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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1.1 計畫概述 

「阿里山鄉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係依據「災害防救法」

擬訂，並依據該法民國 99年 8月 4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900192631 號令修正加以

修訂之。 

「災害防救基本計畫」（行政院 96 年 3 月 30 日院授災防字第 0969980002 號函

頒）與「嘉義縣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嘉義縣政府 99 年 5 月訂定）係本計畫上位指

導計畫，本計畫依據且不牴觸上述兩計畫，並參考相關「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擬訂

之，修正時亦同。 

本計畫由阿里山鄉公所依上位指導計畫及地區災害潛勢特性擬訂，經阿里山鄉

（以下簡稱「本鄉」）災害防救會報核定後實施，並報嘉義縣災害防救會報備查，修

正時亦同。 

本計畫每兩年定期檢討修正一次，但本鄉災害防救會報各組成單位認為本計畫

有修正必要時，得於每年 3月 1日前提案送交鄉公所民政課彙整，並於每年 4月第 4

週召開本鄉災害防救會報時討論，通過後修正。 

1.2 計畫架構與內容 

本計畫分為三章，「第一章 總則」概述本計畫依據與目的、架構內容，另介紹

地區環境、防救災相關機關(單位)、任務與資源，並蒐集轄區災害歷史與潛勢分析等。

「第二章 災害防救各階段計畫」說明公所在災前減災、整備、災時應變、災後復建

等各階段災害防救工作之工作項目，以供轄區各災害防救業務相關機關、公共事業

遵循或參考使用。「第三章 執行評估」針對本計畫執行與重點工作事項建立評核機

制，以確認各項對策之實施成效。 

1.3 地區環境概述 

1.3.1 自然環境 
一、地區狀況 

   (一)地理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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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山鄉位於嘉義縣東部，海拔由 360 公尺至 3,952 公尺之高山地區，西與本縣梅山、竹崎、

番路、大埔鄉交界，東北毗鄰南投縣及雲林縣，東南毗鄰高雄縣三民鄉，東毗鄰臺東縣及花蓮縣。

阿里山、玉山一帶之地約 180,000 公頃。阿里山鄉位於臺灣之中，吾人若將臺灣全島縱橫二分，則

阿里山位於該經緯之交點。本鄉四面高山環繞，岡巒起伏，叢林蒼翠，斷崖絕壁，形勢險峻之天然

山谷盆地，氣候四季如春，阿里山海拔約 2,274 公尺屬玉山支脈，係由太武、尖山、祝山、石水山

等十八座主要山巒組成，轄內玉山主峰海拔 3,952 米，是東亞第一高山。中部為曾文溪及清水溪兩

大河流之發源地。 

   (二)面積 

阿里山鄉（山地行政區域）面積為 454.37 平方公里，佔全縣總面積（195,137.45 平方公里）約

百分之 22，其中達邦、來吉、里佳、山美、新美、茶山等村供原住民使用之山地保留地，面積僅

6,388 公頃，佔全鄉土地之百分之 15，其餘百分之 85 為國有林地、不要存置林野地（即原野地）

及其他公私有地。 

   (三)河川 

本鄉鄉內山脈包括太武尖山、大塔山、祝山、石水山等 18 座主要山巒構之阿里山山脈，形成

為聞名於世之玉山支系，為全省曾文溪、八掌溪、阿里山溪（即清水溪）三大河流發源地。 

阿里山鄉全境大部分屬於阿里山脈，只有東部小塊屬於玉山山脈。二山脈之山脊，相距約保持

在 10~15 公里，成北北東－南南西之走向相平行；玉山山脈又與中央山脈山脊稜隔約 8 公里平行。 

玉山山塊，地勢高聳陡峻，為本島地形上之最高準平原面，阿里山山脈以塔塔加斷層（鞍部）

與玉山山塊相接，係一條相當顯著之衝上斷層山地，地形無最高隆起準平原面之痕跡，僅有阿里山

－鹿林山一帶之隆起準平原面形成後之山麓面高山平夷面，及高山平夷面形成後之山麓面。高山平

夷面高度約在 1,600 公尺至 2,400 公尺間,成平坦面或緩起伏面，出現在塔山、大小塔山及阿里山鐵

道一帶最為顯著，高山平夷面上有數段舊期山麓階，如塔山至大塔山（2,600 公尺）之山稜，阿里

山山脈自水山向南連接北霞山（2,470 公尺）、霞山（2,399 公尺）、雞子山（2,396 公尺）、脈脈

山（2,370 公尺）、几阿左尼山（1,823 公尺），延伸至高雄縣境，構成本鄉東側脊嶺。曾文溪與阿

里山溪流域是阿里山鄒族主要聚落分佈的領域。 

曾文溪上游長谷川溪源自水山與霞山之間，流向西南至達邦支流伊斯基安娜溪來會，下切成深

谷，形成左岸高位河階，於特富野高度約 1,000 公尺，比高約 200 公尺，於達邦社高約 950 公尺，

比高約 130 公尺，稱為達邦河階群，該地乃鄒族活動中心。曾文溪至達邦以下至樂野段，在右岸形

成 1,220 公尺至 1,420 公尺之赭土起伏面，比高約 1,000 公尺。另在米洋處形成稍低且廣之山麓河

階，高約 900 公尺至 1,200 百公尺，比高約 400 公尺至 800 公尺之間，河谷峽深，至其下之竹腳，

形成稍廣之河岸低地，與米洋山麓河階同為樂野為主要農地。 

從樂野以下至山美村之間，曾文溪與其支流里佳溪、塔乃庫溪切穿堅硬砂岩形成峻深峽谷地形，

兩岸支流形成懸谷，多瀑布景觀。里佳溪上游流域，為明顯之幼年地形，幾無平坦階地。至山美村，

在右岸形成山美低位河階，高約 500 公尺，以下經巴雅依，至新美，左岸 500 至 600 公尺間，有肩

狀平坦稜河階，為聚落分佈地。新美至茶山間，曾文溪左岸與支流塔庫布央溪會流形成 420 公尺至

500 公尺，比高 180 公尺至 260 公尺切割河階，為茶山聚落即主要農地所在，亦是本相最大之宜農

牧地所在。茶山以下，曾文溪折向溪流，切斷山脈成峽谷地形，進入大埔鄉曾文庫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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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區之西側，八掌溪源自霍必亞那（奮起湖）山西流，急速下切，至觸口出山，形成山麓河

階扇地。 
 
二、氣候 

阿里山地形起伏變化很大，因受高山環繞影響，氣候涼爽，年平均溫度約在攝氏 10 度左右，

平均最低溫度為攝氏 8 度，平均最高溫攝氏 15.7 度；濕度大、雨量充沛（四月到九月為雨季，十

月到翌年三月為旱季），年雨量超過 2500 公厘以上。也是因位居海拔高度較高且多山之故，阿里

山地區全年出現霧日達 111 天。 

三、地形與地質 

 (一)地形 

本阿里山鄉在中央山脈中腹，東南為楠梓仙溪，東北以南投、雲林，東南毗鄰高雄、台東、花

蓮等縣。其地勢為四面高山環繞、層巒起伏、叢林蒼翠、斷崖絕壁，地勢險峻，為天然山谷盆地所

形成。阿里山山脈由石水山、大塔山、萬歲山、祝山、尖山等十八座主要山巒構成。 

 (二)土壤 

本鄉土壤肥沃，屬於腐植、砂質壤土，土壤ＰＨ值在４～６左右，適合種植各種作物，故在農業

發展上深具潛力。 

 
四、斷層 

由於菲律賓海板塊持續且穩定地向西北方擠壓，應力累積的結果使台灣西部麓山帶與平原地

區存在許多斷層，這些斷層的活動性都很高。根據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2010）的「活動斷層分

類標準」，活動斷層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活動斷層為全新世活動斷層；第二類活動斷層為更新世晚

期活動斷層。此外尚有存疑性活動斷層，為有可能為活動斷層的斷層，包括對斷層的存在性、活動

時代、及再活動性存疑者（參見表 1-2-1）： 

表 1-2-1 活動斷層分類標準 

分  類 標  準 

第一類活動斷層 1. 全新世（距今 10,000 年內）以來曾經發生錯移之斷層。 

2. 錯移（或潛移）現代結構物之斷層。 

3. 與地震相伴發生之斷層（地震斷層）。 

4. 錯移現代沖積層之斷層。 

5. 地形監測證實具潛移活動性之斷層。 

第二類活動斷層 1. 更新世晚期（距今約 100,000 年內）以來曾經發生錯

移之斷層。 

2. 錯移階地堆積物或台地堆積層之斷層。 

存疑性活動斷層 1. 將第四紀岩層錯移之斷層。 

2. 將紅土緩起伏面錯移之斷層。 

3. 地形呈現活動斷層特徵，但缺乏地質資料佐證者。 

 
分佈於台灣西南部的活動斷層中，對阿里山鄉民生命財產安全威脅最大者有五條：北邊的梅

山斷層、東邊的九芎坑斷層、大尖山斷層與觸口斷層以及較南邊的木屐寮斷層（參見表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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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2 威脅阿里山鄉之五條斷層 

名稱 分類 性質 

梅山斷層 第一類 右移斷層 

大尖山斷層 第一類 逆移斷層兼具右移性質 

觸口斷層 第一類 逆移斷層 

九芎坑斷層 存疑性 →第二類 逆移斷層 

木屐寮斷層 存疑性 →第二類 逆移斷層 

 
以下分別將各斷層特性加以描述（嘉義縣政府，2009：53-57）： 

 (一)梅山斷層 
梅山斷層為1906年的梅山地震所引發的地震斷層，為一右移之走向滑移斷層，呈東北東走向。

日本地震學家大森房吉（Fusakichi Omori）認為，此斷層包括主斷層—梅子坑斷層及支斷層—陳厝

寮斷層兩部份，從梅山至民雄約13公里；梅子坑斷層為一右移斷層，在山子腳附近與陳厝寮地震斷

層相會，而陳厝寮斷層為一東西走向的右移斷層，至民雄附近即消失不見。葉永田和鄭世楠依歷史

地震資料認為其範圍由梅山、大坑至大客、潭仔漧，全長約25公里。林啟文等人認為，其由嘉義縣

梅山延伸至民雄，長約有13公里，而自民雄向西可能以潛伏斷層形式延伸至新港附近。 
石瑞銓等人利用淺層震測調查的結果顯示，梅山斷層造成多處地點的破裂或錯動，尤其是開

元後與中坑之間的梅山斷層帶，其地層錯動極為明顯，影響寬度達750公尺，而中坑以西的斷層帶

寬度則縮減。 
此外，梅山斷層被認為係舊有斷裂，有可能在下一次大地震時再次滑動，復發週期約為110年。 

 (二)大尖山斷層 
大尖山斷層被認為是「大尖山-觸口」斷層系統的一部份，此為台灣西南部重要構造線之一，

地質上兩側構造形式有顯著不同，地形上為東側覆瓦狀逆衝斷層山地與西側丘陵平原間之分界。一

般所稱的大尖山斷層主要分布在牛稠溪北段，牛稠溪以南至曾文溪為觸口斷層。 
大尖山斷層為一逆移斷層兼具右移性質，自南投縣竹山鎮的嶺腳附近呈西南走向經桶頭至柿

子寮後轉為東南走向延伸至嘉義縣竹崎鄉的金獅寮附近，全長約有25公里。其北端被草嶺斷層截切，

再往北接車籠埔斷層；而其南端被水社寮斷層截切，再往南接觸口斷層。 
 (三)觸口斷層 

觸口斷層為一自東向西逆衝的斷層，北端連接大尖山斷層，自牛稠溪北側的金獅寮呈南北走

向，向南延伸至觸口，後轉為西南走向延伸至菜寮溪北岸，全長約有67公里。楊耿明等人由震測剖

面資料認為其為一高角度逆斷層，至地下6-10公里處轉為低角度逆斷層。 
 (四)九芎坑斷層 

九芎坑斷層起初被列為存疑性斷層，近年來學者認為，其應具有觸發災害性地震潛能的活動

斷層，可能為第二類斷層。許晉耀根據九芎坑斷層截切現代河床堆積物，推知其範圍自古坑荷苞山

的南側順著平原和麓山帶的交界往南延伸至嘉義竹崎的北側，全長約有15公里，而該斷層的活動使

地貌發生改變及河流改道等現象，為一具觸發災害性地震的活動斷層。陳彥傑和宋國城指出，九芎

坑斷層附近河流坡降指標變化較觸口斷層高，可能顯示九芎坑斷層較觸口斷層活動性高。 
五、木屐寮斷層 

目前木屐寮斷層僅見斷層線崖，並無野外直接證據，故被暫列為存疑性活動斷層，並有可能

為第二類斷層。此斷層位在台南縣白河東方，呈北北東走向，長約7公里。由淺層震測資料顯示，

在木屐寮以西約100公尺處可能有岩層擾動。 
 



 

- 5 - 

1.3.2 人文環境 
一、人口分布與密度 

截至民國 110 年 10 月，本鄉總人口數為 5,422 人（男 2,843 人，女 2,579 人）。鄉內分為 12
村，計有十字村、山美村、中山村、中正村、里佳村、來吉村、香林村、茶山村、新美村、達邦村、

樂野村、豐山村。 

表 1-2-3 阿里山鄉人口統計表 

資料來源：阿里山戶政事務所網站 

村里 鄰數 戶數 男 女 公民數 合計 

總 計 78 1882 2,843 2,579 4,497 5,422 

十字村 6 122 201 143 303 344 

山美村 7 186 318 278 463 596 

中山村 6 154 215 186 365 401 

中正村 5 68 95 93 176 188 

里佳村 4 87 159 123 234 282 

來吉村 5 135 169 179 287 348 

香林村 9 67 72 76 132 148 

茶山村 5 113 160 144 246 304 

新美村 5 118 178 164 282 342 

達邦村 12 330 497 481 804 978 

樂野村 9 380 574 576 918 1,150 

豐山村 5 122 205 136 287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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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1 阿里山鄉各村分布 

二、交通狀況 

阿里山地區主要入口道路為台 18 線公路，沿該公路而上，在 50Km 的龍美右轉嘉 129 可至山

美、新美及茶山，在 63Km 石桌右轉縣 169 可至達邦、特富野、里佳，左轉縣 169 可至奮起湖、瑞

里、瑞峰、太和，再接嘉 155 可至來吉、豐山，在 65.5Km 處右轉行進約 800 公尺，即可到達本公

所。此外，本區其他入口有由南方台 3 線經茶山的入口、由北方縣 162 甲經梅山的入口、及由東方

台 21 線（新中橫）方向經玉山國家公園塔塔加的入口。 

三、地區災害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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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鄉平地面積僅佔 1.74%，其餘全為山坡地及高山林地。全鄉地形山巒起伏，全鄉標高介 90

公尺至 1,815 公尺之間，高低懸殊，且境內地勢錯縱複雜，變幻萬千，由於平地面積不足，因此對

於土坡地的使用上相對地增加，但過度的山坡地開發反而潛藏著坡地危害，例如：98 年莫拉克颱

風豐沛的雨量引起該鄉瑞里村、瑞峰村、太和村等村落大量土石崩落造成交通中斷，甚至造成 4

名民眾遭土石掩埋及數百名民眾受因山中，造成「孤島效應」。 

另本鄉位於梅山斷層之活動地層帶上，具有相當大之地震潛在危機存在，屬於高地震危險區域，

當地震發生時，除地層劇烈搖動形成強烈地震波使建築物毀損外，更伴隨許多二次災害發生。 

1.4 災害潛勢分析 

1.4.1 地震災害 
災害規模設定 

擬定地區地震災害防救計畫時，應針對鄰近地區的活斷層分布，以及歷史性的地震資料，推估

影響該地區的可能地震。而在阿里山鄉則與梅山斷層、九芎坑斷層、大尖山斷層及觸口斷層相鄰(圖

2-1-1)。  

 

圖 2-1-1 嘉義縣阿里山鄉村里分佈圖 

而可能地震發生的推估即地震規模之設定，地震規模設定即假設震源參數，包括地震的震源發

生位置及規模，依據震源參數進行後續之地震災害潛勢、危險度與境況模擬之推估。地震規模設定

應考量地震發生的可能機率，若規模設定過大，所造成的災害規模將大到無法進行後續計畫的擬定

及推動，但該地震發生的機率可能很小，因此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是否有必要規劃應付如此大的地震，

需考量實際的經濟效益及可行性，才是合理可行的地震規模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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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嘉義縣地區曾經發生過的一些歷史地震事件(1906 梅山地震，ML=7.1、1941 中埔地震，

