林火災、

生物病原、寒害與熱浪及旱災與礦災之基本特性介紹如下： 

I. 火山爆發災害防救對策 

II. 森林火災災害防救對策 

III. 生物病原災害防救對策 

IV. 寒害與熱浪災害防救對策 

V. 旱災與礦災災害防救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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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火山爆發災害防救對策 

第一章 前言 

全球火山帶主要分布在四個地區：(1)中洋脊火山帶，各大洋的中洋脊帶蜿蜒綿延數萬公

里，此處為板塊擴張地區。在中洋脊不斷有新海洋地殼誕生，主要由玄武岩質熔岩的寧靜式

火山噴發所生成。絕大部分火山都是位於數千公尺深的海底，僅有冰島等少數幾個地區是露

出地表的中洋脊火山。中洋脊火山可分為三區：a.太平洋中洋脊：中洋脊上火山島(東太平洋

隆起)--美國加州(「--」表某處至某處)；b.大西洋中洋脊：冰島--中洋脊上火山島及海底火山；

c.印度洋中洋脊：中洋脊上火山島--紅海。(2)地中海--喜馬拉雅山火山帶，呈東西向，西起直

布羅陀，向東通過地中海各國，再經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喜馬拉雅山到中國川、康、

滇山區後，轉南經緬甸及印尼群島而和環太平洋火山帶會合於巴布亞新幾內亞附近。世界著

名的維蘇威火山即在此帶上。(3)環太平洋火山帶：a.南極--南美西部--中南美洲--北美西部--

阿拉斯加--阿留申群島--堪察加半島--千島群島--日本--琉球--臺灣--菲律賓--印尼；b.日本--馬

里雅納群島--新幾內亞--所羅門群島--紐西蘭。(4)東非大裂谷火山帶：東非大裂谷是由非洲板

塊的地殼運動形成，地質學家預測幾百萬年後，東非可能會分裂成兩個不同的板塊，至今地

質活動依然頻繁。較著名的有：肯亞的吉力馬札羅山、剛果民主共和國的尼拉貢戈火山等。 

由上述可知，臺灣為環太平洋火山帶之一，地處歐亞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之交接處，其

火山分散在臺灣北部、東部與西部地區。本市位於臺灣北部地區，臺灣北部地區之火山包括：

大屯火山群、基隆火山群、觀音山、草嶺山(大溪慈湖)及外海的彭佳嶼、棉花嶼、花瓶嶼、

基隆嶼和龜山島等。 

鄰近本市之火山為大屯火山群、觀音山及基隆火山群，其中，大屯山火山群大約涵蓋 250

平方公里，包括七星山、竹子山、小觀音山、紗帽山等二十餘座火山組成，是臺灣火山最密

集之地區；七星山位於中央位置，海拔 1,120 公尺，是大屯火山群的最高峰。依研究結果，

大屯山曾有 5 次噴發，分別在 10 萬年前、20 萬年前、80 萬年前、180 萬年前，以及 270 萬

年前，其間隔分別為 60 萬年、100 萬年、90 萬年，離上次噴發隔 10 萬到 20 萬年。2007 年，

中研院陳中華研究員，依火山沉積物調查發現，大屯火山群於最近的兩萬年中仍有持續活動

的現象。目前已知的最後一次活動很可能在 5000 年前，已符合國際火山學會的「活火山」定

義，並非休火山，故需針對大屯山持續監控與預警。火山爆發前一般有大規模的活動跡象，

於可能造成災害前，對鄰近民眾進行預防性疏散撤離，可減少火山爆發對民眾生命之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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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災害特性 

壹、 火山分布與形成 

火山是地下深處的高溫岩漿及氣體、碎屑從地殼中噴出而形成，其地質結構特殊。全球

火山分布如圖 1 所示，臺灣的火山屬於島弧火山之一。而火山與地球板塊活動有密切關係(如

圖 2 所示)，其中島弧火山之生成原因與板塊隱沒過程中所釋放的水或其他液態物質有關，岩

漿主要由上升的水或液態物質幫助地函附近物質產生岩漿，進而匯聚，最後噴發形成地表的

火山。 

 

圖 1 全球火山分布圖 

資料來源： 大屯火山觀測站 

 

 

圖 2 火山成因與板塊活動之關係圖 

資料來源：大屯火山觀測站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2%A9%E6%B5%8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0%94%E4%BD%9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B0%E5%A3%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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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形成區域，可分為板塊擴張帶(中洋脊)與板塊隱沒帶與熱點，如表 1 與圖 2 所

示。 

表 1 火山形成區域分類表 

火山形成區域 說明 

板塊擴張帶 

當海底板塊擴張時，地函（Mantle）中的物質會由中洋脊底下往

上湧升，可產生明顯的火山活動。但因為這類火山主要活動於

大洋之中，故通常較不會對人類造成災害。 

板塊隱沒帶 

火山發生於板塊隱沒帶的上方，並形成火山島弧（如琉球及菲

律賓群島）。火山生成原因是與板塊隱沒過程中所釋放的水或

其他液態物質有關，上升的水或液態物質會幫助其附近地函物

質產生岩漿，進而匯聚於地殼中的岩漿庫，最後噴發形成地表

的火山。 

熱點 

由幾千公里下的深部地函物質直接上湧到地表所形成的火山，

這類火山活動通稱為熱點（Hot-spots)。例如太平洋中的夏威夷

群島即為其中最典型代表。 

資料來源：大屯火山觀測站 

 

貳、 活火山定義與火山種類 

一、活火山定義 

宋聖榮(2007)提到：「依據 1994 年國際火山學會定義：『因火山的噴發需其地底下

有岩漿庫，故若能利用各種科學方法，偵測出火山地底下仍存在有岩漿庫的話，就必須

認定其為活火山』(Szakacs, 1994)。其中更細分一類為『潛在性活火山』，這一類的火山

可能是『休眠火山』，但未來趨向於噴發；也可能是一座很年輕的『死火山』，岩漿庫

正趨向於冷卻衰減。此外，死火山為地底下岩漿庫已不存在，但死火山與休眠火山亦會

突然爆發成活火山。火山活動的條件，必須在(1)適當的地體構造環境；(2)地面深處有岩

漿的形成；(3)地殼處有岩漿庫的存在；(4)岩漿能上升至地表噴發。」 

此外，宋聖榮(2007)提到：「依過去的地質調查顯示，大屯火山群在人類歷史上並

沒有任何噴發的紀錄，近一次噴發約是一、二十萬年前，故大屯火山群過去常被認為是

休火山或甚至是死火山。但 2007 年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對大屯山最新的研究結果

顯示，大約距今五千年時，在七星山附近有明確的火山爆發紀錄，造成火山灰的沉積及

大規模山崩，因此大屯火山現今應已達到活火山的標準。」 

綜合以上，大屯火山可能是活火山(陳中華，2006；宋聖榮，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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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火山種類 

依照火山外型與堆積物質的不同可分為四類(如表 2)：盾狀火山、火山穹丘、火山

渣錐與複式火山。由黏滯性較高、流動性較差的中性或酸性熔岩所冷卻形成，呈鐘狀的

圓頂丘稱為火山穹丘，如磺嘴山、紗帽山、大尖後山。由爆發噴出的火山碎屑岩渣所堆

成，頂上常有一寬大而陡峭的火山口稱為火山渣錐，如面天山。而七星山、小觀音山、

大屯山、南大屯山、竹子山及磺嘴山等則屬於複式火山(莊文星、陳汝勤，2008；地質

百科)。 

 