ML=7.1、1964 白河地震，ML=6.3)，依阿里山鄉相鄰的活動斷層附近為可能發生地震的位置，以及

嘉義地區屬於地震密集帶的區域設定可能發生地震的地震事件，選取五個不同震央的位置。 

地震災害規模設定完成後，即可進行後續地震災害潛勢、危險度與境況模擬等相關分析，有關

地震災害潛勢、危險度與境況模擬之定義敘述如下： 

(一)災害潛勢：依各地之自然環境所具有潛在致災條件，所作之災害可能性評估，如評估最大

地表加速度等。 

(二)危 害 度：根據災害潛勢分析結果、各地區工程結構物分布和人口在不同時段的分佈等，

推估各地區災害的程度、數量及人數等。 

(三)境況模擬：根據歷史性地震、活斷層的分布等資料，擬定可能發生的震央位置、規模和深

度，並進行災害潛勢分析和危險度評估。 

壹、地震災害模擬事件選定 
地震規模設定考慮地震發生之不確定性，依地震危害度分析法主要有兩種方式，分別為定量地

震危害度分析(Deterministic Seismic Hazard Analysis，以下簡稱 DSHA)和機率地震危害度分析

(Probabilistic Seismic Hazard Analysis，以下簡稱 PSHA)，可根據不同的分析方法來設定不同型式的

地震規模。依據 DSHA 分析，震央位於觸口斷層、大尖山斷層、九芎坑斷層以及嘉義地震密帶(介

於梅山斷層及觸口斷層之間的區域)，分別選定芮氏地震規模 7.3 的模擬地震事件，另考慮淺層地

震對工址所造成之危害較大，震源深度設定為 10km。 

貳、地震災害潛勢分析 
利用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所研發之「臺灣地震損失評估系統」(TELES)，輸入規模設定之震

源參數假設(包括地震震源發生位置及規模)進行相關後續模擬分析，以供作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擬定

之參考。震度 0-4 級是參照 PGA 數值，若 PGA 數值超過 80 則轉由參照 PGV 數值判定震度；震度 4

級(含)以下依 PGA 決定，震度 5 級(含)以上依 PGA 決定。由於阿里山 PGA 皆超過 80，以下根據最

大地動加速度 PGV、中度以上損壞建物數量進行阿里山鄉各村里之地震災害潛勢分析(圖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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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 嘉義縣阿里山鄉地震災害潛勢圖 

Case1：震央位於觸口斷層上且約在阿里山鄉山美村西方 

(一)最大地動加速度 PGV：如圖 2-1-3 所示為一位於九芎坑斷層上模擬一震央位置在阿里山鄉

山美村西方的地震事件，芮氏規模設定為 6.7，最大地動加速度(PGV)15-30(cm/s):5 級弱震。 

(二)建築物半島總棟數：利用 TELES 分析的結果，如圖 2-1-4 所示，當該地區附近發生芮氏規

模 6.7 的地震，則除了樂野村，屬於地震災害潛勢較高之村里，大約會有 1棟建物損壞、倒塌，其

餘阿里山鄉內各村里則無建物受損。 

利用 TELES 分析的結果顯示，在社會衝擊與經濟損失方面，有一般建築物損害所引致的人員傷

亡評估，而對於阿里山鄉而言，屬於人口密度較都市地區為低的區域，因此在這裡只針對：  

 

 

 

 

 

 

 

 

 
 
 
 
 
 
 
 
 
 

     圖 2-1-3 本鄉各村里地震災害潛勢分佈圖(最大地動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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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1-4 本鄉各村里地震災害潛勢分佈圖(建築物半倒總棟數) 
 

Case2：震央位於觸口斷層上，且約在阿里山鄉十字村西方 

    (一)最大地動加速度 PGV：如圖 2-1-5 所示位於阿里山鄉西方的一個模擬地震事件，其芮

氏規模為 6.8，利用 TELES 分析的結果，來吉村、樂野村、山美村及十字村屬於地震災害潛勢較高

之村里，PGV 值約 30-50(cm/s):5 級強震，而其它之各村里 PGV 值則約 15-30(cm/s):5 級弱震。 

    (二) 建築物半島總棟數：如圖 2-1-6 所示，當芮氏規模 6.8 之地震發生於阿里山鄉西方，

利用 TELES 分析的結果，則除了樂野村會有約 3棟的建物損壞、倒塌，其餘之達邦村、山美村及中

正村則會有 1棟的建物受損。 

 
 

 

 

 

 

 

 
 

圖 2-1-5 本鄉各村里地震災害潛勢分佈圖(最大地動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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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6 本鄉各村里地震災害潛勢分佈圖(建築物半倒總棟數) 

 

 

 

 

 

 

 

 

 

圖 2-1-7 本鄉各村里地震災害潛勢分佈圖(最大地動加速度) 
 

Case3：震央位於大尖山斷層上，約在阿里山鄉十字村西方偏北 

    (一)最大地動加速度：如圖 2-1-7 所示，因震央位置位於阿里山鄉西北方的大尖山斷層附

近，利用 TELES 分析的結果顯示，大尖山斷層 PGV 值大約為 15-30(cm/s):5 級弱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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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8 本鄉各村里地震災害潛勢分佈圖(建築物半倒總棟數) 

Case4：震央位於大尖山斷層附近，約位於阿里山鄉十字村西方 

    (一) 建築物半倒總棟數：利用 TELES 分析的結果可以得到除了樂野村會因為地震災害會

有約 2 棟建物遭受損壞，而中正村則有約 1 棟建物損壞、倒塌(圖 2-1-8)。 

 

＊阿里山鄉震度分級 

九芎坑斷層 

村里名 PGA(cm/sec2) PGV(cm/sec) 震度 

山美村 190.8 22.5866 5 級弱震 

里佳村 164 19.6222 5 級弱震 

達邦村 162.5 19.6888 5 級弱震 

十字村 216.1 26.4187 5 級弱震 

來吉村 204 24.8833 5 級弱震 

樂野村 237.5 28.5786 5 級弱震 

茶山村 140.6 16.4644 5 級弱震 

新美村 147.2 17.4742 5 級弱震 

中山村 136.1 16.8215 5 級弱震 

香林村 164.4 19.9939 5 級弱震 

豐山村 195.2 23.6981 5 級弱震 

中正村 156.1 19.0474 5 級弱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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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尖山斷層 

村里名 PGA(cm/sec2) PGV(cm/sec) 震度 

山美村 234.8 27.0449 5 級弱震 

里佳村 200.8 24.0956 5 級弱震 

達邦村 197.1 23.8515 5 級弱震 

十字村 260.4 31.0791 5 級強震 

來吉村 251 29.8374 5 級弱震 

樂野村 290.3 33.7502 5 級強震 

茶山村 164.3 19.4027 5 級弱震 

新美村 175.7 20.9237 5 級弱震 

中山村 158.5 19.4082 5 級弱震 

香林村 209.8 25.2355 5 級弱震 

豐山村 254.4 29.9206 5 級弱震 

中正村 195.7 23.693 5 級弱震 

 

木屐寮斷層 

村里名 PGA(cm/sec2) PGV(cm/sec) 震度 

山美村 171.6 20.2617 5 級弱震 

里佳村 141.9 16.9583 5 級弱震 

達邦村 131.9 16.0602 5 級弱震 

十字村 150.3 18.2388 5 級弱震 

來吉村 134.3 16.5423 5 級弱震 

樂野村 173.4 20.755 5 級弱震 

茶山村 154.9 18.2211 5 級弱震 

新美村 149.8 17.7897 5 級弱震 

中山村 105.4 12.7409 5 級弱震 

香林村 104.5 12.83 5 級弱震 

豐山村 114.9 14.0811 5 級弱震 

中正村 103.9 12.8091 5 級弱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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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山斷層 

村里名 PGA(cm/sec2) PGV(cm/sec) 震度 

山美村 226.4 26.485 5 級弱震 

里佳村 205.6 24.8358 5 級弱震 

達邦村 211.4 25.7742 5 級弱震 

十字村 287 34.0029 5 級強震 

來吉村 280.2 33.0808 5 級強震 

樂野村 294.4 34.4688 5 級強震 

茶山村 170.4 20.4054 5 級弱震 

新美村 179.8 21.6903 5 級弱震 

中山村 185.3 22.7874 5 級弱震 

香林村 233.1 27.842 5 級弱震 

豐山村 267.6 31.5772 5 級強震 

中正村 221.9 26.6987 5 級弱震 

 

觸口斷層 

村里名 PGA(cm/sec2) PGV(cm/sec) 震度 

山美村 311.2 35.0426 5 級強震 

里佳村 251.4 29.258 5 級弱震 

達邦村 229.4 27.4048 5 級弱震 

十字村 278.8 32.9618 5 級強震 

來吉村 262.3 31.0383 5 級強震 

樂野村 320.1 36.8183 5 級強震 

茶山村 244.2 28.2354 5 級弱震 

新美村 245.4 28.406 5 級弱震 

中山村 175.2 21.4221 5 級弱震 

香林村 208.8 25.1953 5 級弱震 

豐山村 230.7 27.6053 5 級弱震 

中正村 202.1 24.5033 5 級弱震 

 

http://mars.yucsh.tp.edu.tw/ischool/public/news_view/show.php?nid=5470 
(震度分級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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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坡地災害 
 災害概述 

阿里山鄉位於嘉義縣東部，中央山脈中腹，東南以楠梓仙溪為界毗鄰高雄，台東、花蓮等縣，

四面高山環繞，岡巒起伏，叢林蒼翠，斷崖絕壁，形勢險峻之天然山谷盆地，海拔由 400 公尺上升

至 3,952 公尺，氣候宜人，盆地四季如春，年平均溫度在攝氏二十五度左右。本鄉境內 24 條土石

流潛勢溪流分布，計有新美村二處、山美村三處、里佳村一處、來吉村五處、茶山村一處、達邦村

四處、樂野村四處、豐山村三處、十字村一處。阿里山鄉的坡地災害類型係以土石流及崩塌為主，

歷史災害範圍幾乎遍及全鄉各村落。 

96 年聖帕颱風及 97 年辛樂克颱風並未造成本鄉災情傳出，但 98 年莫拉克颱風造成本鄉 1,326

處崩塌地，崩塌面積達 2170.35 公頃，崩塌地範圍遍及全鄉各村落，並造成來吉村、樂野村、里佳

村等嚴重土石流災害，造成至少 6 人死亡，數十棟建物損毀。 

一、 土石流潛勢溪流 

一、土石流潛勢溪流分級 

88 年 921 震災後，農委會水土保持局重新進行中部 921 重建區調查，其中重建區土石流潛勢

溪流增為 370 條，經與第二次調查資料彙整，共計 722 條土石流潛勢溪流，臺中縣由 85 年第一次

調查之15條增加為71條。因桃芝及納莉颱風造成地文條件改變，農委會水土保持局進行重新調查，

定義土石流潛勢溪流係指溪床坡度大於 10 度以上且該點以上之集水面積大於 3 公頃者，則應視為

土石流潛在地點，則全國共計 1420 條土石流潛勢溪流。98 年全台土石流潛勢溪流已更新為 1,503

條，分布於 19 縣（市）、159 鄉（鎮、市、區）、643 村（里）；而 99 年過後土石流潛勢溪流新

增 49 條，合計 1,552 條，依現況重新評定各潛勢溪流之優先處理順序，分為高、中、低、及持續

觀察等四類。100 年土石流潛勢溪流再新增 26 條，合計 1,578 條，分布於 17 縣（市，含合併縣市）、

159 鄉（鎮、市、區）、662 村（里）。110 年土石流潛勢溪流新增 148 條，合計 1,726 條，分布於

17 縣（市，含合併縣市）、159 鄉（鎮、市、區）、690 村（里）。 

嘉義縣目前有 87 條土石流潛勢溪流，而阿里山鄉土石流潛勢溪佔 24 條，如表 3-1-1 所示。阿

里山鄉 24 條土石流潛勢溪流當中，屬於高潛勢等級者 6 條、中潛勢等級者 8 條，低潛勢等級者 10

條如表 3-1-2 所示，因此後續於規劃防災體系之工作時，可依據此高中低分級來依序規劃。 

表 3-1-1 阿里山鄉土石流潛勢溪流資料表 

村里 
土石流潛勢溪流 

編號 
重要地標 

參考雨量站 
第一參考/第二參考 

警戒值 

豐山村 嘉縣 DF041 行天橋 豐山/ 豐山 300 

豐山村 嘉縣 DF040 全仔社橋 豐山/ 豐山 300 

豐山村 嘉縣 DF039 豐山土石流觀測站 豐山/ 豐山 300 

樂野村 嘉縣 DF075 行原橋 阿里山國小/ 達邦 300 

樂野村 嘉縣 DF074 樂野淨水廠 阿里山國小/ 達邦 300 

樂野村 嘉縣 DF056 竹腳 阿里山國小/ 達邦 300 

樂野村 嘉縣 DF044 拉拉吾雅橋 阿里山國小/ 達邦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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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 阿里山鄉土石流潛勢溪流風險等級一覽表 

溪流編號 淺勢等級 保全住戶 

嘉縣 DF041 低 無 

嘉縣 DF040 低 1~4 戶 

嘉縣 DF039 高 5 戶以上 

嘉縣 DF075 中 無 

嘉縣 DF074 低 無 

嘉縣 DF056 低 無 

嘉縣 DF044 低 5 戶以上 

嘉縣 DF087 中 無 

嘉縣 DF086 中 無 

嘉縣 DF058 高 5 戶以上 

嘉縣 DF045 低 無 

嘉縣 DF079 中 1~4 戶 

嘉縣 DF078 中 1~4 戶 

村里 
土石流潛勢溪流 

編號 
重要地標 

參考雨量站 

第一參考/第二參考 
警戒值 

達邦村 嘉縣 DF087  新葉山製茶廠 達邦/ 阿里山國小 300 

達邦村 嘉縣 DF086  達德安 192 號 達邦/ 阿里山國小 300 

達邦村 嘉縣 DF058  尼亞湖 達邦/ 阿里山國小 300 

達邦村 嘉縣 DF045  阿里山鄉公所 達邦/ 阿里山國小 300 

新美村 嘉縣 DF079  新美 99 號 新美國小/ 新美 300 

新美村 嘉縣 DF078  伊拜邦崩塌地 新美國小/ 新美 300 

茶山村 嘉縣 DF062  茶山村 1 鄰 茶山/ 新美國小 300 

來吉村 嘉縣 DF073  行諄橋 外來吉/ 太和村 300 

來吉村 嘉縣 DF072  巴巴斯橋 外來吉/ 太和村 300 

來吉村 嘉縣 DF055  來吉國小 外來吉/ 太和村 300 

來吉村 嘉縣 DF043  - 外來吉/ 太和村 300 

來吉村 嘉縣 DF042  來吉大橋 外來吉/ 太和村 300 

里佳村 嘉縣 DF046  里佳大橋 里佳/ 達邦 300 

山美村 嘉縣 DF077  山美橋 龍美/ 新美 300 

山美村 嘉縣 DF076  山美 30 號 龍美/ 新美 300 

山美村 嘉縣 DF057  山美國小 龍美/ 新美 300 

十字村 嘉縣 DF080  台 18 線 76.8K 十字/ 達邦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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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流編號 淺勢等級 保全住戶 

嘉縣 DF062 中 5 戶以上 

嘉縣 DF073 高 1~4 戶 

嘉縣 DF072 中 1~4 戶 

嘉縣 DF055 高 5 戶以上 

嘉縣 DF043 低 5 戶以上 

嘉縣 DF042 中 5 戶以上 

嘉縣 DF046 低 1~4 戶 

嘉縣 DF077 低 無 

嘉縣 DF076 低 無 

嘉縣 DF057 高 5 戶以上 

嘉縣 DF080 高 5 戶以上 

  

二、土石流潛勢溪流影響範圍劃定 

(一)依據水土保持法所訂定特別水土保持區劃定與廢止準則第三條第六款的規定：土石流危險

區：溪床坡度在百分之三十以上，且其上游集水區面積在十公頃以上者，經主管機關認定具危害公

共安全之虞，亟需加強水土保持處理及維護，以保護其鄰近地區聚落、重要公共設施、名勝、古蹟

等。 

(二) 依水土保持技術規範第五章第三節第三百一十三條：土石流危險範圍之劃定方法，首先

決定危險區之頂點 A，其以山谷之出口、扇狀地之頂點，或坡度十度為頂點；其次由 A 點依據土

石流最大擴展角度(一百零五度)向下游劃出一扇狀區域；最後以扇狀區內坡度二度之等坡度線B 作

為土石流之到達邊界，則該扇形區與線 B 所涵括之範圍，即為土石流之危險範圍。於現地調查時，

依照上述劃設之影響範圍於現地編修，若該條溪流於現地調查評估為無土石災害之虞，可列入持續

觀察項目，則該條溪流即不劃設影響範圍圖；若劃設之溢流點附近無保全對象存在，亦未劃設影響

範圍。 

阿里山鄉現有 24 條已由農委會評定公佈高中低之土石流潛勢溪流，其相關位置資料如圖 3-1-1。

本研究另蒐集阿里山鄉重大土石流致災事件，如表 3-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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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阿里山鄉 24 條土石流潛勢溪流分布圖 

 

 

 

 

 

 

 

 

圖 3-1-2 嘉義縣阿里山鄉坡地(含土石流)災害潛勢圖 

 

表 3-1-3 阿里山鄉近年發生土石流致災事件 

項次 年度 災害名稱 災害類型 縣市 鄉鎮 村里 災害時間 

1 98 莫拉克颱風 土石流  嘉義縣  阿里山鄉  山美村 2009/8/8  

2 98 莫拉克颱風 土石流、洪水 嘉義縣  阿里山鄉  里佳村 2009/8/9  

3 98 莫拉克颱風 土石流  嘉義縣  阿里山鄉  來吉村 2009/8/9  

4 98 莫拉克颱風 土石流  嘉義縣  阿里山鄉  茶山村 200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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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崩塌地災害潛勢分析 

危險度分析主要是以崩塌的上下邊坡與保全對象之距離及保全對象之重要性分級，如表 3-1-4

所示，圖中 H 為坡度變化點至崩塌堆積地之垂直距離。因崩塌地之上邊坡可能因土石鬆軟，仍有

破壞的危險性；而崩塌地之下邊坡則因崩塌下來之土石堆積可能造成建築結構物被淤埋或撞擊而造

成損害。崩塌的危險度分級主要分為四級，也就是 A、B、C、D 四級，其危險度分級之說明如表

3-1-5 所示。 

阿里山鄉由於地勢較高，全鄉面積 468 平方公里皆屬山坡地及林班地範圍內。依據行政院農委

會水土保持局民國 95 年的成果得知，本鄉有 707 處崩塌地，其中屬於 A 等級者 7 處、B 等級者 13

處、C 等級者 164 處及 D 等級者 523 處。98 年莫拉克颱風造成本鄉 1,326 處崩塌地，崩塌面積達

2170.35 公頃，崩塌位置圖如圖 3-1-3。 

災例方面，本研究另蒐集阿里山鄉重大土石流災害案例，表 3-1-6 為阿里山鄉近年發生土石流

致災事件。98 年莫拉克颱風侵台期間，造成鄉內樂野村崩塌災害，此次風災對鄉內來吉、樂野、

山美、十字等社區造成嚴重災害，全鄉共 9 處被劃定為風災後特定區域(表 3-1-7)。 

 

表 3-1-4 崩塌地危險度分級準則 

 

 

表 3-1-5 崩塌地危險等級一覽表 

危險度 優先處理順序 說明 

A 急需處理 可能會有立即危險，需進行緊急處理工程 

B 規劃處理 可能無立即危險，但應進行詳細調查與觀測 

C 暫緩處理 無立即危險，但應進行詳細調查與觀測 

D 自然處理 無需處理或偏遠無法處理，待植被自然恢復 

 

 

 

 

 

 

 

 

 



 

- 20 - 

圖3-1-3阿里山鄉莫拉克風災後崩塌地位置圖 

 

 

 

 

 

 

 

 

 

 

 

 

表3-1-6 阿里山鄉近年發生崩塌致災事件 

  項次 年度 災害名稱 災害類型 村里 災害時間 

1 98 莫拉克颱風 崩塌  十字村 2009/8/7  

2 98 莫拉克颱風 崩塌  新美村 2009/8/8  

3 98 莫拉克颱風 崩塌、沖蝕  達邦村 2009/8/8  

4 98 莫拉克颱風 崩塌  樂野村 2009/8/8  

 

表 3-1-7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莫拉克颱風災後阿里山鄉劃定特定區域一覽表 

縣市 鄉鎮 村里 縣市 鄉鎮 範圍類別 

嘉義縣 阿里山鄉 來吉村 5 鄰 原住民部落 安全堪虞 

嘉義縣 阿里山鄉 樂野村 樂野 原住民部落 特定區域 

嘉義縣 阿里山鄉 來吉村 內來吉 原住民部落 特定區域 

嘉義縣 阿里山鄉 來吉村 外來吉 原住民部落 特定區域 

嘉義縣 阿里山鄉 達邦村 特富野 原住民部落 特定區域 

嘉義縣 阿里山鄉 山美村 山美 原住民部落 特定區域 

嘉義縣 阿里山鄉 茶山村 1 鄰(3、4、5 鄰) 原住民部落 特定區域 

嘉義縣 阿里山鄉 新美村 新美 原住民部落 特定區域 

嘉義縣 阿里山鄉 十字村 6 鄰 非原住民地區 特定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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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災害防救體系與運作 

1.5.1 災害防救會報 

一、災害防救會報組成單位： 

依據「災害防救法」成立「阿里山鄉災害防救會報」，由鄉長擔任召集人，設秘

書一人，委員若干人，委員包括鄉公所相關課室隊、上級機關之分支機構、公共事

業、國軍單位、地方慈善團體負責人，處理會報之事務由民政課擔任。 

二、災害防救會報職責： 

(一) 核定本鄉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二) 核定重要災害防救措施及對策。 

(三) 推動災害緊急應變措施。 

(四) 推動社區災害防救事宜。 

(五) 其他依法令規定事項。 

三、災害防救會報召開之時機： 

(一)本鄉防災會報預訂於每年 6 月份召開，以落實及宣導中央防災會報指示事

項。 

(二)鄉長召集時(災害來臨前準備或災後檢討)。 

(三)須制定、修正防災相關法令規章時。 

1.5.2 災害應變中心 

本鄉於轄內有發生災害之虞或發生災害時，為採取災害預防或應變措施，設立

災害應變中心，本鄉應變中心指揮官由鄉長擔任，副指揮官由秘書或災害相關機關

首長擔任，應變中心成員包括各指定行政機關、指定公共事業、國軍及民間團體派

員組成。 

一、 本鄉災害應變中心職責 

(一) 綜合調整或修訂所轄地區之災害防救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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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施各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所定之災害預防與整備、應變與處理、復建措施。 

(三) 其他依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或法令所定事項。 

二、 本鄉災害應變中心成立之時機 

(一) 在本鄉轄內或部分地區有發生災害之虞或發生災害時，如認為有必要採取預

防災害之措施或災害應變對策時，由鄉長諮詢應變處理工作。 

(二) 天然災害(如颱風豪雨地震)發生時依目前所行辦法及中央氣象局所發布之警

戒區域，視實際情形成立災害應變中心。 

(三) 重大事故發生時，由災害業務主管單位依防災業務計畫成立緊急應變小組陳

報鄉(鎮、市)長後，得不經防災會報程序，成立本鄉(鎮、市)災害應變中心。

(或由民政課統一成立應變中心、或依照縣府開設層級決定開設課室) 

(四) 本鄉災害應變中心設於阿里山鄉公所(地址：嘉義縣阿里山鄉樂野村 2 鄰 69

號)；電話：(05) 2562547；傳真：(05)2562977。 

三、 本鄉災害應變中心組成 

本鄉災害應變中心之各組任務職責分工如下： 

表 1-5-1 阿里山鄉災害應變中心編組名冊 
職稱 現任職務 職掌任務 

指揮官 阿里山鄉鄉長 指揮監督本鄉災害防救及善後事宜。 

副指揮官 阿里山鄉公所秘書 承指揮官之命襄助本鄉災害防救及應變措施。 

業務組組長 

阿里山鄉公所 承指揮官、副指揮官之命處理下列事宜： 

民政課課長 1.災害應變中心成立與撤除通報。 

  2.災害警報之傳遞。 

  3.災害防救之宣導。 

  

  

4.災害防救應變措施之策畫。 

5.災害蒐集處理及損失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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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現任職務 職掌任務 

災民搶救第一組組長 阿里山消防分隊分隊長 

1.協助指揮消防隊員災民搶救、遷離疏散及緊

急救護等事宜(必要時動用消防人員)。 

2.協助各項政令之宣導。 

災民搶救組組員 阿里山消防分隊隊員 協辦災民搶救組業務及臨時交辦事項。 

災民搶救第二組組長 奮起湖消防分隊分隊長 

1.協助指揮消防隊員災民搶救、遷離疏散及緊

急救護等事宜(必要時動用消防人員)。 

2.協助各項政令之宣導。 

災民搶救組組員 奮起湖消防分隊小隊長 協辦災民搶救組業務及臨時交辦事項。 

災民現場交通警戒組組長 樂野分駐所所長 

1.負責指揮員警執行交通警戒及疏導任務(必

要時動用義警人員)。 

2.協助災民搶救及護送災民之任務。 

災民現場交通警戒組副組

長 
樂野分駐所所長 

1.襄助組長指揮轄內員警執行交通警戒及疏導

任務。 

2.協助災民搶救及護送災民之任務。 

搶修組組長 
阿里山鄉鄉公所 負責河川、水利、交通及公共設施災害防護及

搶修、災害查報、災害復原。 
財經課課長 

財務組組長 
阿里山鄉公所 

負責救災一切財務事宜。 
行政室主任 

主計組組長 
阿里山鄉公所 

負責救災一切會計事宜。 
主計主任 

醫護組組長 阿里山鄉衛生所主任 

1.傷患救護醫療及設立臨時醫療中心。 

2.負責傷檢分類、災後環境衛生及傳染病防止

擴散等事宜。 

電力搶修組 

第一組組長 

台電公司阿里山 

服務所主任 
電力路線防護搶修、災情查報、災後復原。 

電力搶修組 台電公司奮起湖 電力路線防護搶修、災情查報、災後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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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現任職務 職掌任務 

自來水搶修組組長 

自來水第五區 

自來水工程防護搶修、災情查報、災後復原。 
竹崎營運所技術士 

電信搶修組組長 

中華電信公司 

電訊線路防護搶修、災情查報、災後復原。 
阿里山服務中心主任 

救濟組組長 
阿里山鄉公所 負責災民收容傷亡救濟、發放救濟物品及災情

查報事宜。 社會課課長 

民防組組長 
阿里山鄉公所 負責災區民房任務隊之申報支援及協助國軍支

援事宜。 民政課課員 

環境組組長 
阿里山鄉公所 負責辦理災區垃圾、廢棄物清除及搬運及消毒

事宜。 清潔隊隊長 

宣傳組組長 
阿里山鄉公所 

負責防救災有關宣導事宜。 
民政課村幹事 

農牧組組長 
阿里山鄉公所 

負責農漁牧業搶救、損失查報及土石流災防。 
觀光課課長 

總務組組長 
阿里山鄉公所 

負責一切開支採購並保管一切器具。 
行政室書記 

新聞組組長 
阿里山鄉公所 

負責災害期間災害宣導及新聞統一發布。 
行政室村幹事 

 

前項各組組長由各災害防救業務相關單位主管擔任，編組人員由各單位依情況

指派業務熟悉之幕僚人員進駐本中心參與作業，除執行本組與該災害有關事項外，

並與其他相關組別及公共事業單位保持聯繫，採取必要應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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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緊急應變小組 

為使各種災害之防救工作能達到全面化及上下合一，本鄉指定行政機關、國軍

及民間團體，應於災害應變中心成立時同時成立「緊急應變小組」，以執行應變中心

所交付之災害防救任務，或主動執行其業務範圍內有關之災害應變事項。有關緊急

應變小組之組成、任務、運作時機與緊急應變規定等說明如下。 

一、 組成 

(一) 由鄉長負責召集參與災害應變中心之各相關單位主管組成。 

(二) 任務：依據相關防災計畫，主動蒐集及傳遞災情，並配合應變中心之指示，

從事各項災害應變措施。 

二、 運作時機 

(一) 參與各種災害應變中心編組之各相關單位，應於派員進駐應變中心成立之同

時，於自己單位內同步運作成立緊急應變小組。  

(二) 有災害發生之虞，或災害發生時，在應變中心未運作前，單位主管應主動先

於內部運作緊急成立應變小組。  

三、 緊急應變 

配合嘉義縣政府各單位緊急應變計畫，因應救災需求，本鄉各單位內部成立緊

急應變小組執行救災工作。 

1.5.4 災害現場指揮所 

於縣府災害應變中心指示或因災害緊急需求時，成立災害現場指揮所，其指揮

官由鄉長任之，災害發生但未抵達現場時，暫由消防隊主管依權責協調處理。有關

災害現場指揮所之組成、成立時機、編組任務、運作相關規定等說明如下。 

一、 組成聯繫 

指揮官由鄉長或其他指定人員擔任，但災害發生時尚未抵達現場暫由消防主管

或當地警察局或派出所依權責協調處理。 

二、 成立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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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縣府(災害應變中心)指示成立時。 

(二) 視個案災害需要成立時。 

1.5.5 阿里山鄉公所災害應變中心編組及任務暨各課室防災業務權責 
編組 單位 任務 

業務組 民政課 1. 辦理風災、震災等災害成立應變中心之幕僚作業事項。 

2. 辦理災情蒐集處理及損失查報。 

3. 辦理災害防救應變措施之策劃、災害警報之傳遞。 

4. 辦理罹難者屍體處置、殯葬等相關事項。 

5. 辦理古蹟、教育防災有關事項。 

6. 協調國軍兵力支援及動員後備軍人協調事項。 

7. 辦理征屬災害特別救濟事項。 

8. 其他有關民政事項。 

救濟組 社會課 1. 辦理臨時災民收容、人員傷亡慰問、救濟物資之採購及

發放、住屋倒塌毀損、水淹等救助事宜。 

2. 辦理災民之就業輔導工作。 

3. 辦理受災勞工之相關事項。 

搶修組 財經課 1. 辦理因水災、旱災、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災

害等災害成立應變中心之幕僚作業事項。 

 辦理有關營建工程災害搶救有關事項。 

2. 處理對受災建築物及其他設施之處理有關事項。 

3. 辦理動員各類專家技術人員及營繕機械協助救災有關事

項。 

4. 辦理其他有關營建、水利工程設施防護搶救、災情查報、

災後復原等事項。 

5. 辦理其他有關經濟建設、災情查報、災後復原等事項。 

6. 辦理其他有關交通工程設施防護搶救、災情查報及災後

復原等事項。 

農牧組 觀光產業課 1. 辦理因寒害、土石流災害等災害成立應變中心之幕僚作

業事項。 

2. 辦理有關農、林、漁、牧業災害、水土保持工程設施防

護緊急搶救及災情查報事項。 

環保組 清潔隊 1. 負責毒性化學物質災害處理中心成立或撤除事宜及理消

毒藥品器材之支援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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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組 單位 任務 

2. 辦理災區消毒、廢棄物清理及污泥之清除、排水溝、垃

圾場、戶外環境之消毒。 

3. 支援救災及其他有關環保事項。          

財務組 行政室 1. 應用大眾傳播媒體加強防災宣導，並普及民眾防災常識。 

2. 有關各單位災害應變中心事項暨救災新聞發布，防災宣

導事宜。 

主計室 主計室 1. 辦理災害期間救災及災後復建經費之策劃、籌措及支應

事項。 

2. 辦理有關災害稅捐減免事項。 

3. 辦理有關工商業資金融通事項。 

4. 辦理其他有關財政事項。 

主計組 主計室 1. 辦理災害搶救、緊急應變相關經費編列核付事項。 

2. 辦理災情統計之規劃執行事項。 

醫護組 阿里山鄉衛生所 1. 辦理緊急醫療事項。 

2. 辦理災後家戶防疫、衛生改善之輔導及傳染病之防治及

其他有關衛生事項。 

災民搶救組 嘉義縣消防局阿里

山分隊 

1. 辦理因火災、爆炸災害等災害成立應變中心之幕僚作業

事項。  

2. 執行災害搶救、人命救助、緊急救護工作之執行。 

3. 蒐集、彙整及通報災情，並執行緊急疏散事項。 

災民現場交

通警戒組 

嘉義縣警察局竹崎

分局 

1. 辦理因空難、陸上交通事故等災害成立應變中心之幕僚

作業事項。 

2. 辦理災區民眾傷亡查報相關事項。 

3. 執行災區警戒、治安維護、交通管制、緊急疏散事項。 

電力搶修組 台灣電力公司阿里

山服務所 

1. 辦理變電所、電力管線系統搶修維護有關事項。 

2. 辦理電力線路防護搶修、災情查報、災後復原事宜。 

自來水搶修

組 

自來水公司阿里山

營運所 

1. 辦理自來水工程防護搶修有關事項。 

2. 辦理自來水管管線系統搶修維護、災情查報、災後復原

事項。 

電信搶修組 中華電信阿里山服

務中心 

1. 辦理電訊線路系統防護搶修、災情查報、災後復原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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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災害指揮所以現場人員搶救及災害防止為主，任務完成後編組取消，後續工作