表 2 火山分類表 

火山外型 說明 火山種類 活動過程 結構特徵 

盾狀火山 

具有寬廣緩和的斜坡，整體

看來就像是一個盾牌。此種

火山通常由玄武岩質岩漿構

成，流動性高，故能夠分布

在很大的區域，形成寬廣的

山形。 

基性熔岩錐 

稀釋的基性熔岩

向上湧出地面，

慢慢流到較遠的

地方才凝結。 

 

火山穹丘 

常見於火山口內或火山的側

翼，是一種圓頂狀的突起，

看起來類似某些植物的球

根。火山穹丘是由高黏度的

熔岩形成的，由於其黏度太

高，不能從火山口遠流，在

火山口上及其附近冷卻凝

固。火山穹丘會成長，這是

由於地底岩漿庫的空間不足

以容納所有岩漿，導致部分

岩漿擠入穹丘下方。如果成

長中的穹丘是位於陡峭的山

坡上，其成長有可能導致重

心的不穩定，最後導致山崩

或火山碎屑流。 

酸性熔岩錐 

黏稠的酸性熔岩

沿通道向上湧出

地面，流動片刻

即已凝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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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外型 說明 火山種類 活動過程 結構特徵 

火山渣錐 

指由火成岩屑或火山渣(火

山的噴出物質)在火山口周

圍堆積而成的山丘。大多數

的火山渣錐都很耐侵蝕，因

為落到錐上的降雨滲入到高

滲水性的火山渣裡，較少對

它們的表面進行侵蝕作用。

由於火山碎屑物膠結鬆散，

故無法形成較高的堆積，通

常都小於 500 公尺。 

火山渣錐 

熔岩及地表岩石

被強烈爆發拋出

地面，瞬即冷卻

成火山彈、火山

渣及火山灰。碎

屑降落地面後積

聚及冷卻成山。  

複式火山 

其外觀多為優美、對稱的錐

形。它們是由無數熔岩流不

斷堆積形成的。此種火山的

熔岩黏滯性較高，通常為安

山岩質。許多著名的火山都

屬此類，例如：日本的富士

山、臺灣的七星山、菲律賓

的馬榮火山、義大利的維蘇

威火山等。 

複合火山錐 

強烈的火山爆發

與較平靜的熔岩

溢流交替出現，

熔岩覆蓋在堆積

的火山碎屑上。 

 

資料來源：火山分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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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火山爆發引發其他類型災害 

火山可能引發災害如圖 3 與表 3 所示。其火山災害包括直接火山災害與間接火山災害，

其中直接火山災害包括：火山熔岩流、火山灰落堆積、火山碎屑流堆積、火山氣體、火山泥

流堆積；間接火山災害包括：降雨型泥流、山崩、地滑。 

蔡裕偉(2009)提到：「大屯火山群區域內所出露的火山岩產狀包括有火山熔岩、火山灰落

堆積物、火山碎屑岩、火山泥流以及熱水換質岩石等。其中，以火山熔岩出露最多，火山碎

屑岩次之。火山熔岩是岩漿從火山口流出後冷卻所形成，因大屯火山群中噴發年代相對年輕，

還保持完整的火山地形，故從其地形和熔岩流分布，可研判熔岩流的分布和上下關係。」 

 

圖 3 火山爆發引發其他類型災害示意圖 

資料來源：蔡裕偉(2009)、New Geography 

表 3 火山活動種類表 

直接火山災害 
火山熔岩流、火山灰落堆積、火山碎屑流堆積、火山氣體、

火山泥流堆積 

間接火山災害 降雨型泥流、山崩、地滑 

資料來源：宋聖榮(2007) 

宋聖榮(2007)依過去資料推測：「大屯火山群主要以熔岩流為主，含少部份的火山角礫岩，

且火山灰堆積物甚少，顯示研究區域內的火山活動，主要是以噴發能力較弱的熔岩流湧出，

或高黏滯性的岩漿，不易流出火山口往低處流動，形成火山穹窿的地形」。綜述以上，大屯火

山群過去主要火山災害以熔岩流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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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大屯火山群介紹 

大屯火山群位於臺北盆地正北方，面積達 250 平方公里，是所有臺灣北部火山岩區中，

分布最廣、噴發量最大的火山(圖 4、圖 5 所示)。其包括五個火山亞群：竹子山亞群、大屯山

亞群、七星山亞群、磺嘴山亞群和湳子山－丁火朽山亞群，共約 20 座火山，主要分布於金山

斷層與崁腳斷層之間的區域內(宋聖榮，2007)。 

 
圖 4 臺灣北部簡要地質和火山分布圖 

資料來源：宋聖榮(2007) 

  

圖 5 大屯火山群主要火山體形成一近乎圓形的分布 

資料來源：宋聖榮(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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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歷史災例 

以下針對火山爆發的歷史災例進行概述，災例包括：2010 年默拉皮火山爆發、2010 埃亞

菲亞德拉冰蓋火山爆發與 2014 年日本御嶽山火山爆發。 

壹、 2010 年印尼默拉皮火山爆發 

一、 災情概述 

位於印度尼西亞中爪哇省的默拉皮火山(Merapi)，於 2010 年 10 月 25-26 日發生數

次噴發。雖然印尼科學家提前預測到此次火山噴發，並進行人員疏散，但是因為一些居

民不願撤離，仍造成傷亡。這次噴發是繼 2006 年默拉皮火山噴發後該火山最嚴重的一

次噴發。此次火山爆發造成當地 353 人不幸遇難、超過 35 萬人被迫撤離家園，且由於

火山碎屑流很多，因而導致航空大亂，經濟損失難以估計。 

二、 應變處置過程 

2010 年 10 月下旬，印尼火山和地質減災中心報告指出，月初開始默拉皮火山的活

動就開始增加。在 Babadan 村以西 7 公里和 Kaliurang 以南 8 公里處的觀察員報告 2010

年 9 月 12 日聽到山崩。2010 年 9 月 13 日，有人觀察到白煙在火山口 800 公尺處上升。

自三月開始膨脹的熔岩頂檢測到膨脹速度從每日 0.1至 0.3公分增加到 9月 16日的每日

11 公分的速度。至 2010 年 9 月 19 日地震的數量仍然很多，第二天印尼火山和地質減

災中心將戒備等級提高且發現熔岩於 23 日起開始沿 Gendol 河流動。2010 年 10 月 25

印尼政府將默拉皮火山的警戒提到最高，並警告受威脅地區的居民搬遷至更安全的平地，

並下令疏散距離火山 10 公里（6 英里）區域內的 1.9 萬居民疏散。且印尼政府和非政府

組織印尼紅十字和紅新月（PMI）也派出了 398 位志工在中爪哇和日惹的分支機搆，協

助向社區傳播火山最新資訊。 

噴發過後的幾個小時，默拉皮火山社區義工馬上進入搜救工作，且由於冷岩漿帶隨

的泥沙以及大塊的石塊，導致許多房屋、橋梁和公共設施被摧毀。 

三、 復原重建措施 

慈濟志工於災後前往避難所進行發放，發放的八百多份生活用品組，每份包括沐浴

用具（香皂、水桶、水瓢和毛巾）、拖鞋、餐具及毛毯，受惠的有沙蘭鎮的薩拉坎村、

古曼旁村（Gumampang）、結提斯村（Jetis）、克拉卡村（Glagah）、希拉漢村（Sirahan）、

普爾沃薩利村（Purwosari）及穆迪蘭鎮（Muntilan）的多佐甘村（Drojogan）等七個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B0%E5%BA%A6%E5%B0%BC%E8%A5%BF%E4%BA%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B0%E5%BA%A6%E5%B0%BC%E8%A5%BF%E4%BA%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BB%98%E6%8B%89%E7%9A%AE%E7%81%AB%E5%B1%B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BB%98%E6%8B%89%E7%9A%AE%E7%81%AB%E5%B1%B1#2006.E5.B9.B4.E5.96.B7.E5.8F.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BB%98%E6%8B%89%E7%9A%AE%E7%81%AB%E5%B1%B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1%B1%E5%B4%A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BB%98%E6%8B%89%E7%9A%AE%E7%81%AB%E5%B1%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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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2010 年冰島埃亞菲亞德拉冰蓋火山爆發 