由相關單位辦理。 

四、 臨時指揮所由本所劃定及設定，成立後採機動性作業至任務完成，由指揮官宣

布。 

五、 災害發生接受通報後，由本所通知人員至現場報到參加救援工作，相關單位及

人員平時應建立防救基本資料，以供緊急救援時爭取防救時效。 

六、 本鄉人力及物力需求，以就近調用爭取為原則，不足或無可調用時，再向鄰近

鄉、鎮、市或縣政府申請支援。 

本鄉公所各課室防災業務權責如下表所示。 

1.5.6 阿里山鄉其他防救災相關單位之業務權責 

除本公所內部課室外，本鄉轄內之其他公共事業單位或公務機關亦協助相關災

害防救業務，如下表所示。 

表 1-5-3 阿里山鄉其他救災單位防災業務權責 
事業單位 業務權責 

台灣電力公司 

阿里山服務所 

1、辦理變電所、電力管線系統搶修維護有關事項。 

2、辦理電力線路防護搶修、災情查報、災後復原事宜。。 

中華電信公司阿

里山服務中心 
1、辦理電訊線路系統防護搶修、災情查報、災後復原事項。 

自來水公司 

阿里山營運所 

1、辦理自來水工程防護搶修有關事項。 

2、辦理自來水管管線系統搶修維護、災情查報、災後復原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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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防救災資源分佈 

1.6.1 避難收容處所 

本鄉 110 年計有 20 個避難收容處所，分布圖如圖 1-6-1，清冊如表 1-6-1。 

圖 1-6-1 阿里山鄉避難收容處所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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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1 阿里山鄉避難收容處所清冊 

編

號 

災民收容所

名稱 
收容所管理人 收容所地址 

容納

人數 

適宜災害類別 
適宜避

難時間 

震災 水災 其它 
短

期 

中

期 

1 
阿里山國民

中小學 
邱獻萱校長 

嘉義縣阿里山鄉樂

野村 1鄰 31 號 
150 √     √  

2 達邦國小 林進富校長 
嘉義縣阿里山鄉達

邦村 1鄰 1號 
80 √     √  

3 十字國小 許秀卿校長 
嘉義縣阿里山鄉十

字村 16 號 
80 √     √  

4 
十字活動中

心 
潘俊良村幹事 

嘉義縣阿里山鄉十

字村 2鄰 52 號 
30   √   √  

5 
來吉活動中

心 
呂家豪村幹事 

嘉義縣阿里山鄉來

吉村 4鄰 96 號 
20   √   √  

6 新美國小 黃奕仁校長 
嘉義縣阿里山鄉新

美村 4鄰 78 號 
100 √     √  

7 
新美活動中

心 
豐英妹村幹事 

嘉義縣阿里山鄉新

美村 4鄰 65 號 
100   √   √  

8 香林國小 賴忠和校長 
嘉義縣阿里山鄉香

林村 2鄰 41 號 
100 √     √  

9 茶山國小 鄭佩茜校長 
嘉義縣阿里山鄉茶

山村 3鄰 47 號 
30 √     √  

10 
達邦國小里

佳分校 
林進富校長 

嘉義縣阿里山鄉里

佳村 3鄰 52 號 
20 √     √  

11 
里佳村辦公

處 
溫惠美村幹事 

嘉義縣阿里山鄉里

佳村 2鄰 31 號 
20   √   √  

12 

阿里山聯合

社區活動中

心 

賴敏芝村幹事

洪祥國課員 

嘉義縣阿里山鄉中

正村 3鄰 52 號 
50   √   √  

13 豐山國小 梁俊彥校長 
嘉義縣阿里山鄉豐

山村 47 號 
40 √     √  

14 
鄉屬災變庇

護所 
胡靖惠村幹事 

嘉義縣阿里山鄉樂

野村 69-2 號 
8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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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災民收容所

名稱 
收容所管理人 收容所地址 

容納

人數 

適宜災害類別 
適宜避

難時間 

震災 水災 其它 
短

期 

中

期 

15 
樂野社區活

動中心 
石曉燕村幹事 

嘉義縣阿里山鄉樂

野村 2鄰 56 號 
50   √   √  

16 
山美 saviki

集會所 

莊楊惠琴 

村幹事 

嘉義縣阿里山鄉山

美村 4鄰 72-38 號 
30   √   √  

17 
茶山活動中

心 
馮珍英村幹事 

嘉義縣阿里山鄉茶

山村 3鄰 75 號 
30   √   √  

18 

嘉義縣阿里

山鄉立圖書

館 

汪立華館長 
阿里山鄉達邦村 1鄰

23-1 號 
120 

 
√ 

 
√ 

 

19 來吉籃球場 呂家豪村幹事 

嘉義縣阿里山鄉來

吉村 1鄰 11號(蘭后

民宿旁) 

50 √ 
  

√ 
 

20 

山美 saviki

社區集會所

(旁空地) 

莊楊惠琴 

村幹事 

嘉義縣阿里山鄉山

美村 4鄰 72之 38號 
80 √ 

  
√ 

 

1.6.2 物資儲備處所與儲備物資 

本鄉(鎮、市)110 年之物資儲備處所分布如圖 1-6-2，可供緊急時物資調配之用，

另各處所之物資儲備清冊如表 1-6-2，公所均依照保存期限更換物資，確保供應安全。 

表 1-6-2 阿里山鄉各處所物資儲備場所清冊 
物資存放點

編號 
鄉鎮市區 物資存放點名稱 

管理人

姓名 
物資存放點地址 使用情形 

GQ605-0001 阿里山鄉 聯合村辦公處   賴敏芝 605 嘉義縣阿里山鄉中正村 52 號  運作中   

GQ605-0002 阿里山鄉 十字村辦公處   潘俊良 605 嘉義縣阿里山鄉十字村 52 號  運作中   

GQ605-0003 阿里山鄉 豐山村辦公處   廖淑吟 605 嘉義縣阿里山鄉豐山村 47 號  運作中   

GQ605-0004 阿里山鄉 來吉村辦公處   呂家豪 605 嘉義縣阿里山鄉來吉村 97 號  運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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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資存放點

編號 
鄉鎮市區 物資存放點名稱 

管理人

姓名 
物資存放點地址 使用情形 

GQ605-0005 阿里山鄉 樂野村辦公處   石曉燕 605 嘉義縣阿里山鄉樂野村 56 號  運作中   

GQ605-0006 阿里山鄉 達邦村辦公處   陳微心 
605 嘉義縣阿里山鄉達邦村 101

號   
運作中   

GQ605-0007 阿里山鄉 里佳村辦公處   溫惠美 605 嘉義縣阿里山鄉里佳村 52 號  運作中   

GQ605-0008 阿里山鄉  山美村辦公處   
莊楊 

惠琴 

605  嘉義縣阿里山鄉山美村 51

號   
運作中   

GQ605-0009 阿里山鄉  新美村辦公處   豐英妹 605 嘉義縣阿里山鄉新美村 66 號  運作中   

GQ605-0010 阿里山鄉  茶山村辦公處   馮珍英 605 嘉義縣阿里山鄉茶山村 74 號  運作中   

1.6.3 地區防救災資源--人員 

一、 民防團體 

表 1-6-3 阿里山鄉民防團體清冊 

主類 次類 細類 縣市 鄉鎮市區 可用數量 計量單位 

人員 協勤人員 民防團 嘉義縣 阿里山鄉 59 人 
人員 協勤人員 民防分團 嘉義縣 阿里山鄉 24 人 
人員 協勤人員 疏散避難宣慰中隊 嘉義縣 阿里山鄉 6 人 
人員 協勤人員 勤務組 嘉義縣 阿里山鄉 22 人 

二、 警消人員 

表 1-6-4 阿里山鄉警消人力清冊 
主類 次類 細類 可用數量 計量單位 
人員 協勤人員 阿里山消防分隊 10 人 人 
人員 協勤人員 阿里山派出所 7 人 人 
人員 協勤人員 十字派出所 5 人 人 
人員 協勤人員 奮起湖消防分隊 10 人 人 
人員 協勤人員 來吉派出所 5 人 人 
人員 協勤人員 達邦派出所 3 人 人 
人員 協勤人員 里佳派出所 3 人 人 
人員 協勤人員 樂野分駐所 5 人 人 
人員 協勤人員 山美派出所 4 人 人 
人員 協勤人員 新美派出所 3 人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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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地區防救災資源-場所 

一、 警消場所 

表 1-6-5 阿里山鄉警消單位場所清冊 
警消場所名稱 聯絡單位電話 地址 

    樂野分駐所 05-2561325  604 嘉義縣竹崎鄉石棹 22 之 6 號 

十字派出所 05-2511223 605 嘉義縣阿里山鄉十字路 28 號 

達邦派出所 05-2511006  605 嘉義縣阿里山鄉 12 號 

里佳派出所 05-2511124 605 嘉義縣阿里山鄉里佳 50 號 

來吉派出所 05-2661185 605 嘉義縣阿里山鄉內來吉 95 號 

山美派出所 05-2586154 605 嘉義縣阿里山鄉山美 58 號 

新美派出所 05-2513079 605 嘉義縣阿里山鄉新美 56 號 

阿里山派出所 05-2679975 605 嘉義縣阿里山鄉中正村 62 號 

二、 醫療場所 

表 1-6-6 阿里山鄉醫療場所清冊 
醫療場所名稱 聯絡單位電話 地址 

阿里山鄉衛生所 05-2561573 605 嘉義縣阿里山樂野村 3 鄰 97-2 號 

里佳村衛生室 05-2511159 605 嘉義縣阿里山鄉村里佳 3 鄰 49 號 

達邦村衛生室 05-2511007 605 嘉義縣阿里山鄉達邦村達邦 4 鄰 85 號 

來吉村衛生室 05-2661086 嘉義縣阿里山來吉村 4 鄰 102 號. 

豐山村衛生室 05-2661110 605 嘉義縣阿里山鄉 31 號, 2 鄰石鼓盤 

山美村衛生室 05-2586158 605 嘉義縣阿里山鄉山美產業道路 75 號 

新美村衛生室 05-2513046  605 嘉義縣阿里山鄉新美村新美 65 之 1 號 

茶山村衛生室 05-2513043 605 嘉義縣阿里山鄉 62 之 1 號 

十字村衛生室 05-2511091 605 嘉義縣阿里山鄉 16 號 

香林村衛生室 05-2679806 605 嘉義縣阿里山鄉中山村南阿里山 1 鄰 58 號 

三、 營利事業單位 

表 1-6-7 阿里山鄉營利事業單位清冊 
公司名稱 聯絡人 聯絡單位電話 地址 

台灣電力公司 
阿里山服務所 

林金舜 05-2679718 嘉義縣阿里山鄉中正村阿里山 69 號 

中華電信公司 
阿里山服務中心 

蕭鳳珠 05-2441441 嘉義縣阿里山鄉中正村阿里山 58 號 

自來水公司 
第五區竹崎營運所 

蕭明興 05-2611075 嘉義縣阿里山鄉樂野村 9 鄰 

四、 緊急直升機起降場所清冊 

表 1-6-8 阿里山鄉防救災調度及緊急直升機起降場所清冊 
名稱 地址 

阿里山溪旁河川空地 605 嘉義縣阿里山鄉來吉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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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地址 

十字國小(操場) 605 嘉義縣阿里山鄉 16 號 

達邦綜合運動場(操場) 60593 嘉義縣阿里山鄉達邦村 1 鄰 1 號  

山美橋旁空地 605 嘉義縣阿里山鄉山美產業道路 

1.6.5 地區防救災資源-救具 

表 1-6-9 阿里山鄉防救災設備裝備機具清冊(消防隊) 
 
 
 
 
 
 
 
 
 
 
 
 
 
 
 
 
 
 
 
 
 
 
 
 

表 1-6-10 阿里山鄉防救災設備裝備機具清冊(鄉公所) 
主類 次類 細類 可用數量 計量單位 

裝備機具 電力照明通訊 收持式衛星電話 12 支 
裝備機具 電力照明通訊 無線電通訊接收機(公所) 1 部 
裝備機具 電力照明通訊 衛星定位系統 1 套 
裝備機具 電力照明通訊 無線電收發信機(固定台) 1 部 

  

主類 次類 細類 可用數量 計量單位 

裝備機具 電力照明通訊 移動式海事衛星電話 0 部 
裝備機具 電力照明通訊 衛星大哥大 2 部 
裝備機具 電力照明通訊 發電機 3 部 
裝備機具 電力照明通訊 照明器材 4 部 
裝備機具 電力照明通訊 衛星定位儀 3 部 
裝備機具 水上救生器材 防寒衣 11 套 
裝備機具 水上救生器材 浮水編織繩 2 套 
裝備機具 水上救生器材 船外機 0 具 
裝備機具 水上救生器材 救生衣 3 套 
裝備機具 水上救生器材 魚雷浮標 2 個 
裝備機具 水上救生器材 潛水設備 0 組 
裝備機具 消防裝備器材 移動式幫浦 3 具 
裝備機具 消防裝備器材 射水砲塔 1 具 
裝備機具 消防裝備器材 拋繩槍(筒) 2 具 
裝備機具 消防裝備器材 圓盤切割器 1 具 
裝備機具 消防裝備器材 鏈鋸 1 具 
裝備機具 消防裝備器材 破壞器材組 1 組 
裝備機具 消防裝備器材 空氣呼吸器 11 具 
裝備機具 消防裝備器材 測距儀 1 具 
裝備機具 勤務輔助裝備 手持無線電對講機 10 具 
裝備機具 勤務輔助裝備 車裝無線電裝備 4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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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11 嘉義縣消防局 110 年度第三大隊偏遠地區自主救災救護裝備清冊 

                                            更新日期：110 年 07 月 01 日 

村別 現有設備 
保管人資料

及使用情形 
水源 備註 

山美村 

1、移動式幫浦 1組。 

2、1 吋半水帶 20 條。 

3、1 吋半瞄子 1具。 

4、吸水軟管 1條。 

5、轉接頭(大轉小)1具。 

保管人： 

山美村長 

安麗花 

(05-2586092) 

101.11 月本

局借用阿里

山鄉公所 

簡易出水口 5處： 
1、 阿里山鄉山美村山美

國小前 
2、 阿里山鄉山美村 72 之

30 號前 
3、 阿里山鄉山美村 72 之

33 號前 
4、 阿里山鄉山美村 6鄰

竹筍工廠對面 
5、 阿里山鄉山美村 7鄰

144 號前 

檢查、
試動負
責單
位: 

阿里山
分隊 

新美村 

1、移動式幫浦 1組。 

2、1 吋半水帶 20 條。 

3、1 吋半瞄子 1具。 

4、吸水軟管 1條。 

5、轉接頭(大轉小)1具。 

保管人： 

新美村長 

溫增雄 

(05-2513076) 

101.11 月本

局借用阿里

山鄉公所 

簡易出水口 3處： 
1、 阿里山鄉新美村 3鄰

47 號 
2、 阿里山新美村辦公室

前方 
3、 阿里山鄉新美村 90 號 

檢查、
試動負
責單
位: 

阿里山
分隊 

達邦村 

1、移動式幫浦 1組。 

2、1 吋半水帶 20 條。 

3、1 吋半瞄子 1具。 

4、吸水軟管 1條。 

5、轉接頭(大轉小)1具。 

保管人： 

達邦村長 

莊有為 

(05-2511229) 

101.11 月本

局借用阿里

山鄉公所 

消防栓 1處： 

阿里山鄉達邦村 23-1 號前 

簡易出水口 5 處： 
1、 阿里山鄉達邦村 12 鄰

314 號 
2、 阿里山鄉達邦村德安

部落 
3、 阿里山鄉達邦村 103-1

號對面 
4、 阿里山鄉達邦村衛生

室前 
5、 阿里山鄉達邦村鄒族

集會所 

檢查、
試動負
責單
位: 

阿里山
分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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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別 現有設備 
保管人資料

及使用情形 
水源 備註 

里佳村 

1、移動式幫浦 1組。 

2、1 吋半水帶 20 條。 

3、1 吋半瞄子 1具。 

4、吸水軟管 1條。 

5、轉接頭(大轉小)1具。 

保管人： 

里佳村長 

安高德  

(05-2511172) 

101.11 月本

局借用阿里

山鄉公所 

簡易出水口 4處： 

1、 阿里山鄉里佳村 3 鄰

33 號 
2、 阿里山鄉里佳村 2 鄰

23 號 
3、 阿里山鄉里佳村 1 鄰 8

號前 
4、 阿里山鄉里佳派出所

前第一大轉彎路口 

檢查、
試動負
責單
位: 

阿里山
分隊 

達邦村 

特富野 

1、移動式幫浦 1組。 

2、1 吋半水帶 10 條。 

3、1 吋半瞄子 1具。 

4、吸水軟管 1條。 

5、轉接頭(大轉小)1具。 

保管人： 

特富野義消

小隊 

汪加寶 

0972329261 

102年本局借

用特富野巡

守隊 

簡易出水口處： 

阿里山鄉達邦村特富野段
331-5 號 

檢查、
試動負
責單
位: 

阿里山
分隊 

茶山村 

1、移動式幫浦 1組。 

2、1 吋半水帶 5條。 

3、1 吋半瞄子 1具。 

4、吸水軟管 1條。 

5、轉接頭(大轉小)1具。 

保管人： 

茶山村長 

李立德 

(05-2513063) 

民間財產、借

放村辦公處 

簡易出水口 6處： 

1、 阿里山鄉茶山村屯阿

巴娜吊橋入口 

2、 阿里山鄉茶山村 77-4

號前 

3、 阿里山鄉茶山村 95 號 

4、 阿里山鄉茶山村 75 號 

5、 阿里山鄉茶山村 45 號

斜坡附近 

6、 阿里山鄉茶山村 55 號

對面 

檢查、
試動負
責單
位: 

大埔分
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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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別 現有設備 
保管人資及 

使用情形 
水源 備註 

來吉村 

1、移動式幫浦 1組。 

2、1 吋半水帶 20 條。 

3、1 吋半瞄子 1具。 

4、吸水軟管 1條。 

5、轉接頭(大轉小)1具。 

保管人： 

來吉村長 

武正清 

(05-2661170) 

101.11 月本
局借用阿里
山鄉公所 

簡易出水口 2處： 

1、 阿里山鄉來吉村來吉

國小前 

2、 阿里山鄉來吉村來吉

衛生室前 

檢查、
試動負
責單
位: 

奮起湖
分隊 

樂野村 

頂湖社

區 

1、移動式幫浦 1組。 

2、2 吋半水帶 4條。 

3、1 吋半水帶 4支。 

4、2 吋半瞄子 1具。 

5、1 吋半瞄子 2具。 

4、轉換接頭(大轉小)1

具。 

保管人： 

奮起湖分隊

義消 

簡光佐

(0963115033) 

簡易出水口 1處： 

阿里山鄉樂野村頂湖 1 鄰
15 號 

檢查、
試動負
責單
位: 

奮起湖
分隊 

豐山村 

1、移動式幫浦 1組。 

2、1 吋半水帶 20 條。 

3、1 吋半瞄子 1具。 

4、吸水軟管 1條。 

5、轉接頭(大轉小)1具。 

保管人： 

豐山村長 

陳建富 

(05-2661240) 

101.11 月本

局借用阿里

山鄉公所 

簡易出水口 6處： 
1、 阿里山鄉豐山村 55 號

前方 
2、 阿里山鄉豐山村豐山

國小入口前 50 公尺 
3、 阿里山鄉豐山村 3 鄰

31 號 
4、 阿里山鄉豐山村 4 鄰

產業道路 
5、 阿里山鄉豐山村 2 鄰

26 號旁 
6、 阿里山鄉豐山村 100

號前 50 米工寮旁 

檢查、
試動負
責單
位: 

奮起湖
分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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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災害防救各階段計畫 

2.1 減災計畫 

本計畫將減災計畫之災害防救對策分為公共設施防災對策、維生管線防災對策、

災害防救宣導、二次災害之防止、社區防災、防救災空間規劃、災害應變資源整備、

災害防救人員之整備編組、災害防救知識宣導、演習訓練、各類設施設備之管理與

維護、避難場所與設施之管理與維護、災害應變中心之設置規劃、災情查報與通報

系統之建置與支援協議之訂定等項目，本節將其內容具體分述如下。 

2.1.1 公共設施防災對策 

一、 設施具有耐災之考量 

【辦理單位】財經課協調相關權責單位 

【辦理期程】不限 

(一) 供公眾使用之重要建築物，包含鄉公所辦公廳舍、村里活動中心、避難收容

所、物資存放處、橋樑、道路等公共工程結構物，應列冊追蹤現況與後續改

善對策。 

(二) 檢討重要建築物、橋樑、道路與防洪工程之區位、耐災設計、容量設計與服

務範圍等。例如是否位於易致災地區。定期檢查、補充、更新所管公共建築

物之消防器材、砂包等防災器材。 

(三) 定期評估重要建築物、橋樑、道路與防洪工程之耐災度，並於平時定期檢修

與維護，並定期填寫檢修項目檢查表，列冊管理。 

二、 設施定期檢修 

【辦理單位】財經課 

【辦理期程】不限 

(一) 加強所管道路公共設施(路燈、行道樹與交通號誌等)防災檢查。  

(二) 加強臨時建築物(工寮、圍籬、廣告看板與鷹架等)之防災檢查。 

(三) 供公眾使用之重要建築物，包含鄉公所辦公廳舍、里活動中心、避難收容所、



 

- 39 - 

物資存放處、橋樑、道路等公共工程結構物，須於平時定期督導其相關設備

之檢修與維護，並定期填寫檢修項目檢查表，列冊管理。 

三、 防汛設施定期檢修 

【辦理單位】財經課 

【辦理期程】每年 3-5 月 

(一) 針對屬鄉公所管理或代管之各類防汛設備設施之檢修作業。  

(二) 屬其他單位管理權責之各類防汛設施，若經目視發現有異常之可能時，則協

助舉報所管單位進行檢修。 

2.1.2 維生管線防災對策 

一、 檢討維生管線設立之區位 

【辦理單位】財經課協調相關事業單位 

【辦理期程】不限 

(一) 檢討維生管線設立之區位，加強其耐災設計。  

(二) 依據災害潛勢分析結果，選擇公用氣體、油料管線與輸電線路設施之適當設

置廠址及路徑，並加強防災設計、定期檢驗及維護等工作事項。 

二、 管線定期檢修 

【辦理單位】財經課協調相關事業單位 

【辦理期程】不限 

(一) 規劃各類災害造成管線受損時之應變措施。  

(二) 加強維生管線設施機能之確保。 

三、 通報維生管線毀損機制建立 

【辦理單位】財經課協調相關事業單位 

【辦理期程】不限 

(一) 通報維生管線相關設施毀損現象，提供各事業單位儘速改善，並必須加強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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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災設計。 

四、 緊急供應計畫 

【辦理單位】財經課協調相關事業單位 

【辦理期程】不限 

(一) 建立迅速可靠的災情通報系統。 

(二) 建立妥善之災害應變體系與標準作業程序。 

(三) 請事業單位建立員工連絡簿，俾於災變時，緊急動員人力參與救災作業。 

2.1.3 防災教育與訓練 

一、 災害防救意識之提升 

【辦理單位】民政課 

【辦理期程】不限 

(一) 加強各機關、學校及各公共場所之教育宣導。  

(二) 結合民間與企業團體推廣防災觀念。  

(三) 利用學校教育、傳播媒體、社會教育等加強災害宣導教育、提升國民防災意

識。  

二、 緊急應變小組人員災害防救觀念之提升 

【辦理單位】民政課 

【辦理期程】3 年內分期辦理 

(一) 為使應變中心各任務編組於災時能順利完成所屬之任務，應定期舉辦講習，

以溝通其觀念。  

(二) 講習內容應包含建立緊急災害防救體系、介紹災害防救方案、重大災害現場

搶救處理程序、災防會報之編組運作、防災準備工作及應變措施及災害查報

與通報系統等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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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二次災害之防止 

一、 協助都市防災空間規劃之落實 

【辦理單位】民政課、財經課、社會課 

【辦理期程】3 年內分期辦理 

(一) 防災避難疏散路線規劃。 

(二) 避難收容所居據點規劃。 

(三) 防災據點規劃(警消單位、醫療單位、警察單位及物資存放點)。 

二、 充實各項消防設備與器材 

【辦理單位】民政課協調消防分隊 

【辦理期程】不限 

(一) 加強義消及社區災害防救組織編組與訓練。 

(二) 充實消防機關之消防車輛、裝備及器材。  

(三) 增設消防栓及滅火設備，並加強蓄水池設置及灌溉埤圳、河川等自然水源之

運用。 

三、 疫災之防治 

【辦理單位】民政課協調衛生所 

【辦理期程】不限 

(一) 依中央或縣府所擬定之防疫相關作業要點及傳染病情通報作業要點進行平

日整備工作及疫災之通報。 

(二) 於災前應依縣府所擬定相關之消毒防疫計畫，備妥足量之消毒藥品及疫苗。  

(三) 對於病媒蚊指數較高之區域，應加強孳生源清除及複查等措施。 

四、 廢棄物處理 

【辦理單位】清潔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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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期程】不限 

(一) 建立以村里為單位之廢棄物處理作業方式，以加速災區環境之復原。  

(二) 應用風水災害潛勢圖，選擇地勢較高不受水患威脅及廢棄物清運進出道路方

便之空地場所，預先劃設為臨時轉運站地點。 

(三) 廢棄物臨時轉運站應有單位管理及照明、不透水設施、污水導排或收集等設

備設置。 

五、 危險建築物及設施處置 

【辦理單位】財經課  

【辦理期程】3 年內分年辦理 

(一) 平時即進行危險建築物鑑定及設施之調查(如公共事業、工廠、電廠等設施

及設備存放地點)，定期進行建物補強及設施檢測。  

(二) 建立可動員或徵調專業技術人員名冊，以供災時徵調進行所管設施、設備之

緊急檢查修復。  

(三) 建立危險建築物、設施警告標誌，提醒民眾注意。 

 

2.1.5 自主防災社區 

一、 加強社區防災意識與機具整備 

【辦理單位】社會課、民政課、財經課 

【辦理期程】不限 

(一) 教導居民瞭解所居住地點及附近環境狀況，並選擇示範區域，實際教導民眾

有關各類災害防救災知識及觀念。 

(二) 加強社區民眾、組織、及企業團體相關災害防救意識與機具操作能力。  

(三) 教導社區居民於災時準備日常用品、設備、簡易救災器材。  

(四) 社區平時應準備簡易救災器材，包括臨時擋水設施、移動式抽水機、簡易挖



 

- 43 - 

掘工具等。 

二、 促進社區民眾災害防救組織的建立 

【辦理單位】民政課、社會課 

【辦理期程】不限 

(一) 社區居民應積極參與公所及縣府相關局處、社區災害防救組織、企業團體所

舉辦的災害防救訓練及演習。  

(二) 社區災害防救組織應加強社區民眾、村鄰防災觀念，並協助實施村鄰互助訓

練。  

(三) 社區災害防救組織應掌握地區內獨居老人、重大疾病者或醫療院所患者名冊，

於災時優先進行救援及協助。  

(四) 社區災害防救組織平時應針對地區災害特性加強初期災害的防止、人員救助

及避難等各種訓練及實施演習，並邀請當地居民參與。 

 

2.1.6 避難據點與路線規劃 

災害發生時，為了減少民眾生命財產的損失，必須針對避難路線與據點進行規

劃，以確保災時民眾能於短時間內進行疏散避難至安全的場所。 

一、 避難據點規劃 

【辦理單位】社會課 

【辦理期程】每年 1-3 月 

(一) 掌握並更新轄內國中小、活動中心等可用作避難用途之處所的各項硬體相關

資訊，包含建物規模、可用面積、設施設備狀況等。  

(二) 參照風水災害與地震、坡地災害規模設定及保全對象清冊等資料推估可能避

難人數。 

(三) 因應各項災害之特殊性，避難據點可分為緊急(24 小時內)、臨時(一日至一

週內)、中期收容場所(一週至三個月內)。以地震為例，於震後發生不久，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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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可能擔心餘震影響房屋倒塌而不敢進入室內避難，此時若以平坦開放空間

如空地、公園、農地、停車場與廣場等為緊急或臨時據點避難，在心理上較

為安心；但在進入短期及中長期避難收容時，考慮到災民生活需求，則空地

收容的生活水準並不如屋內理想，因此在進入短期及中長期避難收容時，應

以學校建物、活動中心等室內空間收容為主，其他開放空間為輔。 

(四) 避難據點之規劃成果應每年檢討並宣導民眾週知。 

二、 防災路線規劃 

【辦理單位】民政課、財經課 

【辦理期程】每年 1-3 月 

(一) 參照各種災害規模設定範圍與選定之避難收容處所，完成下述三種防災路線

規劃。  

1. 救災道路：救災道路為指定路寬 15 公尺以上之主要聯外道路，為第一層

級之防救災道路，為使救災工作順利進行應對緊急通道之人員及車輛實

施通行管制，讓實施救災物資運送及支援救災之人力、物資，能在最短

時間內抵達災區或避難據點。 

2. 避難道路：避難道路為指定路寬 8 公尺以上道路，其規劃即以人可以行

走原則，以救災主要道路為主軸，將未劃分之道路，劃分為更細緻之路

網，盡量避免與主要道路重疊。 

3. 替代道路：替代道路即指當災害發生後，救災道路與避難道路皆因災害

而造成阻斷時，替代道路即立即進行救災、避難與運輸之工作。 

(二) 防災路線之規劃成果應每年檢討並宣導民眾週知。 

(三) 每年如有新闢道路、橋樑等，需於防災路線規劃中重新納入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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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整備計畫 

本計畫將整備之災害防救對策分為應變資源整備、災害防救人員之整備編組、

災害防救知識宣導、演習訓練、各類設施設備之管理與人員之整備編組、災害防救

知識宣導演習訓練各類設施管理與維護、避難場所與設施之管理與維護、災害應變

中心之設置規劃、災情查報與通訊系統之建置與支援協議之訂定等工作，本節將其

內容具體分述如下。 

2.2.1 災害應變資源整備 

一、 加強防汛期前防救災器材整備 

【辦理單位】財經課 

【辦理期程】每年 3-5 月 

(一) 各編組單位應針對所管理之車輛及救災裝備器材，加強檢修與整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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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請救災單位將應急之車輛及裝備器材取出擺放於出勤救災取用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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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預先整備器材，隨時配合因應準備救災。  

(五) 開口合約廠商名冊整備及通報聯絡機制模擬操作，以利災時對口機制之正常

運作。  

(六) 防汛期前補充整理災害應變中心作業用具、通訊器材、照明設備、圖表簿冊，

每月定期測試相關器材及設備之功能。  

(七) 逐年充實消防設施、設備及人命救助設施設備之整備。  

(八) 逐年充實災害警戒搶救用裝備、器材之整備。  

(九) 建立警察、消防、水利與民政單位有線電與無線電之緊急聯絡名冊。 

二、 規劃災時各項救濟、救急物資儲備、運用與供給 

【辦理單位】社會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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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期程】每年 3-5 月 

(一) 建立民生物資儲備處所一覽表，並依避難人數推估其物資需求量，加以分配

管理。  

(二) 救濟與救急物資包含寢具、被服、生活必需品、飲用水、急救用醫療器材、

藥品、糧食與農作物復耕種子等之儲備、運用與供給。  

(三) 救濟與救急物資整備，應考量儲藏地點、數量適當性、儲備方式完善性及儲

備建築物安全性等因素。  

(四) 勘查救濟物資儲備地點，確保耐災考量，以避免救災物資受損。 

 

2.2.2 災害防救人員之整備編組 

一、 建立災害緊急應變人員之動員計畫 

【辦理單位】民政課 

【辦理期程】每年檢討編修 

(一) 明訂應變人員緊急聯絡方法、職務代理人、集合方式、集中地點、任務分配、

作業流程及注意事項等。 

二、 建立動員民間組織與志工之整備編組之機制 

【辦理單位】民政課 

【辦理期程】每年檢討編修 

(一) 聯繫民間組織、志工等工作團體，確立可配合人員、團體及可協助之災害防

救工作項目，建立相關資源及聯繫名冊。 

三、 災害防救人員之整備編組現況 

本鄉災害應變作業人員與編組情形詳如本計畫 1.5.2 節，應變人員緊急聯絡方法、

集合方式、集中地點、任務分配、作業流程等已於災害應變作業程序與手冊中明訂。

民間組織與志工則待建立可支援團體與配合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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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災前防災宣導 