一、 災情概述 

在 2009 年聖誕節前後，該火山地區檢測到一系列上千次的小型地震，震源在火山下

方 7 至 10 公里深處。2010 年 2 月 26 日，冰島氣象局記錄了伴隨有地殼擴張的一系列異

常地震活動。地球物理學家認為這是地殼以下的岩漿被壓入火山的岩漿室的證據，並且

這一過程產生的壓力導致了劇烈的地殼錯位。地震活動持續增加，在 3 月 3 日至 5 日期

間，以火山為震源的地震有近 3,000 次被記錄。火山噴發始於 2010 年 3 月 20 日，噴發

地點位於火山的頂部火口以東 8 公里的一個著名的登山區域。這一次火山噴發並未在冰

河以下發生，規模也較一些專家預測的要小，但冰島全國因此進入緊急狀態。在短暫的

休止後，火山於 2010 年 4 月 14 日再次噴發，產生的冰河融水向附近的河流泛濫，當局

撤離了當地居民 800 人。這次噴發是爆炸性的，規模約為 3 月份噴發的 10 倍。這次噴發

將火山灰拋至幾千米的高空，並導致北歐多數國家關閉了其領空，造成了空中交通的混

亂。 

二、 應變處置過程 

由於火山被厚達數百米的冰川覆蓋，噴發的熔岩未及至表面，然而一旦破冰而出，

將產生大量的火山灰，因此當地政府已發出最高航空警戒級別，將火山周圍劃為禁飛區，

且當地政府擔心融化的冰層會造成氾濫，嚴重損害當地設施，因此於災時隨時監控下游

的水力發電站，觀測有否出現氾濫，並宣布冰川附近 160 平方公里範圍進入緊急狀態，

並下令疏散當地居民。 

三、 復原重建措施 

雖然此次火山爆發並未造成人員傷亡，但埃亞菲亞德拉冰蓋火山爆炸後仍產生大量

的火山灰，因此救災人員於災後立即協助當地居民清理火山灰，並修復因冰川融化產生

大量洪水造成道路損毀之地區。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B0%E9%9C%8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B0%E5%A3%B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B0%E7%90%83%E7%89%A9%E7%90%86%E5%AD%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2%A9%E6%B5%86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2%A9%E6%B5%86%E5%AE%A4&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2%86%E7%A9%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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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2014 年日本御嶽山火山爆發 

一、 災情概述 

2014 年 9 月 27 日，當地時間 11 時 52 分，御嶽山(Ontakesan)位於日本長野縣和岐阜

縣交界邊界的一座山峰發生火山爆發事件，其最高地標高為海拔 3,067 公尺，是日本 47

個監控的活火山之一，日本活火山中的海拔第二高火山，僅次於富士山。此次火山爆發

事件共計造成 57 人死亡、6 人失蹤，下山 136 人(重傷 27 人，輕傷 32 人)之情形。因此

次火山爆發係屬於「蒸汽型火山爆發」，而非岩漿噴發，難以預測，導致日本氣象廳措手

不及，來不及發布警報，釀成慘重災情。 

由於本次火山爆發事前並無預警，其濃煙往南向山麓蔓延至 3 公里外，能見度近乎

為零，根據途徑附近的飛機報告，高度可能達到 11,000 公尺以上；火山灰覆蓋近山頂許

多小屋，地上累積達 15 公分，共導致長野縣兩條道路無法通行，附近之房屋皆被火山灰

掩埋。日本氣象廳發布火山口周邊警報，並將火山噴發警戒級別提升到級別 3 的入山限

制（最高警戒級別為級別 5），並警戒於火山口附近 4 公里範圍內地區，應注意隨著火山

爆發而飛出大量的岩石與火山灰。又正值秋天賞楓季節，山頂附近估計有超過 250 名遊

客，在火山強烈噴發幾分鐘後，趁停息間隙疏散撤離大部分登山客至安全處所，但仍導

致多名登山客慘遭活埋。 

二、 應變處置過程 

日本氣象廳於火山噴發後立即將火山警戒級別從 1 級提升至 3 級，於當地時間 27 日

14 點 10 分成立長野縣災害對策本部，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與相關局處召開工作會議，並

出動警察、消防及自衛隊約 550 人、70 臺車輛及 7 架飛機立即展開搜索行動；並於當地

時間 28 日早上 6 點開始，利用直升機空拍確認山頂周邊狀況，發現仍有數個火山口冒出

濃濃白煙，日本氣象廳預測火山口 4 公里範圍內，仍有落石之危險，提醒民眾應繼續加

強警戒。日本國土地理院亦從上空進行雷達分析，這次噴發後至少出現 9 個新的火山口，

順著御嶽山流下來的王瀧川，現在因為火山灰已經形成黏稠的泥漿。 

由於此次火山爆發之後，日本當地於搜索期間又遭遇兩次颱風襲擊以及氣溫下降導

致御嶽山降雪之情形，因而導致搜救行動一度中止，影響其救援進度。 

三、 復原重建措施 

長野縣成立御嶽山火山爆發災後重建援助隊，彙集當地自治會、工商業者與觀光業

者之意見，編訂災後重建援助基本措施，並提出短期、中長期改善措施，相關機關及團

體共同支援此次受災地區之復原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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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短期改善措施： 

1. 為復建受災觀光地區之發展，包括提供了有關進入滑雪場之通用纜車券及購物券，以

及對於中京圈及銀座長野等大都會圈之觀光訊息發布、物產之販售與企業防災支援等。

並號召縣、市町村、經濟團體等機關發布「木曾地區重建支援訊息」有關企業、團體、

個人等募款或支援木曾地區之活動。 

2. 為維護登山客及滑雪場之安全，依據御嶽山火山爆發事件警戒程度提出其改善因應對

策，包括加強實施滑雪場工作人員環境及相關教育訓練、針對山中小屋等避難場所之

防護設備儲備、長野縣內消防機關須配有火山救助活動之火山瓦斯檢測器等配備。 

3. 針對受影響之中小企業提供融資制度及資金援助、確保受災地區就業設置工商觀光建

築課諮詢、重建基金設置，掌握村里財政需求，設置特別交付稅作為災害應變經費。 

4. 當地農業復原重建，協助御嶽山附近土壤產生異味之處，做土壤分析與診斷；並透過

產業節日支持地方產業自產自銷的消費活動。及延緩納稅與減免措施與其他捐款援助

等。 

(二) 中長期改善對策 

1. 山中小屋之安全對策檢討，與火山防災專家及相關學者共同研議，提升火山周邊附近

山中小屋防災機能，並評估每個山中小屋的受災情況，後續是否進行重建、修繕，以

確保火山爆發時登山客之安全進行檢討。 

2. 對於御嶽山及木曾地區之研究設施引進，包括強化御嶽山觀測、預測其水蒸氣爆發研

究，提高火山爆發安全對策等研究計畫。評估受災情況與地區需求，針對受災地區之

登山道重建與修復，並評估御嶽山火山爆發災害再建構登山道之管制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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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大屯火山群災害潛勢分析 