一、 加強民眾災害防救知識 

【辦理單位】民政課、財經課 

【辦理期程】不限 

(一) 加強社區民眾、組織及企業團體相關災害防救意識與機具操作。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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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民眾

確實了解災害來臨前準備及注意事項。  

(三) 汛期前利用媒體宣導民眾應準備之簡易救災器材，包括臨時擋水設施、移動

式抽水機、簡易挖掘工具等。 

二、 建立居家安全防護宣導對策 

(一) 協調電視台、廣播電台加強宣導，並協調電腦看板廣告業者於電子顯示板宣

導。  

(二) 建立鄉公所、村里辦公室聯絡處緊急廣播系統。  

(三) 督促所屬人員或協調警察分局(派出所、分駐所)、消防分隊等，運用巡邏車、

各村里廣播系統加強防災宣導。內容如下：  

1. 隨時注意颱風(豪雨、地震等災害)消息。  

2. 檢修房舍及清理水溝。  

3. 牢固易被吹毀或吹落之物件。  

4. 儲備如手電筒、收音機、糧食、飲水等生活必需品。  

5. 修剪樹木及保護農作物。  

6. 颱風侵襲期間應避免外出。  

7. 注意電路及爐火。  

8. 車輛駕駛人應注意道路附近狀況。  

9. 災害潛勢地區的民眾應疏散撤離至安全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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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防災訓練 

一、 防災演習 

【辦理單位】民政課主辦、其他課室協辦、並協調其他單位 

【辦理期程】不限 

(一) 鄉公所於每年選定一天或配合縣府相關單位辦理災害防救演習，協調各單位

救災資源、裝備與人力、災民收容等各項應變作為。  

(二) 利用消防救助隊訓練時，施以湍流舟、急流救援、涉水橫渡等水患援救演練。 

(三) 建立緊急通報系統平時演練、使災害發生後災情能立即向上通報，包含建築

物、公共設施之損毀、道路、橋樑、河川堤防、溝渠等受災情形。 

(四) 有關防災演習得由鄉公所內之任務編組相互配合實施。 

 

2.2.5 救災裝備之管理與維護 

一、 救災裝備保持機動勘用 

【辦理單位】民政課、財經課、消防分隊 

【辦理期程】不限 

(一) 平時進行公所之發電機、抽水機等機具之維護保養，確保災時緊急可用。 

(二) 平時各消防分隊利用勘災教育訓練、義消訓練及車輛定期保養等工作事宜，

加強對消防車輛、救生器材裝備的維護與訓練操作。  

(三) 可預期之災害來臨前消防隊立即將災害發生可能因應之器材先加保養並充

滿油、水、電，必要時先啟動測試並予保溫，將可能因應之器材擺放於易使

用之位置。 

 

2.2.6 避難收容處所與設施之管理與維護 

一、 定期檢測及整備避難收容處所之各類設備、設施及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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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單位】社會課 

【辦理期程】每年擇期辦理 

(一) 避難收容處所設施之管理與維護，平時即應指定專人或專屬單位負責管理與

維護；災時由開設避難收容處所之學校或單位代為負責檢測、管理。  

(二) 避難收容處所開設時，應將開設日期、場所、收容人數、聯絡電話、管理負

責人等資料，依規定格式通報縣府。 

二、 規劃災民登記、接待、統計、查報、遣散及管理事項 

【辦理單位】社會課 

【辦理期程】每年擇期辦理 

(一) 避難收容處所開設後，應造冊管理收容之民眾，且需佩帶臨時識別證以資辨

識，並請警察機關負責避難收容處所安全警戒、秩序維護及進出管制等事

項。  

(二) 經指定為避難收容處所之學校校長及教職員工，應參與部分工作分擔協議及

啟動體制計畫的策定。並將收容者基本資料及災情通報區災害應變中心及教

育局緊急應變處理小組。  

(三) 避難收容處所之設備統由鄉公所、學校、託管單位負責購置、保管及維護。 

 

2.2.7 災害應變中心之維護與管理 

一、 訂定災害應變中心與前進指揮所之整備事項 

【辦理單位】民政課 

【辦理期程】每年擇期辦理 

(一) 訂定災害應變中心成立條件、動員、編組與撤除時機之規定，並事先指定災

害應變中心與縣府各局處間之聯繫人員，以確保機關間聯繫之暢通。 

(二) 本鄉災害應變中心、前進指揮所等工作人員，應參加必要之演練講習，並編

組造冊，如有異動，應即時通知縣府民政處。 



 

- 50 - 

二、 規劃災害應變中心設置須具備之軟、硬體設施 

【辦理單位】民政課 

【辦理期程】每年擇期辦理 

(一) 進行相關資訊蒐集與傳遞之硬體設施的補強。  

(二) 定期測試維修應變中心內之通訊設備。 

表 2-1-1 災害應變中心既有軟硬體設施一覽表 
圖表看板 資通訊硬體設備 軟體設備 

災害潛勢分析圖、颱風動向圖、

收容所分佈圖、應變中心災情管

制表、防災地圖 

固定式衛星電話、手持式衛星

電話、筆記型電腦(視訊)、室

內電話、傳真機、手持無線電

話機 

文書處理軟體 

三、 災害應變中心設置現況 

本鄉災害應變中心設置於阿里山鄉公所。 

 

2.2.8 災情查報與通報系統之強化與更新 

一、 災情查報體系之強化與更新 

【辦理單位】民政課 

【辦理期程】每年擇期辦理 

(一) 強化災情查報之消防、警察與民政體系。  

(二) 配合縣府與中央需求之資訊，統一制訂本鄉災害應變中心之各項災情查報與

彙整表單，加速災時資訊傳遞及掌控災情處理狀況。  

(三) 將災害查報人員依責任分區之概念予以編組，並建立災情查報人員聯絡名

冊。  

(四) 擬訂災情查報作業手冊、規範或標準作業流程，並明訂災情查報之查報與通

報重點，供各災情查報人參考與應用。 

二、 災情通報用資訊通訊設備之整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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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單位】民政課 

【辦理期程】每年每月定期辦理 

(一) 持續強化與購置災情查報作業所需之資訊與通訊設備。  

(二) 定期檢修災情查報用之資訊與通訊設備。  

(三) 規劃建置通訊設備斷訊時之備援通訊機制或設備。 

三、 災情查報與通報系統現況 

本鄉災情查報與通報系統已整合警察、消防與民政等三大系統，相關機制與人

員名冊等已於災害應變作業程序與手冊中明訂，警察、消防與民政等三大系統災情

查報作業規範可概略表示如表 2-1-2。 

表 2-1-2 三大系統災情查報作業規範 
執行單位 作業流程 

消防單位 

ㄧ、消防分隊： 
(一)負責統籌義消災情查報人員所傳之災情查報資料，並與警政及其他相關單位所

蒐集之災情資料相互查證。 
(二)督導所屬災情查報人員執行現地災情查報及災情救助相關工作。 
(三)督導義消災情查報人員遇有災害發生主動至各村進行查報，並立即動員投入救

災，循消防體系逐級向上或災害應變中心陳報。 
二、義消災情查報人員：遇有災害發生主動進行查報，並立即動員投入救災，循

消防體系逐級向上陳報。 

警察單位 

分駐(派出)所： 
(一)所屬分駐(派出)員警所傳之災情查報資料，並與消防、民政及其他相關單位所

傳遞之災情資料相互查證。 
(一)執行災情查報工作，並將災情通報消防分隊、警察分局、村里長或村里幹事。 
(二)災害來臨前主動前往轄區加強防災宣導，提醒民眾提高警覺，並通知村里長或

村里幹事注意災情查報。 

民政單位 

一、鄉公所民政課 
(一)督導所屬各村里幹事執行災情查報相關工作。 
(二)辦理災害應變中心及各村里災情查報相關事宜。 
二、村里長及村里幹事： 
(一)當有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應主動前往各村里加強防災宣導，提醒民眾提

高警覺，若發現災害應將災害訊息通知消防、警察單位或鄉公所，並作適當

之處置。 
(二)如遇有電話中斷時，則透過消防或警察無線電進行通報。 
(三)各村里受災居民可經村里長及村里幹事通報或自行以電話通知警察局、119 勤

務中心、公所災害應變中心或嘉義縣災害應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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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 支援協議之訂定 

一、 與其他區域簽訂相互支援協定 

【辦理單位】民政課 

【辦理期程】3 年內分年辦理 

(一) 協議訂定對象各依需求彼此相互簽訂支援協議(包含物力、人力、物資、機

械)，支援項目視援助提供者及受援者需求差異選定，支援辦法依支援項目

提供方式訂定。 

二、 與民間企業或團體簽訂相互支援協定 

【辦理單位】民政課 

【辦理期程】3 年內分年辦理 

(一) 與民間企業或團體簽訂相互援助協定，內容包含請求民間企業或團體必要時

提供支援，以及平時協助自主防災社區之推動等。 

 

2.3 應變計畫 

本計畫將應變計畫之災害防救對策分為災害應變中心之設立與運作、災區管理

與管制、災情蒐集、通報與通信之確保、避難疏散及緊急收容安置、緊急醫療救護、

物資調度供應、提供民眾災情訊息、罹難者處置與災情勘查與緊急處理，本節將其

內容具體分述如下。 

2.3.1 災害應變中心之成立與運作 

一、 災害應變中心成立前置作業 

【辦理單位】民政課 

【辦理期程】不限 

(一) 確認應變中心編組名冊之正確性。 

(二) 準備災害應變中心之頭銜牌。 



 

- 53 - 

(三) 準備應變中心編組名冊、接受民眾災情查報紀錄、電話記錄簿與各村里幹事

連絡清冊。 

(四) 制訂應變中心進駐輪值表，於成立災害應變中心時立即進駐輪值。 

(五) 裝配測試應變中心有線電話。 

(六) 製作應變中心作業人員簽到表。 

二、 災害應變中心成立 

【辦理單位】民政課、各災害業務權責課室 

【辦理期程】不限 

(一) 根據本鄉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規定，當各類型災害應變中心開設之條件成

立、或上級指示成立時，立即成立災害應變中心並回報縣府，立即通知相關

人員進駐。 

(二) 成立災害應變中心時，由鄉(鎮、市)長擔任召集人，秘書擔任副召集人，立

即由本所各相關課室隊人員及本鄉(鎮、市)各編組相關單位人員進駐。  

(三) 任務編組人員應與警消單位作業人員互相配合，並加強業務上的聯繫與通

報。  

(四) 視情況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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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優先進駐應變中心人員應隨時留意新聞、廣播，各編組人員接獲通知後，應

立即向災害應變中心辦理報到。 

(六) 依據本鄉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辦理。 

三、 成立災區現場指揮所 

【辦理單位】民政課 

【辦理期程】不限 

(一) 現場指揮所成立時，由鄉長擔任現場指揮官，統一指揮災害現場搶救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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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第二備援中心 

【辦理單位】民政課 

【辦理期程】不限 

(一) 應有第二備援中心之設置與規劃，以備於災害來臨時鄉公所本身因受災無法

運作執行相關災害防救業務之需。 

(二) 本鄉災害應變中心之第二備援中心擇定於樂野村辦公室開設。 

五、 災害應變中心成立與運作現況 

本鄉災害應變中心成立與運作詳如本計畫 1.5.2 節，應變中心設置於阿里山鄉公

所，開設機制與運作方式等已於災害應變作業要點中明訂。 

 

2.3.2 災區管理與管制 

一、 警戒區域劃設與安全維護 

【辦理單位】民政課協調警察分駐(派出)所 

【辦理期程】不限 

(一) 劃定災區周圍相關地理位置，實施管理以擴大管制空間與幅度，並依任務需

求分置警戒、管制、檢查、監視哨，防範治安事故。  

(二) 執行災區管制，警戒員警應強制勸離災區周邊圍觀之民眾，並嚴禁閒雜人等

進入封鎖線內，防止歹徒趁機偷竊及其他不法情事。  

(三) 由各地警察機關執行受災區域之警戒治安維護與秩序維持等相關事項。  

(四) 規劃小區域巡邏區，針對災區周邊實施巡邏。 

二、 交通管制 

【辦理單位】民政課協調警察分駐(派出)所 

【辦理期程】不限 

(一) 受災區域交通管制，禁止非救災車輛進入受災區域，並劃設警戒區及記者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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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區。  

(二) 於接獲災害訊息時，各執行交通管制疏導單位，應立即派員到達現場實施管

制。  

(三) 絕對禁止災害區外圍有人車進入，但搶救災害之工程車輛、特種車輛及救災、

消防車等應優先進入受災區域，並注意疏散滯留受災區域及救災運輸路線之

人車，排除疏散幹道障礙。  

(四) 重大災害發生後，應設定人車疏散指示牌於各重要路口。 

三、 障礙物處置對策 

【辦理單位】民政課協調清潔隊 

【辦理期程】不限 

(一) 去除道路上的障礙物，以協助受災民眾疏散及搶救災車輛、機具進入受災區

域。  

(二) 去除河川中的障礙物。  

(三) 災害應變中心應自行或委由開口契約廠商配備小山貓、挖土機等機具。  

(四) 當災害發生時應立即使用開口合約進行救災。  

(五) 進行災區垃圾、廢棄物之清除等工作事宜。 

 

2.3.3 災情查通報及通訊之確保 

一、 災情蒐集與查報 

【辦理單位】民政課 

【辦理期程】不限 

(一) 災害來臨前應主動聯繫村里長、鄰長、村里幹事注意災情查報。  

(二) 建立民政人員緊急聯絡名冊，為便災害發生時能迅速聯繫各查報人員實施災

情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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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各查報人員應熟知本身負責之查通報區域或範圍。  

(四) 公所應隨時保持橫向聯繫，以避免漏失災情，並將災情逐級呈報縣府災害應

變中心。  

二、 強化災情聯繫處理作業 

【辦理單位】民政課 

【辦理期程】不限 

(一) 防災編組單位輪值人員進駐後應先行與各相關單位聯繫、通報、確認等工

作。  

(二) 各組單位輪值人員接獲災害後立即聯絡緊急應變小組人員、派員搶救。 

(三) 對重大災情之處置，編組單位應調度相關配合搶救人員至現場協助處理，處

理情形隨時向指揮官報告。 

三、 災情通報 

【辦理單位】民政課 

【辦理期程】不限 

(一) 立即性災害部分應即時通報縣府災害應變中心。  

(二) 災情彙整後通報縣府災害應變中心。  

(三) 災害應變中心或前進指揮所直接受理民眾報案。 

四、 通訊之確保 

【辦理單位】民政課 

【辦理期程】不限 

(一) 正常通訊：依現有通訊方式傳遞。  

(二) 斷訊時：災害應變中心與現場指揮所備援通訊設備之架設。 

1.協調中華電信公司架設緊急通訊設備。  

2.協調消防分隊提供衛星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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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協調警政單位提供警政無線電網。 

 

2.3.4 災害搶救 

一、 執行災害現場人命搶救及到院前緊急救護有關事宜 

【辦理單位】民政課協調消防分隊及衛生所 

【辦理期程】不限 

(一) 依據救責任醫院分區及跨區支援制度，執行緊急醫療工作。 

(二) 確認事故地點、種類、範圍及可能之傷病患人數等，決定是否須提供傷病患

緊急醫療救護，再依現場總指揮官評估事故地點及災情，派遣救護車與救護

人員前往搶救。 

 

2.3.5 避難疏散及緊急收容安置 

一、 避難疏散通知、引導 

【辦理單位】民政課、社會課、觀光課 

【辦理期程】不限 

(一) 於鄉(鎮、市)公所適當之公務車輛上加裝移動式緊急廣播、警報及強力擴音

器等設備，以利災害現場訊息傳遞。  

(二) 災前即開放警察、消防與民政系統之無線電專用頻道及電話專線，以利執行

避難疏散作業。  

(三) 加強災害警報網或村里廣播系統之架設，藉由警報訊息之發布，使民眾於災

前即作出避難疏散之動作。  

(四) 通知村里長與村里幹事加強村里廣播之防災宣導，並告知民眾避難需要注意

事項。  

(五) 動員各村里長及村里幹事，進行民眾避難疏散勸導工作，並協調警察、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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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協助進行避難疏散作業。 

二、 民眾與機具之運輸 

【辦理單位】民政課、財經課 

【辦理期程】不限 

(一) 調用車輛配合災民疏散接運、救災人員、器材、物資之運輸事項。  

(二) 協調在地代表、村里、鄰長，於災時動員人車前往災區接運民眾至避難收容

場所。  

(三) 依實際救災所需，通知各所需之人車數量、用車時間及救災地點，即時前往

接運災區民眾。本鄉災害應變中心得請求縣府災害應變中心協調大眾運輸工

具支援，進行避難疏散地區民眾之優先調度車輛支援計畫。 

(四) 有關器材、物資之運輸則依已訂定開口合約支應，遇有非常災害緊急需要，

經檢討本身能量不足，可經由縣府災害應變中心循災害防救體系，下達指示

徵調所需車輛支援。  

(五) 避難者原則上以統一之交通工具接運，避免交通運輸工具阻斷道路或影響交

通。 

三、 緊急收容安置 

【辦理單位】社會課 

【辦理期程】不限 

(一) 加強執行緊急收容所內災民登記、收容、編管(男女災民分別安置、傷患災

民集中、分配床位與分發寢具等)、服務、救濟、慰問與遣散等事宜。  

(二) 加強及增設各緊急安置所之通訊軟硬體設施及設備，以隨時掌控災情傳遞及

運輸路線之通順，並與第二、第三緊急臨時安置地點保持機動性聯絡，預作

隨時開設之準備。  

(三) 輔導人員應引導災民至收容所報到。  

(四) 請求民間團體及社區災害防救團體等志工之協助，協助受災居民心理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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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問事宜。  

(五) 緊急安置場所之設置及管理 

1. 指揮官視實際情形，就臨近學校或寺廟進行災區民眾安置。  

2. 安置場所除應考量熱食、盥洗、禦寒衣物等物資供應及存放地點，並增

購通訊軟硬體設施及設備，隨時掌控災情傳遞及運輸路線之通順，以確

保收容安置場所之安全。  

3. 各業務執行單位應隨時統計查報災民人數，並將收容所人數通知災害應

變中心救濟組辦理救濟事宜。 

4. 如在疫情期間，依據中央或縣府所擬定之防疫相關作業要點等規定，辦

理收容作業。 

2.3.6 緊急醫療救護 

一、 傷患救護 

【辦理單位】衛生所 

【辦理期程】不限 

(一) 協調責任醫院派人協助衛生所人員參與緊急醫療工作。  

(二) 規劃、設立與運作災區救護站，進行緊急醫療作業。  

(三) 執行檢傷分類，並依大量傷患處理原則，於緊急處理時將傷患就近送醫急

救。  

(四) 受傷名單確認，調查及填寫事故傷病患就醫情形資料表。 

二、 後續醫療 

【辦理單位】民政課協調社會課、衛生所及梅山分駐所 

【辦理期程】不限 

(一) 隨時記錄、彙整傷患人數、傷病情形、傷患緊急醫療救護處置及癒後情形等

資料，並將傷亡名冊送至現場指揮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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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於送醫後無家可歸者安排至本鄉(鎮、市)避難收容處所。  

(三) 災害中死亡或受傷者於送往醫院後立即由轄區派出所員警確認其身份、並通

報家屬處理。 

(四) 執行災區巡迴保健服務，持續辦理災時之醫療服務，使民眾獲得方便有效的

醫療服務。  

(五) 積極輔導及重建災區民眾心理，提供免費醫療諮詢服務。 

 

2.3.7 物資調度供應 

一、 救濟物資供應 

【辦理單位】社會課 

【辦理期程】不限 

(一) 救濟物資及水源、日常必需品之供給，應考量災區人口數量及地區特性，優

先儲備，以避免災時物資供應的短缺。  

(二) 災害應變中心應辦理食物、飲用水、藥醫器材及生活必需品調度、供應之存

放等事宜。  

(三) 進行救濟物資發放的規劃，並調查日用品需求量、分配物資及提供茶水。  

(四) 呈報災民人數請求發放救濟物資。 

二、 物資調度供應 

【辦理單位】社會課 

【辦理期程】不限 

(一) 依事前已擬定之供應物資處理原則，必要時各鄉鎮市需啟動跨區合作之機制，

提供受災民眾救濟物資。  

(二) 聯繫縣級災害應變中心，確認各災區災民迫切需要物資之種類、數量與指定

送達地區、集中地點等資訊，協調各物品捐贈單位進行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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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 提供民眾災情訊息 

一、 提供民眾災情訊息 

【辦理單位】民政課等相關權責單位 

【辦理期程】不限 

(一) 本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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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收容、避難收容場所設置災情諮詢與發佈窗口。  

(三) 加強民眾災情資訊之通訊設備，以保持通訊之暢通。 

 

2.3.9 緊急動員 

一、 緊急動員 

【辦理單位】財經課、民政課 

【辦理期程】不限 

(一) 災時協助上級機關動員各類專家技術人員及營繕機械等協助救災有關事

宜。  

(二) 對本鄉各單位所擁有可供救災之人力、機具、車輛等所有資源，統一動員、

指揮、調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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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市)級災害應變中心申請國軍支援救災需求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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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到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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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0 罹難者處置 

一、 罹難者處理 

【辦理單位】民政課協調相關單位 

【辦理期程】不限 

(一) 協助罹難者家屬辦理喪葬善後事宜。  

(二) 建立民間可用罹難者遺體接運車輛及人員資料庫。  

(三) 進行罹難者遺體處理時，應指派鑑識、法醫人員捺印死者指紋，詳細檢查紀

錄死者身體特徵、衣著飾物、攜帶物品、文件等編號裝入證物袋中，並填列

明細表，迅速通知死者親屬或家屬，配合相驗屍體及遺物發交。  

(四) 現場處理時應就現場跡證採取及物品保留、罹難者身材特徵紀錄及攝影等事

項詳加記錄，另遺體接運及冷藏工作由殯葬業者負責，必要時並得徵用民間

接屍車輛及人員  

(五) 協調殯葬業者，設置臨時安置場所，緊急安置罹難者屍體。 

二、 罹難者相驗 

【辦理單位】民政課協調警察分駐(派出)所處置 

【辦理期程】不限 

(一) 行罹難者相驗工作時，應保持現場完整，先通報警察機關調查死者身份、死

亡原因，報請地方檢查機關相驗，並由警察局通知死者家屬及社政單位到達

處理屍體安置及遺族服務救助事宜，不得將屍體送往醫院。  

(二) 轄區警察機關對於災害現場應實施必要之封鎖警戒、保存現場，嚴禁非勘驗、

鑑識及搶救人員進入，以防止趁機竊取財物及破壞屍體、現場等不法行為。  

(三) 轄區警察機關發現傷亡屍體應指派鑑識人員支援，就發現地點、死亡狀況逐

一編號照相(攝影)與紀錄，並迅速通報檢察官相驗。 

(四) 檢驗屍體應報檢察官率法醫師或檢驗員為之，並請法醫作鑑別屍體需要之處

置與記錄，非相關人員不得隨意碰觸及翻動屍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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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警察局提供相驗結果，以查證罹難者名冊。 

 

2.3.11 建物及公共設施之災情勘查與緊急處理 

一、 建物及公共設施災情勘查與回報 

【辦理單位】財經課 

【辦理期程】不限 

(一) 接獲災害應變中心通知及民眾報案後，依「災害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辦法」

召集村里長、村里幹事勘查填報「震災後危險建築物緊急通報表」，且立即

聯絡相關專業工會指派專業建築師、技師趕赴現場勘查受災建物進行緊急鑑

定作業，經建築師、專業技師勘查、鑑定無安全疑慮且產權屬私有之建築物

災害，請民眾自行修復。如受損建築物經緊急鑑定，有危險堪虞者，立即設

施警告標誌，提醒民眾注意，並通知建築物相關權責單位負責搶修及緊急補

強，並辦理建築物修繕補強或拆除重建。 

(二) 防洪、水利及抽水設施(如堤防、擋水牆、抽水站、水門等)、道路、橋樑及

其他公共性設施之災情勘查，由財經課等各相關災害業務機關及專業技師共

同進行災情勘查。  

(三) 鄉內道路、橋樑、堤防、建築物、營建工程及其他工程設施搶修搶險復救及

災情查報彙整。  

(四) 協調公民營事業有關公用氣體、油料管線與輸電線路、礦災等防災措施搶修

維護及災情查報統計彙整傳遞聯繫等事項。 

二、 建物及公共設施災情緊急處理 

【辦理單位】財經課協調各搶修單位 

【辦理期程】不限 

(一) 聯繫電力公司處理電力輸配、災害緊急搶修、截斷電源與災後迅速恢復供電

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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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聯繫自來水公司處理自來水輸配水管線緊急搶修等事宜。  

(三) 公共設施工程(含施工中)災害搶險與搶修協調、聯繫(含所需機具、人員調配)

等事宜。 

 

2.4 復原計畫 

本計畫將復建計畫之災害防救對策分為災民慰助及補助、災害受損地區調查、

災後環境復原、設施設備之復原、受災民眾生活復建與地方產業振興，本節將其內

容具體分述如下。 

2.4.1 災民慰助及補助 

一、 協助與輔導受災申請 

【辦理單位】社會課、財經課、民政課 

【辦理期程】不限 

(一) 於災後設立受災民眾綜合性單一諮詢窗口，提供受災民眾政府相關補助資訊，

協助受災民眾申請。  

(二) 於緊急安置所設服務處，以電話或面談方式提供受災民眾資訊，聽取受災民

眾意見，協助辦理相關事宜。  

二、 受災證明書及災害補助金之核發 

【辦理單位】社會課、財經課、民政課、主計室 

【辦理期程】不限 

(一) 發放名單確認 

1. 社會行政課公佈救助發放對象。  

2. 戶政事務所提供災民戶籍資料。  

3. 地政事務所提供災區地籍資料。  

(二) 籌措經費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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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主計室協助救助金的調度。  

2. 倘災民救助金預算經費不足時、擬向縣府申請補助。 

(三) 慰助金發放 

1. 由社會行政課發放死亡、失蹤、重傷、安遷救助之救助金、或財物受損

致影響生計之救助金。 

2. 主計室支援。 

三、 衛生保健及心理輔導 

【辦理單位】社會課協調衛生所 

【辦理期程】不限 

(一) 視需要由醫生、護士及志(義)工組成服務隊，進行社區巡迴健檢諮詢活動。  

(二) 災區民眾心理創傷之預防與輔導相關事宜。  

(三) 開設精神醫療門診、心理諮詢、社區家訪等，提供災區民眾醫療服務。 

 

2.4.2 災後紓困服務 

一、 代收賑災物資及發放 

【辦理單位】社會課 

【辦理期程】不限 

(一) 調查受賑地區收容救濟站之需求。  

(二) 選擇適當地點作為集中賑災物資的地點，並代為分送災民。 

二、 稅捐減免或緩繳宣導 

【辦理單位】財經課 

【辦理期程】不限 

(一) 依據財政部頒布及相關稅法規定辦理災害稅捐減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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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需經鑑定之受災部分，經相關單位鑑定結果確定後再核定減免稅額。 

三、 協調提供紓困貸款 

【辦理單位】社會課 

【辦理期程】不限 

(一) 依受災單位可籌財源核定縣府補助額度及補助方式。  

(二) 召開災害勘查核定補助經費會議，必要時陳請鄉長主持再予核撥補助款。  

四、 就業輔導及心理輔導 

【辦理單位】社會課 

【辦理期程】不限 

(一) 對於災區失業勞工有意接受職業訓練者，安排開辦職業訓練或參加職訓。  

(二) 了解災民各項需求與災民建立良好互動關係。  

(三) 協助災民成立自救會。  

五、 設置災變救助專戶 

【辦理單位】社會課 

【辦理期程】不限 

(一) 指定災變捐款銀行，並儘速開立救助專戶。  

(二) 發布新聞稿宣導捐款專戶銀行帳號。  

(三) 訂定災變救助專戶管理。 

 

2.4.3 災害受損地區調查 

一、 交通號誌設施 

【辦理單位】財經課 

【辦理期程】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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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全面檢修號誌控制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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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通報警分局。  

(三) 全面恢復路口設備檢修工作。  

(四) 發現重大交通事故、道路損毀時，應即通報分駐所交通隊及交通部公路總局

第五區養護工程處。 

二、 民生管線 

【辦理單位】財經課 

【辦理期程】不限 

(一) 調查自來水、電力、電信受損情形，成立緊急處理小組。  

(二) 協調電力、電信、自來水營業處前往處理。 

三、 復耕計畫 

【辦理單位】農業課 

【辦理期程】不限 

(一) 依「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辦理紓困貸款、現金救助及農田、魚塭流失、

埋沒、海水倒灌等救濟，協助農民儘速辦理復耕。 

四、 復學計畫 

【辦理單位】社會課、人事室、主計室、民政課 

【辦理期程】不限 

(一) 依據縣府有關停課、上課之宣佈。  

(二) 學校派人了解有無學生受災，並妥善安置輔導受災學生。  

(三) 學校如受颱風影響，部份教室無法上課，應安排就讀教室。  

(四) 協助災情修復及補助經費彚整。  

(五) 視災情受損狀況提供學用品、書本及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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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學校校舍、設備修復。 

(七) 災情修復及補助經費彚整。 

五、 房屋鑑定 

【辦理單位】財經課、民政課 

【辦理期程】不限 

(一) 協同村里長、村里幹事全面調查其轄區受災情形，並回報至災害應變中心。 

(二) 協助縣府主關機關徵調之緊急鑑定人員（包括具備建築師、土木技師、結構

技師與大地技師等專業資格人員）辦理災區建物鑑定。 

(三) 召集相關課室人員及各村長、村幹事辦理建物安全鑑定講習。 

六、 建物補強與拆遷重建 

【辦理單位】財經課 

【辦理期程】不限 

(一) 集相關單位專案人員，針對受損之水利設施(含堤防、水閘門、抽水站等)進

行必要之安全檢查與評估，決定是否修復補強或拆遷或重建。 

(二) 建物經鑑定修復補強或拆除重建均可時，得由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是否修復補

強或拆除重建。 

 

2.4.4 災後環境復原 

一、 環境汙染防治 

【辦理單位】民政課、清潔隊 

【辦理期程】不限 

(一) 各村里於颱風過境後每日彙整受災地區清理消毒工作調查資料通報環保局

及災害應變中心。  

(二) 緊急應變小組協調各支援人力、機具至災區進行清理轉運消毒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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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環境清理 

1. 路面清理。  

2. 水溝淤泥、垃圾清理。 

3. 公私場所廢棄物清理。 

(四) 環境消毒 

1. 淹水地區。  

2. 其他環境衛生較差之地區。  

3. 分配消毒藥品至各村里。  

4. 進行災害後嚴重污染區之環境消毒噴藥及污染防治工作；若災害規模甚

大時，應於災區垃圾清運完畢後，展開第二次環境全面消毒。 

(五) 災區飲用水水質檢驗、並將結果公布。 

二、 災區防疫 

【辦理單位】民政課、清潔隊、衛生所 

【辦理期程】不限 

(一) 飲水環境、衛生設施、病媒蚊指數等調查。  

(二) 疑似病例調查及追蹤。  

(三) 必要時災區消毒劑之發放及其使用方法之指導。  

(四) 災區民眾傳染病防治衛生教育。  

(五) 進行疫病監視、病媒監測、家戶衛生調查、發放消毒藥品及教導民眾環境消

毒方法。 

三、 廢棄物清運 

【辦理單位】民政課、清潔隊 

【辦理期程】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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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應特別注意淹水造成重大損失地區之廢棄物處理問題。  

(二) 設置臨時放置場、轉運站及最終處理場所，循序進行蒐集、搬運及處置。  

(三) 對於災後廢棄物、垃圾、瓦礫等立即展開災後環境清理及消毒工作。  

(四) 廢棄物臨時放置場應注意環境衛生及安全，避免造成二次公害。 

 