壹、 大屯火山群災害潛勢圖 

依據宋聖榮(2007)依地質調查結果顯示：「大屯火山群區域內的火山噴發特徵，主要為溫

和的火山熔岩噴出，放射狀分布於火山口周圍鄰近低地、和以熔岩穹窿作用湧出，分布於火

山口附近為主，伴隨著因熔岩穹窿作用造成地形陡峭崩塌引發小規模的火山碎屑流」、「最有

可能的火山災害為熔岩流、火山碎屑流堆積物和火山泥流堆積物等三種災害。另外，大屯火

山群區域內的火山體主要為七星山火山、磺嘴山火山和大屯山火山等三座火山，未來大屯火

山群內若有火山噴發，也以此三座火山為最有可能(圖 6~9 所示)。」 

此外，依林正洪(2008)研究：「綜合所有地殼變形及地震觀測之結果，並考慮地表地熱和

地球化學等之證據，陽明山國家公園內的大屯火山群之特性，與其他活火山非常相近，故認

為仍有岩漿庫可能存在於大屯山地區。」 

根據宋聖榮(2007)研究的火山泥流方向，受影響道路包括：新北市行經金山區與臺北市

之間主要道路-陽金公路(台 2 甲線)，以及往淡水、三芝方向道路-巴拉卡公路(101 甲縣道)，

因此金山區與淡水區須考量其他連外道路之使用(表 4)。此外，磺嘴山火山影響範圍鄰近金山

區市區，以及大屯山火山泥流可能往淡水區、三芝區方向流，金山區、淡水區與三芝區需考

量民眾避難與撤離規劃(圖 6-圖 8)。 

表 4 大屯火山群火山泥流影響區域與道路 

大屯山火山群影響區域與道路 

行政區 道路名 

新北市三芝區 
楓林一街、楓林二街、楓林三街、楓林三街20巷、新林路、北新路、

新興路、園內路 

新北市淡水區 巴拉卡公路(101甲縣道)、圍內路、北新路一段(101縣)、新興路(北8) 

七星火山群影響區域與道路 

行政區 道路名 

新北市金山區 山城路、名流路、陽金公路(台2甲)、中信北路、三和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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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以七星山火山為噴發中心可能的火山災

害潛勢圖 

圖 7 以大屯山火山為噴發中心可能的火山災害

潛勢圖 

 

圖 8 以磺嘴山火山為噴發中心可能的火山災害潛勢圖 

資料來源：宋聖榮(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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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大屯山與七星山火山災害潛勢圖 

資料來源：臺北市大屯火山災害防救應變計畫(2012) 

貳、 火山灰災害潛勢 

參考「日本富士山危險地圖檢討委員會報告書」(2004)假想火山噴發時，無風向影響情

況下，火山灰噴發狀況設定警戒區域，以火山半徑 10 公里(火山灰堆積 50cm)與 15 公里(火山

灰堆積 30cm)範圍(圖 10 所示)，影響本市政區範圍 15 公里內包含 11區 294 個里 964,658 人(如

表 5 所示)。因影響範圍極大，上述推估僅為防災作業參考，前章已述及大屯火山群之災害以

熔岩流、火山碎屑流堆積物和火山泥流堆積物為主，且大多位於臺北市轄區內。火山灰之對

策如表 6 所示。 

表 5 新北市火山灰影響範圍表 

行政區域 村里數 人口數 小計 

八里區 7 
大崁里(3,037)、米倉里(3,553)、埤頭里(4,003)、頂罟里(2,024)、龍

源里(7,060)、舊城里(7,441)、荖阡里(1,976) 
29,094 人 

五股區 16 

五股里(4,673)、五福里(3,882)、五龍里(1,631)、六福里(3,947)、民

義里(3,518)、成功里(5,757)、成州里(6,170)、成泰里(6,147)、成德

里(3,092)、更寮里(1,300)、陸一里(2,436)、貿商里(3,163)、集福里

(4,016)、集賢里(4,026)、興珍里(5,170)、觀音里(1,556) 

604,84 人 

三重區 117 

大有里(5,598)、二重里(1,804)、頂崁里(2,401)、谷王里(1,050)、德

厚里(439)、成功里(6,371)、福祉里(5,829)、福民里(3,734)、過田里

(9,200)、錦田里(2,234)、重明里(3,822)、光田里(4,649)、光陽里

(6,534)、田心里(4,337)、福田里(3,826)、田中里(6,584)、田安里

383,53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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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區域 村里數 人口數 小計 

(6,554)、三民里(3,552)、光明里(7,784)、光正里(2,422)、同安里

(1,549)、同慶里(1,951)、菜寮里(2,323)、永春里(2,126)、中正里

(1,486)、吉利里(1,519)、大同里(2,015)、中民里(1,364)、大安里

(1,771)、仁德里(2,096)、忠孝里(1,852)、仁義里(1,232)、光榮里

(1,479)、光輝里(1,622)、福星里(953)、福利里(2,421)、清和里(3,887)、

永興里(1,351)、中山里(2,819)、大園里(2,792)、國隆里(2,853)、重

陽里(3,912)、民生里(4,544)、重新里(1,527)、正德里(1,219)、正義

里(1,965)、正安里(2,074)、自強里(1,993)、文化里(2,510)、中央里

(1,837)、雙園里(1,076)、錦通里(1,625)、錦安里(2,001)、長安里

(2,332)、光華里(2,046)、長生里(914)、開元里(1,386)、大德里(864)、

長元里(2,615)、長江里(2,152)、長泰里(2,391)、長福里(1,678)、介

壽里(1,297)、萬壽里(2,169)、錦江里(2,554)、龍濱里(3,481)、龍門

里(2,014)、秀江里(1,478)、奕壽里(1,876)、三安里(2,838)、福安里

(3,250)、信安里(2,138)、安慶里(2,175)、幸福里(4,832)、六合里

(4,031)、六福里(5,987)、順德里(2,406)、承德里(1,981)、瑞德里

(2,566)、崇德里(4,320)、厚德里(3,855)、維德里(3,185)、尚德里

(3,320)、培德里(4,031)、永德里(5,475)、永盛里(3,704)、永福里

(5,866)、永清里(6,222)、永安里(4,589)、永煇里(2,678)、溪美里

(8,260)、福隆里(4,827)、五常里(4,467)、五福里(4,037)、仁忠里

(3,435)、慈福里(2,396)、慈生里(2,470)、慈惠里(2,354)、慈愛里

(3,742)、慈化里(2,751)、慈祐里(5,013)、五華里(5,418)、富貴里

(6,297)、富華里(3,443)、富福里(2,255)、碧華里(6,897)、博愛里

(4,926)、福德里(4,177)、永吉里(3,265)、永發里(6,166)、永順里

(5,482)、永豐里(6,277)、立德里(3,609)、福樂里(4,117)、仁華里

(4,457)、五順里(4,205)、平和里(1,629) 

蘆洲區 38 

九芎里(5,696)、中原里(5,711)、中華里(3,448)、中路里(4,300)、仁

復里(2,345)、仁愛里(5,697)、仁義里(5,193)、仁德里(5,932)、水河

里(9,833)、水湳里(11,065)、正義里(12,778)、民和里(2,962)、永安

里(5,404)、永康里(7,184)、永德里(4,729)、永樂里(6,714)、玉清里

(6,000)、光明里(5,192)、光華里(5,435)、成功里(7,898)、延平里

(4,385)、忠孝里(2,614)、忠義里(3,400)、長安里(5,502)、信義里

(4,264)、保佑里(4,059)、保和里(2,897)、保新里(2,876)、南港里

(6,196)、恆德里(6,422)、得仁里(3,285)、得勝里(3,577)、復興里

(3,754)、溪墘里(3,486)、福安里(3,370)、樓厝里(6,644)、樹德里

(3,574)、鷺江里(5,825) 

199,645人 

新莊區 2 福興里(6,076)、福基里(3,963) 10,039 人 

淡水區 42 

中和里(679)、屯山里(1,212)、賢孝里(1,666)、興仁里(1,746)、蕃薯

里(1,153)、義山里(3,016)、忠山里(957)、崁頂里(7,385)、埤島里

(1,670)、新興里(7,164)、水碓里(6,257)、北投里(9,166)、水源里

158,47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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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區域 村里數 人口數 小計 

(2,429)、忠寮里(1,257)、樹興里(1,375)、坪頂里(1,447)、福德里

(6,633)、竹圍里(6,315)、民生里(7,198)、八勢里(5,180)、竿蓁里

(9,898)、鄧公里(6,297)、中興里(4,343)、長庚里(1,600)、清文里

(1,269)、草東里(897)、協元里(1,673)、永吉里(1,003)、民安里(857)、

新生里(1,073)、文化里(2,015)、油車里(5,813)、沙崙里(3,713)、新

義里(4,513)、新春里(7,527)、新民里(4,981)、正德里(4,711)、北新

里(2,969)、民權里(4,305)、幸福里(4,453)、學府里(4,623)、大庄里

(6,033) 

三芝區 13 

八賢里(392)、埔頭里(5,482)、古庄里(1,128)、新庄里(1,010)、埔坪

里(7,531)、茂長里(682)、橫山里(578)、錫板里(834)、後厝里(2,229)、

福德里(914)、圓山里(630)、店子里(693)、興華里(1,369) 

23,472 人 

石門區 9 
德茂里(1,370)、富基里(1,663)、乾華里(383)、草里里(1,142)、茂林

里(770)、老梅里(2,602)、尖鹿里(1,849)、石門里(1,869)、山溪里(1,060) 
12,708 人 

金山區 15 

和平里(567)、大同里(824)、豐漁里(580)、磺港里(2,099)、美田里

(4,610)、五湖里(2,057)、重和里(1,412)、兩湖里(458)、六股里(772)、

三界里(744)、清泉里(928)、萬壽里(566)、西湖里(221)、永興里(679)、

金美里(5,859) 

22,376 人 

萬里區 10 

萬里里(5,175)、龜吼里(2,859)、野柳里(3,735)、大鵬里(3,237)、磺

潭里(640)、雙興里(1,105)、溪底里(768)、崁脚里(511)、中幅里

(1,328)、北基里(3,326) 

22,684 人 

汐止區 25 

八連里(1,040)、山光里(2,820)、中興里(7,343)、北山里(5,334)、北

峰里(4,527)、江北里(6,128)、忠山里(3,338)、忠孝里(7,692)、金龍

里(5,000)、長青里(979)、厚德里(7,552)、拱北里(5,119)、烘內里

(1,581)、康福里(5,112)、智慧里(4,521)、湖光里(5,524)、湖蓮里

(2,477)、湖興里(6,191)、鄉長里(2,387)、福山里(3,591)、福德里

(3,204)、樟樹里(2,290)、橫科里(4,656)、興福里(3,036)、環河里(1,191) 

102,633人 

共 11 區 294 里 964,658 人 

資料來源：新北市民政局 103 年 11 月人口統計 

表 6 火山灰防災對策 

火山灰厚度 災害狀況 防治對策 

數 mm 農作物損害 
農作物防治對策 

發布火山灰警報，提醒民眾防範 

2cm 
呼吸道病患、老人、幼童等抵

抗力低之民眾 

居家避難 

外出時需注意防護 

數 cm 以上 交通道路受阻、中斷 
道路火山灰清除 

必要時進行人員疏散 

資料來源：臺北市大屯火山災害防救應變計畫(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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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大臺北地區火山灰影響範圍示意圖 

資料來源：臺北市大屯火山災害防救應變計畫(2012)、臺灣大學氣候天氣災害研究中心重新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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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減災 

本章針對減災工作進行說明，相關工作包括：火山爆發防災宣導及火災爆發防災教育訓

練。 

壹、 火山爆發防災宣導 

一、 利用每年春安工作、防災週期間，重點加強宣導，同時辦理各年齡層消防營發放消防護

照，培養民間重視消防，並增強其應變能力。 

二、 平時不定期配合學校、民間團體，辦理火山爆發防範宣導工作。 

(一) 電子媒體宣導： 

1. 協調電視臺、廣播電臺加強宣導。 

2. 協調電腦看板廣告業者於電子顯示板宣導。 

(二) 文宣宣導： 

1. 加強發放居家安全防護手冊。 

2. 製作宣導海報張貼。 

(三) 鄰里宣導： 

1. 平時即做好宣導。 

2. 透過里民大會進行口頭及文宣宣導。 

三、 工廠、學校、供公眾使用之場所於勤務上排定員工組訓，各消防分隊利用工廠、學校、

供公眾使用之場所辦理自衛消防編組演練時將火山爆發防護應變納入演練項目。 

四、 對大屯火山群附近曾遭大屯火山侵襲之地區，列為消防分隊加強防災救育與應變作為訓

練對象。 

五、 社區自主防災之推動，防災組織建立防災訓練、演練等提升防災意識。 

六、 火山爆發來臨前，各消防分隊及警察分駐所、派出所應即編排防災宣導勤務，駕駛防災

宣導車巡迴轄區大街小巷，沿路播放宣導，提醒民眾加強準備因應。 

七、 協調利用里民廣播系統播放火山爆發訊息，請住戶做好居家防護準備、撤離工作。 

【機關分工】消防局、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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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火山爆發防災教育訓練 

一、 消防局不定期舉辦火山爆發應變人員講習訓練，內容包括： 

(一) 火山爆發災害介紹。 

(二) 火山爆發動態發展分析。 

(三) 中央地質調查所、大屯火山觀測站提供大屯火山之觀測數據。 

(四) 應變中心輪值編排及作業。 

(五) 火山爆發災害處理流程。 

二、 舉辦年度防災業務人員防災教育講習，內容包括： 

(一) 如何建立完整之緊急災害防救體系。 

(二) 介紹災害防救方案與本府緊急災害防救體系內容。 

(三) 災害現場搶救作業處理程序。 

(四) 地區防災計畫暨業務計畫擬修與各區防災會報之編組與運作。 

(五) 防災準備工作及應變措施。 

(六) 災情查報系統與災害應變中心各項通報表之填寫。 

三、 利用防災會報時機，建立本府各級編組單位人員防災觀念，並藉由討論地區防災措施，

產生防災共識與基本觀念。 

【機關分工】消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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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整備 

以下針對整備工作進行說明，相關工作包括：災害防救規劃、建立僅提通報系統、火山

爆發防災演習及火山爆發相關防災措施。 

壹、 災害防救規劃 

主政機關：(地震部份)消防局、(火山灰部份)環保局 

一、 加強火山疏散避難運輸工具與器材 

(一) 各編組單位應針對單位內所管理之車輛及救災(生) 裝備器材，通報加強動員整備工作，

以利救災使用及支援、調度運用。 

(二) 督促各救災單位，加強車輛、器材等搶救機具保養與操作能力，保持最佳勘用狀態。 

(三) 要求各救災單位將救災（生）應急之車輛及裝備器材取出擺放於出勤救災易取用位置，

並事先加以檢測該功能可正常使用，同時充滿需用之油、水、電等。 

(四) 聯繫民間可資調度之救災（難）團體及相關開口契約廠商預先整備裝備、器材及相關車

輛，隨時配合車輛調度及因應準備救災。 

二、 瞭解火山警報發布作業 

(一) 由中央氣象局發布傳真之火山動態圖資訊，了解火山警報等級，並針對不同警報等級，

進行不同區域之疏散計畫1。 

三、 落實火山爆發災害編組輪值作業 

(一) 本府各編組單位接獲通報後，應立即派員至災害應變中心進駐，進行各編組任務之作業

事項。 

(二) 各編組單位應自行編排輪值表，進行 24 小時輪值工作。 

(三) 各編組單位應依輪值表之編排，確實簽到、簽退及進行任務交接等工作。 

四、 強化災情聯繫處理作業 

(一) 各編組單位輪值人員進駐後，應先行與各相關單位進行聯繫、通報、確認等工作。 

                                                
1如日本氣象廳火山噴發的警戒等級 1 或等級 2，須將火山口週遭入山入口進行管制；等級 3，針對火山口附近

住宅居民進行入山禁止管制動作；等級 4，針對火山警戒地區進行疏散或撤離準備(依據火山活動地區之狀況，

而進行不同地區之疏散範圍)；等級 5，將居民進行疏散避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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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各編組單位輪值人員接獲火山災情，立即聯繫各單位內之緊急應變小組人員，並指揮、

派遣該單位內因應警報等級不同，針對火山保全戶進行疏散勸導與撤離。 

(三) 對重大災情之處置，各編組單位應調度相關配合搶救處理單位人員至現場協助處理，並

對出勤狀況、處理情形及應變措施，隨時向指揮官報告。 

五、 強化火山應變中心災情處置作業流程 

(一) 災情登記處理：包含災情登記輸入、災情分案遞送、災情處理等作業。 

(二) 災情管制回報：包含災情管制、災情查證、災情回報等作業。 

(三) 災情彙整傳輸：包含災情彙整、災情傳輸、災情陳報等作業。 

(四) 災情統計作業：包含內政、農業、交通、水利等方面之損失統計。 

六、 建立火山爆發疏散計畫 

目前已得知大屯火山群為活火山，須加以警戒與持續觀察該火山活動狀況。本府將

研擬火山爆發疏散安置計畫。 

【機關分工】消防局、交通局、農業局、環保局、工務局 

貳、 建立緊急通報系統 

一、 與中央地質調查所、大屯火山觀測站、中央氣象局建立緊急通報聯絡窗口及平臺，以利

隨時監控並提早預防、通報、疏散火山爆發地區之保全戶數。 

二、 運用當地義消住宅分布情形，挑選適當人員建立緊急通報管道。 

三、 對火山爆發潛勢地區，派員協調與當地里長或當地住戶建立緊急通報管道，必要時要求

定時回報。 

四、 選派平日熱心公益之救生(難)團體負責認養火山爆發潛勢地區之緊急通報與搶救責任。 

五、 建立本府各地區搶救民間救難團體緊急連絡電話，以便發生事故立即通報轉知所屬成員

前往災區救援。 

六、 協調各編組單位分別建立所屬救援系統通報體制，以發揮快速處理災害事故效率。 

七、 遇有成立災害應變中心時，消防局依編組名冊能快速順利通知各單位作業人員立即進駐。

各該單位作業人員亦能迅速通知其他編組成員。 

【機關分工】消防局、警政系統、民政系統、社會局救難團體、志工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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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火山爆發防災演習 

汐止區、淡水區、八里區、五股區、泰山區、新莊區、蘆洲區、三重區各區公所於不定

期，自行選定一天辦理各區火山爆發疏散避難演訓，靈活協調各單位救災資源、車輛、裝備、

人力，以發揮整體救災能力，加強防災教育宣導，提升全民災害應變能力，保障全民生命財

產安全。 

【機關分工】消防局、工務局、農業局、各區公所及各權責單位 

肆、 火山爆發相關防災措施 

火山爆發與其他災害類別不同，因爆發規模，而有不同防治措施，以下針對仍可持續維

持日常生活之情況下： 

一、 斷電災害預防對策 

火山爆發時，會因火山噴發物，如粉塵、火山灰等，導致電線桿等電力設備受損無

法正常提供電力，由電力公司建立修復機制。 

二、 農作物對策 

火山爆發之噴發物，如火山灰等，因遇溼冷空氣或雨水塵降之地面導致作物倒伏、

落果、葉面破損甚至農作物損毀。其防護的方法包括： 

(一) 加強固定防護設施，溫、網室週邊並應加設鋼索及支柱。 

(二) 針對影響範圍外之地區提供即時搶收蔬果，對已屆成熟或耐儲存之蔬果，可先行採收，

以減少損失等相關訊息。 

三、 民生管線安全防護對策 

(一) 建立電力公司、瓦斯公司、自來水公司、電信局等資料庫。 

(二) 電力供應設施：發電所、變電所對火山灰等火山噴發物有抗壓、耐壓功能。 

(三) 通訊設備：電話等公眾通訊設備除了設備本身強化外並增加替代性之確保措施。市區交

換機設備的分散、通過(Bypass)傳送路之設置、電視中繼傳送路之環狀(Loop)化及雙線

化、非常時期用電源、攜帶式或可搬動式電話局裝置之配備、衛星通訊車等均須設置。

此等裝備在災害發生後能儘早完成災後復建工作。 

(四) 建立山區笨重器材（如電桿、變壓器等）儲備場，及可供救災直昇機降落之資料，以應

交通中斷救災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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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建立員工連絡簿，俾於災變時緊急動員人力參與救災作業。 

(六) 參與政府機關辦理之救災演習，加強員工在職訓練，以提昇災變搶修能力。 

(七) 對於民眾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電氣、瓦斯、自來水、電話，維生系統本身應有統一性綜

合性的防災對策。 

四、 火山爆發民眾防護措施 

(一) 警察局、民政局、消防局應督促所屬人員，運用巡邏車、消防車、里鄰廣播系統加強宣

導。宣導之內容如下： 

1. 隨時注意火山爆發之疏散避難消息。 

2. 檢修房舍及相關設備，清除火山噴發所造成之塵降物。 

3. 儲備生活必需品，如手電筒、蠟燭、收音機、足夠的食物、飲水等。 

4. 修剪樹木及保護農作物。 

5. 車輛駕駛人應注意道路附近狀況。 

(二) 對人體健康防護措施：在大屯火山影響範圍內，民眾外出應配戴口罩加以防止吸入顆粒

物2(火山爆發所噴發之微小、細小顆粒物)，減少對身體危害。 

(三) 建立區公所、里辦公室聯絡處緊急廣播系統。 

【機關分工】農業局、經發局、水利局、消防局、警察局、民政局、衛生局、環保局、公用

事業單位 

  

                                                
2“塵”的概念比較狹窄，塵屬於顆粒物這個大的概念，包括粉塵（機械破碎產生）、霧（液態的）、煙（燃燒等產

生）和微生物，也稱氣溶膠。能夠進入人體肺臟深部的顆粒非常微小，粒徑通常在 7μm 以下，稱作呼吸性粉

塵，對健康危害大，是導致各類塵肺病的元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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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應變 

以下針對應變工作進行說明，相關工作包括：緊急通報機制、火山爆發空污監測作業、

災害應變中心成立、採購及準備救災物資、現場管制及交通疏導、治安維護、大量災民疏散。 

壹、 緊急通報機制 

一、依火山預警訊號情況，由指揮官指示進行相關緊急管制、疏散撤離及緊急安置措施。 

二、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認有必要緊急管制、疏散撤離及緊急安置，陳報市長，經市長裁

示執行。 

三、市災害應變中心，依據區災害應變中心回報災害情形，必要時下達疏散撤離命令。 

四、各區災害應變中心認有必要進行災民緊急安置時，報請市災害應變中心核備後，執行相

關緊急安置措施。 

五、有關執行疏散作業之時間，由市災害應變中心做原則性規範，區災害應變中心執行上確

有實際需要可做彈性調整，現場作業授權區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依實際狀況應變處置。 

貳、 火山爆發空污監測作業 

一、目的：因應本市轄內或轄區附近之火山爆發，產生火山灰造成空氣之污染，啟動空氣品

質監測機制、監測作業。 

二、緊急應變監測作業：環保局接獲緊急應變啟動通知，啟動緊急監測機制。 

三、監測項目：總懸浮微粒(TSP)、粒徑小於 10 微米之懸浮微粒(PM10)、SO2、NO2、CO 及

O3。 

 

圖 11 監測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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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利用電話、傳真、簡訊、語音或其他方式相互通報，另運用防空警報系統、透過電視媒

體、跑馬燈、網站公布、電臺廣播或其他方式告知民眾。 

表 7 空氣污染指標(PSI)值與健康影響表 

空氣污染指標 0～50 51～100 101～199 200～299 >=300 

對健康的影響 
良好 普通 不良 非常不良 有害 

Good Moderate Unhealthful Very Unhealthful Hazardous 

狀態色塊      

人體健康影響 

對一般民

眾身體健

康無影

響。 

對敏感族

群健康無

立即影

響。 

對敏感族群會有

輕微症狀惡化的

現象，如臭氧濃度

在此範圍，眼鼻會

略有刺激感。 

對敏感族群會有

明顯惡化的現

象，降低其運動

能力；一般大眾

則視身體狀況，

可能產生各種不

同的症狀。 

對敏感族群除了不

適症狀顯著惡化並

造成某些疾病提早

開始；減低正常人

的運動能力。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保署空氣品質監測網 

參、 災害應變中心成立 

一、 成立前之前置作業： 

(一) 確認應變中心編組名冊之正確性。 

(二) 擺設各單位之桌牌（位置）。 

(三) 準備資料夾，內放編組名冊、災情處置回報。分別放置於各編組桌牌前，以利成立應變

中心後各編組單位能隨時掌握災情及彙整報告。 

(四) 測試應變中心電話及視訊設備。 

(五) 與中央地質調查所、大屯火山觀測站、中央氣象局電腦連線，取得最新大屯火山爆發最

新動態資料。 

(六) 製作應變中心作業人員簽到表。 

二、火山災害分級及緊急應變 

(一) 分級 

因目前中央氣象局尚未對火山爆發警報進行分級，茲參考臺北市政府大屯火山災害

防救應變計畫，依其火山災害之進程 I 至 V，由一般的三級開設，至二級開設、一級開

設再至二級、三級開設，火山災害緊急應變分級如圖 12 及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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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警告

1級
微弱訊號

2級
中程度地震
可能噴發

3級
數天或一周內噴發

4級
幾小時或幾天內劇

烈噴發

2級

1級
無警告

5級
火山碎屑流
火山灰
劇烈噴發

I

II

III

IV

V

三級
開設

二級
開設

一級
開設

二級
開設

三級
開設

噴發地點尚未確定
以火山災害潛勢圖

最嚴重境況進行疏散撤離準備

確認火山噴發地點
影響範圍

疏散撤離
劃定警戒區

長期安置收容措施

跨縣市支援措施
中央支援措施
國外支援措施

緊急疏散撤離

警戒區域管制措施
非撤離區域就地避難

持續警戒

復原措施

應變
等級

火山
階段

火山預警訊號 主應變流程

火山噴發

 

圖 12 火山災害緊急應變分級流程圖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大屯火山災害防救應變計畫(2012) 

表 8 大屯火山群火山訊號分級表 

火山階段 火山訊號分級表 標準 說明 

I 

無警告 背景值、安靜 在可見的未來不會噴發 

1 級 微弱的地震、噴氣和其他信號。 
可能是岩漿、構造或熱水

擾動；不會立即噴發。 

2 級 
低至中程度的地震；且具有與岩

漿活動有關的信號。 

可能是岩漿侵入且也可

能最後導致噴發。 

II 3 級 

相當高程度的地震活動且一直增

加不停止；另還包括無數的 B 型

態地震*、地表快速變形、增加噴

可能在幾天或一週內發

生火山噴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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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階段 火山訊號分級表 標準 說明 

氣口的活躍性和氣體的溢出。 

4 級 

強烈地震活動且不停止；包括高

頻率的震動和/或長週期(低頻)的

顫動地震、或溫和的岩漿溢出和/

或穹窿和/或溫和的噴發。 

岩漿接近或噴出至地

面，在幾小時到天幾天內

會發生危險劇烈的噴發。 

III 5 級 

進行著火山碎屑流和/或噴發柱高

度上升至最少高達海平面以上 6 

公里的劇烈噴發。 

進行著劇烈的噴發；下風

處或河谷低地相當危險。 

IV 2 級 
低至中程度的地震；且具有與岩

漿活動有關的信號。 
 

V 1 級、無警告 背景值、安靜  

*B形態地震（volcanic earthquake of type B）是指集中發生在活火山口附近狹小範圍內，震源深度淺於 1

千公尺的淺源地震。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大屯火山災害防救應變計畫(2012) 

(二) 緊急應變： 

1. 於大屯火山觀測站發布火山爆發警報(圖 11 與表 7)，本府已列入警戒區域上級指示成

立時，立即由消防局長陳報市長後成立災害應變中心進行災害應變作業。 

2. 消防局作業人員依據大屯火山觀測站之火山爆發警報資料，更新火山爆發最新動態資

料。 

3. 消防局作業人員將火山警報資料陳報指揮官後分發業務主管局室瞭解火山最新動態。 

4. 各單位任務編組人員應與消防局之作業人員互相配合，保持業務上的聯繫與通報，以

增加火山災害處理速度及登錄之準確性。 

【機關分工】各權責單位 

肆、 現場管制及交通疏導 

一、 災區警戒管制之執行由各警察分局針對災區周圍相關地理位置實施縱深布署，以擴大管

制空間並依任務需求分置警戒、管制、檢查、監視及交通疏導等崗哨。 

二、 負責管制、警戒員警應切實勸（驅）離災區週邊想入山之民眾，確實淨化現場，維持災

區良好秩序，並嚴禁閒雜人等進入封鎖警戒線內。 

三、 交通疏導管制，應審視災區實況及救災實際需要律定交通管制範圍，設置警示標誌及攔

阻器材，嚴密管制人車進入。 

四、 對於救災路線及應變，路線應全線保持暢通，以利救災活動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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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對於參與救災工作之義工團體、民間救難團體及志工或採訪之媒體記者應嚴格檢查管制，

並派員引導至消防局工作站報到處所辦理報到手續，再由消防局專人引導至各相關工作

站接受任務指派。 

六、 對各項管制措施應隨時透過大眾傳播媒體或廣播電臺隨時播出，以利管制。 

【機關分工】警察局 

伍、 治安維護 

一、 劃（指）定災區周圍相關地理位置，實施縱深布署，以擴大安全警衛空間與幅度並依任

務需求分置警戒、管制、檢查、監視等崗哨，防範治安事故發生。 

二、 規劃小區域巡邏區，針對災區及週邊實施巡邏守望。 

三、 對重點地區或有治安顧慮場所，派警實施全天候守望勤務。 

四、 對可疑人物應嚴密監視，發現有不法活動時，確實採證，並依法逮捕究辦。 

【機關分工】警察局 

陸、 災民疏散避難 

依據《新北市大屯火山災害防救應變計畫》火山灰防災對策，當火山灰厚度達2cm時，

可能影響呼吸道病患、老人、幼童等抵抗力低之民眾，應通知民眾就地避難，如必須外出時

則須注意防護；如火山灰厚度超過2cm時，可能造成交通道路受阻及中斷，因此需進行道路

火山灰清除，且如有必要應進行人員疏散。 

一、 就地避難 

請相關單位提供各項防災應變措施，並藉由新聞媒體、里長廣播等傳播系統通知民

眾就地掩蔽以避免火山灰之危害。 

二、 災民疏散 

(一) 交通局部分： 

1. 聯繫災害應變中心提供需輸送之災民人數資料及疏散地點。 

2. 評估需調派之車輛數。 

3. 緊急聯絡公車業者立刻派車至災害現場。 

4. 考量本市幅員遼闊及本局人力有限，災害發生時並未能及時至現場支援，爰請當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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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所協助災民乘車。 

5. 將災民快速且安全運送至收容中心。 

6. 配合收容中心位置調派接駁公車運送災民上下學（班）。 

(二) 警察局部分： 

1. 疏散潛勢區民眾 

(1)災害發生各警察分局，各分駐派出所立即動員至轄區潛勢區監控，立即勸導居民

作疏散之準備。 

(2)居住於潛勢區民眾，由各警察分局立即協調各區公所開放學校或活動中心，由各

分駐派出所警勤區同仁協助疏散安置工作。 

2. 調派大型警備車支援載運災民，並派警全程護至安置處所。 

3. 由各警察分局發動各分駐派出所員警及義警民防等協勤民力協助災民疏散工作。 

4. 災民疏散安置後，立即派警維持秩序及作必要之協助。 

【機關分工】交通局、警察局、新聞局、各區公所(災害初期疏散以區公所開口合約、社區巴

士等既有能量進行疏散，以求時效) 

柒、 儲備及收容安置規劃 

一、 各機關秘書室部分：食品類物資秘書室已於平日建立廠商名冊，以及礦泉水開口合約廠

商，以備各需求機關不足準備時協助緊急採購之需。 

二、 社會局部分： 

(一) 平時監督各區公所社會(人文)課隨時儲備救災物資、檢查裝備及器具；並列年度考核重

點工作。 

1. 物資：食品、盥洗用具、寢具及衣物。 

2. 裝備︰照明設備、帳棚、發電機等。 

3. 器具：炊、餐具。 

(二) 災害發生時，由社會局督統各區公所提供救災物資、裝備及器具等。 

(三) 督導各區公所社會(人文)課辦理下列事項： 

1. 完成災民緊急收容的規劃，含災民登記、災民識別證、災民編管（依寢室、休息區主

要分為單身男性、單身女性、家庭(兒童隨親屬、夫妻)、弱勢照護(傷病患、身障者及



 

11-31 

 

有特殊照護需求之長者)，無論男性、女性均會依其特殊狀況分別編管紀錄）及收容場

所的選定及容納人數的多寡。 

2. 飲食、衣物等必需品供應調查。 

3. 物資集中點選定。 

4. 調派車輛運送。 

【機關分工】秘書室、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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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復原重建 

以下針對復原重建工作進行說明，相關工作包括：災後復原、災後重建兩部份。 

壹、 災後復原 

一、 環境污染防治 

(一) 環保局緊急應變小組調度各區清潔隊可支援人力、機具前進災區協助環境復原工作。 

(二) 於災區成立前進指揮中心進行垃圾清理轉運、災區消毒等相關工作，協調區公所設置垃

圾轉運站，優先將該區主要道路及巷道垃圾暫置於轉運站，並立即進行垃圾轉運工作。 

(三) 針對民眾居住衛生及環境等問題應做相關之行為指導。 

(四) 指定火山灰堆置場，並進行火山灰之除污作業與除污作業污水之收集，以免造成二次污

染。 

二、 交通號誌設施 

(一) 檢修號誌控制系統、供電、通訊恢復至常態運作。 

(二) 設備受損時，立即通知相關維護商；電力線路故障狀況，應做成記錄，並通知電力公司

派員修護。 

(三) 災情通報：如發現重大交通事故、壅塞、道路損毀時，應即通報交通隊及局本部。 

三、 復耕計畫 

(一) 依「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辦理低利貸款、現金救助及農田及魚塭受災流失、埋沒、

海水倒灌救助等，協助農民儘速辦理復耕。 

(二) 透過新北果茶公司調度其它地區生鮮農產品。 

(三) 督導本市果茶批發市場禁止交易火山爆發農產品；俟衛生單位檢驗合格無虞後，始能交

易。 

四、 飲用水、食物飲用 

(一) 針對火山爆炸後，因飲用水及食物可能受到火山灰中重金屬或其他有害物質之汙染，對

民眾進行飲食注意宣導，另可能受汙染食物進行風險分級，對於高風險食品進行輻射劑

量測定(依食品中輻射量限量標準)。 

(二) 在市場監控上，針對飲用水與食物採樣，除進行衛生標準規範檢驗外，另檢驗重金屬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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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等可能危害人體健康之物質，以維護民眾飲食安全。 

五、 道路、橋梁及邊坡之復建 

(一) 如遇火山灰，為確保交通道路，必須執行除灰作業，當降灰量大時，須確保除灰機具可

持續運作並規劃道路除灰作業之措施。 

(二) 火山所造成之火山熔岩流、火山灰落堆積、火山碎屑流堆積、火山氣體、火山泥流、降

雨型泥流、山崩、地滑等，易造成道路、橋梁及邊坡等損壞，直接影響災後搶救及復建

工作進行，應首重公共性設施之檢測及修復，如確實無法於短時間內完成時，應有替代

道路、運輸設施之規劃及補救措施。 

六、召開緊急檢討會議，提出後續復原計畫。 

七、災害搶修完成後，應即補充各項緊急應變物資並對車輛進行必要之保養維護。 

【機關分工】環保局、交通局、工務局、農業局、衛生局 

貳、 災後重建 

對於遭受災害及重大事變遭受災害地區的復原工作，得透過都市計劃的方式視實際情況

需要予以個案變更，或藉由都市計劃通盤檢討，針對避難、道路、消防、醫療、警察、物資

等六大防災空間系統及都市更新重新做合理規劃，並據以落實執行。 

【機關分工】城鄉發展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