2.4.5 受災民眾生活復建 

一、 災民短期安置 

【辦理單位】社會課 

【辦理期程】不限 

(一) 擬定與評估短期安置方案。  

(二) 提供短期安置場所。  

(三) 調查災民接受短期安置意願。  

(四) 確定短期收容所管理體系、災民異動統計。  

(五) 改善安置場所設施。  

(六) 提供媒體發言單位有關救災資訊相關規定。  

(七) 協議軍方提供可收容營區。  

(八) 提供安置場地會勘車輛。 

二、 災民長期安置 

【辦理單位】財經課、社會課 

【辦理期程】不限 

(一) 協助嘉義縣政府綜合規劃處完成長期安置方案的擬定。  

(二) 協助嘉義縣政府綜合規劃處各種可能替選方案時評估。  

(三) 協助嘉義縣政府綜合規劃處提供長期安置場所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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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協助嘉義縣政府綜合規劃處長期安置作業： 

1. 確定安置時間、評估各種可能替選方案。  

2. 各安置方案容量調查、場地會勘。  

3. 蒐集各災區災民組合屋需求量，並速辦理採購、興建。  

4. 協助安置無謀生能力災民。 

 

2.4.6 地方產業振興 

一、 地方產業振興 

【辦理單位】財經課、觀光課 

【辦理期程】不限 

(一) 嚴密監控物價波動及市場活動，對於哄抬物價行為者通報相關單位依法處

理。 

(二) 訂定各項受災企業減稅計畫，依損失大小給予租稅減免，既有貸款得以延後

償還本息以降低資金週轉困難。 

(三) 辦理工商災害損失調查，並協助復原工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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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計畫執行評估 

3.1 災害防救工作年度評核計畫 

一、評核依據 

「災害防救法」第八條第四款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設直轄市、縣（市）

災害防救會報應執行督導、考核轄區內災害防救相關事項。 

二、評核目的 

從災害防救體系之角度，檢討目前各鄉公所執行災害防救工作之相互溝通、協

調及整合狀況，並進一步檢視各鄉公所危機應變管理能力評估分析。 

依據所建立之評估標準，實地評估各鄉公所相關災害防救工作之執行績效與成

果。 

依實際評估之結果，修正後續評估之方法及標準，並研擬完整之災害防救工作

評估機制，及各鄉公所執行災害防救工作績效評估作業規範。 

三、評核時機 

於每年嘉義縣政府災害防救業務訪評前完成各鄉公所相關災害防救年度評核作

業。 

四、評核範圍 

本鄉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各章內容之重點執行工作及參照嘉義縣政府災害防救業

務年度評核項目。 

五、評核方式 

(一) 填報自評表 

由公所各課室防災業務承辦人員準備「阿里山鄉公所災害防救工作自評表」

之相關資料予縣府各局處檢視，如表 3-1-1，評分標準如下說明。由縣府各局處

檢視後依據各工作執行情形進行評分，若為丙等與丁等，需針對該工作項目提

出改善措施報告，並於期限內將自評表與改善措施報告送交嘉義縣政府災害防

救辦公室彙整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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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等：完成該工作項目情形者。 

乙等：執行該工作項目成果達 80%以上者。 

丙等：執行該工作項目成果達 60%以上者。 

丁等：執行該工作項目成果未達 60%以上者。 

無須考評：於該年度評核前未達需執行該項工作之情形者。(例如該年度無

須執行應變或復原工作) 

(二) 文件審查 

依「阿里山鄉公所災害防救工作自評表」內容，準備相關審查文件，由嘉

義縣政府依既定之日期及地點完成審查評估工作(搭配年度災害防救業務訪評作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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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嘉義縣阿里山鄉公所短中長期防救災對策 

災害防救階段 對策 期程 
評分 

甲 乙 丙 丁 無須評比 

減災 

公共設施防災對策       

維生管線防災對策       

防災教育與訓練       

二次災害之防止       

自主防災社區       

避難據點與路線規劃       

整備 

災害應變資源整備       

災害防救人員之整備編組       

災前防災宣導       

防災訓練       

救災裝備之管理與維護       

避難收容處所與設施之管理與維護       

災害應變中心之維護與管理       

災情查報與通報系統之強化與更新       

支援協議之訂定       

應變 

災害應變中心之成立與運作       

災區管理與管制       

災情查通報及通訊之確保       

災害搶救       

避難疏散及緊急收容安置       

緊急醫療救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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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防救階段 對策 期程 
評分 

甲 乙 丙 丁 無須評比 
物資調度供應       

提供民眾災情訊息       

緊急動員       

罹難者處置       

建物及公共設施之災情勘查與緊急處理       

復原 

災民慰助及補助       

災後紓困服務       

災害受損地區調查       

災後環境復原       

受災民眾生活復建       

地方產業振興       

(註：期程一欄由公所自行填入短、中、長，各代表應於 2 年、5 年、10 年以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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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阿里山國家風景區 

https://www.ali-nsa.net/user/Article.aspx?lang=1&SNo=03003670 
 

阿里山鄉土文化資訊之自然景觀～地理資訊 

http://alishan.cyc.edu.tw/1996/culture/html/nature-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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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嘉義縣消防局消防水源清冊 

嘉義縣消防局消防水源清冊(第一區)單位：阿里山分隊主管：黃建哲 

編號 水源種類 設置地點（鄉鎮市村里路號） 
管線 
口徑 
噸量 

有無 
標誌 

列管日期 
責任區別 
（以英文字母標

示） 

備考 

3TA01A 地上式消防栓 阿里山鄉香林村 1 號阿里山閣大飯店前 100MM 有 74.05.18 A 自來水公司 

3TA02A 地上式消防栓 阿里山鄉香林村 16 號阿里山賓館前 100MM 無 74.05.18 A 自來水公司 

3TA03A 地上式消防栓 阿里山鄉香林村 26 號(工作站主任宿舍路旁) 100MM 無 74.05.18 A 自來水公司 

3TA04A 地上式消防栓 阿里山鄉香林村 17 號阿里山工作站前 100MM 無 74.05.18 A 自來水公司 

3TA05A 地上式消防栓 阿里山鄉中正村 62 號警光山莊前 100MM 有 74.05.18 A 自來水公司 

3TA06A 地上式消防栓 阿里山鄉香林村 29 號(工作站員工餐廳前) 100MM 無 82.11.08 A 自來水公司 

3TA01D 池塘 阿里山鄉香林村姊妹潭 6000 噸 無 82.11.08 A 國家公園管理處 

3TA02D 池塘 阿里山鄉香林村 45 號阿里山受鎮宮旁 100 噸 無 82.11.08 A 受鎮宮 

備註 本表統一為 A4 規格，字型標楷體大小 12，請以電腦繕打。 



 

79 

嘉義縣消防局消防水源清冊(第二區)單位：阿里山分隊主管：黃建哲 

編號 水源種類 設置地點（鄉鎮市村里路號） 
管線 
口徑 
噸量 

有無 
標誌 

列管日期 
責任區別 
(以英文字母標

示) 
備考 

3TB01A 地上式消防栓 阿里山鄉中正村 53 號阿里山郵局前 100MM 有 74.05.18 B 自來水公司 

3TB02A 地上式消防栓 阿里山鄉中正村 45 號萬國飯店前 100MM 有 74.05.18 B 自來水公司 

3TB03A 地上式消防栓 阿里山鄉中正村 36 號松閣餐廳旁 100MM 有 74.05.18 B 自來水公司 

3TB04A 地上式消防栓 阿里山鄉中正村 41 號高峰大飯店前 100MM 有 82.11.08 B 自來水公司 

3TB05A 地上式消防栓 阿里山鄉中正村 31 號大統一商店前 100MM 有 82.05.20 B 自來水公司 

3TB06A 地上式消防栓 阿里山鄉中正村阿里山火車站前 100MM 有 74.05.18 B 自來水公司 

3TB07A 地上式消防栓 阿里山鄉中山村 30 號住宅區第三棟巷尾 100MM 有 79.02.13 B 自來水公司 

3TB08A 地上式消防栓 阿里山鄉中山村 32 號住宅區第四棟巷口 100MM 有 79.02.13 B 自來水公司 

3TB09A 地上式消防栓 阿里山鄉中山村 37 號天主教堂前 100MM 有 91.12.15 B 自來水公司 

3TB10A 地上式消防栓 阿里山鄉中山村住宅區第二棟巷尾 100MM 有 97.01.18 B 林務局設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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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TB11A 地上式消防栓 阿里山鄉中山村遊樂區大門旁水塔屋前 100MM 有 97.01.18 B 林務局設立 

3TB12A 地上式消防栓 阿里山鄉中正村 3 村辦公室旁大彎處 100MM 有 107.12.24 B 鄉公所/自來水公司 

3TB13A 地上式消防栓 阿里山鄉中正村 39 號櫻山大飯店旁 100MM 有 109.08.04 B 自來水公司 

備註 本表統一為 A4 規格，字型標楷體大小 12，請以電腦繕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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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消防局消防水源清冊(第三區)單位：阿里山分隊主管：黃建哲 

編號 水源種類 設置地點（鄉鎮市村里路號） 
管線 
口徑 
噸量 

有無 
標誌 

列管日期 
責任區別 

（以英文字母標

示） 
備考 

3TC01A 地上式消防栓 阿里山鄉十字村 49 號旁 100MM 無 94.01.20 C 阿里山鄉公所設立 

3TC02A 地上式消防栓 阿里山鄉十字村 62 號旁 100MM 無 94.01.20 C 阿里山鄉公所設立 

3TC03A 地上式消防栓 阿里山鄉十字村 70 號旁 100MM 無 94.01.20 C 阿里山鄉公所設立 

3TC04A 地上式消防栓 阿里山鄉十字村 74 號旁 100MM 無 94.01.20 C 阿里山鄉公所設立 

3TC05A 地上式消防栓 阿里山鄉十字村 13 號旁 100MM 無 94.01.20 C 阿里山鄉公所設立 

3TC06A 地上式消防栓 阿里山鄉十字村 29 號旁 100MM 無 94.01.20 C 阿里山鄉公所設立 

3TC07A 地上式消防栓 台 18 線 65K 處往阿里山鄉公所路口 100MM 無 105.09.17 C 自來水公司 

3TC08A 地上式消防栓 阿里山鄉樂野村 4 鄰 114 號農會對面 100MM 無 110.11.06 C 自來水公司 

3TC02F 簡易出水口 阿里山鄉樂野村福山社區 200 號旁 200 噸 無 100.09.01 C 
福山社區第二座涼亭局設 

3TC03F 簡易出水口 阿里山鄉樂野村福山社區 211 號旁 200 噸 無 100.09.01 C 
產業道路盡頭/局設 

3TC04F 簡易出水口 阿里山鄉樂野村福山社區第三大轉彎處 200 噸 無 100.10.01 C 
社區觀光地圖旁/局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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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TC05F 簡易出水口 阿里山鄉樂野村頂湖 1鄰 15 號 100MM 無 101.02.01 C 大凍山登山步道口/局設 

3TF01A 地上式消防栓 阿里山鄉樂野村 63 之 10 號前 100MM 有 91.12.15 C 嵩茂前/自來水公司 

3TC06F 簡易出水口 阿里山鄉樂野村 87-2 旁巷口 100MM 無 107.12.24 C 鄉公所 

3TC07F 簡易出水口 阿里山鄉樂野村 87-33 前 100MM 無 107.12.24 C 鄉公所 

3TC08F 簡易出水口 阿里山鄉樂野村 87-40 前 100MM 無 107.12.24 C 鄉公所 

3TC09F 簡易出水口 阿里山鄉樂野村 87-16 前 100MM 無 107.12.24 C 鄉公所 

3TC010F 簡易出水口 阿里山鄉樂野村 87-47 前 100MM 無 107.12.24 C 鄉公所 

3TC011F 簡易出水口 阿里山鄉樂野村 87-12 前 100MM 無 107.12.24 C 鄉公所 

備註 本表統一為 A4 規格，字型標楷體大小 12，請以電腦繕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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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消防局消防水源清冊(第四區)單位：阿里山分隊主管：黃建哲 

編號 水源種類 設置地點（鄉鎮市村里路號） 
管線 
口徑 
噸量 

有無 
標誌 

列管日期 
責任區別 
（以英文字母

標示） 
備考 

3TD01A 地上式消防栓 阿里山鄉達邦村 23-1 號前 100MM 無  98.10.04 D 圖書館前/自來水公司 

3TD01F 簡易出水口 阿里山鄉達邦村 12 鄰 314 號 100MM 無 97.03.29 D 林鴻良\家前/局設 

3TD02F 簡易出水口 阿里山鄉十字村 83 號旁 100MM 無 97.03.29 D 十字路往蕃薯寮/局設 

3TD03F 簡易出水口 阿里山鄉里佳村 3 鄰 33 號 100MM 無 96.09.12 D 里佳派出所旁/局設 

3TD04F 簡易出水口 阿里山鄉里佳村 2 鄰 23 號 100MM 無 96.09.12 D 里佳小吃部/局設 

3TD05F 簡易出水口 阿里山鄉里佳村 1 鄰 8 號前 100MM 無 101.10.12 D 局設 

3TD06F 簡易出水口 阿里山鄉里佳派出所前第一大轉彎路口 100MM 無 101.10.12 D 局設 

3TD07F 簡易出水口 阿里山鄉達邦村達德安部落(達邦公路 37.6 路旁) 100MM 無 102.01.04 D 局設 

3TD08F 簡易出水口 阿里山鄉達邦村 103-1 號對面 100MM 有 106.08.01 D 局設 

3TD09F 簡易出水口 阿里山鄉達邦村衛生室前 100MM 有 106.08.01 D 局設 

3TD10F 簡易出水口 阿里山鄉達邦村鄒族集會所旁 100MM 有 106.08.01 D 局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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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TD11F 簡易出水口 阿里山鄉達邦村特富野段 331-5 號 100MM 有 109.05.14 D 咖啡工寮旁/局設 

備註 本表統一為 A4 規格，字型標楷體大小 12，請以電腦繕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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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消防局消防水源清冊(第五區)單位：阿里山分隊主管：黃建哲 

編號 水源種類 設置地點（鄉鎮市村里路號） 
管線 
口徑 
噸量 

有無 
標誌 

列管日期 
責任區別 
（以英文字母

標示） 
備考 

3TE01A 地上式消防栓 十字村多囉嘕 118 號左後方(多林車站附近) 100MM 無 94.01.20 E 阿里山鄉公所設立 

3TE01F 簡易出水口 豐山村 55 號前方 100MM 無 99.11.11 E 新豐誠商店轉角/鄉 

3TE02F 簡易出水口 阿里山鄉豐山村豐山國小入口前 100 公尺 100MM 無 99.11.11 E 巷口附近/鄉設 

3TE03F 簡易出水口 阿里山鄉豐山村 3 鄰 31 號 100MM 無 101.03.01 E 衛生室前/局設 

3TE04F 簡易出水口 阿里山鄉豐山村 4 鄰產業道路 100MM 無 101.03.01 E 往石盤谷步道/局設 

3TE05F 簡易出水口 阿里山鄉十字村 6 鄰 140 號 100MM 無 101.03.01 E 中科仔林路旁/局設 

3TE06F 簡易出水口 阿里山豐山鄉 2 鄰 26 號旁 20 頓 有 105.09.17 E 局設 

3TE07F 簡易出水口 來吉村來吉衛生室對面 100 噸 無 107.04.26 E 局設 

3TE08F 簡易出水口 來吉村來吉國小前 20 噸 無 107.04.26 E 局設 

3TE09F 簡易出水口 豐山村 100 號前 50 米工寮旁 100 噸 無 108.10.06 E 往石鼓盤步道停車場方向/局設 

備註 本表統一為 A4 規格，字型標楷體大小 12，請以電腦繕打。 



 

86 

嘉義縣消防局消防水源清冊(第六區)單位：阿里山分隊主管：黃建哲 

編號 水源種類 設置地點（鄉鎮市村里路號） 

管線 
口徑 
噸量 

有無 
標誌 列管日期 責任區別 

（以英文字母標示） 備考 

3TF01F 簡易出水口 阿里山鄉新美村 3鄰 47 號 100MM 有 96.09.25 F 新美教會前 

3TF02F 簡易出水口 阿里山新美村新美國小入口前 100MM 有 101.01.17 F  

3TF03F 簡易出水口 阿里山鄉新美村 90 號 100MM 有 101.03.01 F  

3TF04F 簡易出水口 阿里山鄉山美村山美國小前 100MM 無 102.01.04 F  

3TF05F 簡易出水口 阿里山鄉茶山村茶山教會旁 100MM 有 102.10.28 F 往茶山國小路旁 

3TF06F 簡易出水口 阿里山鄉茶山村 77-4 號前 100MM 有 102.10.28 F 茶山衛生室斜對面 

3TF07F 簡易出水口 阿里山鄉茶山村 95 號 100MM 有 102.10.28 F 95 號民宿前/開元農場旁 

3TF08F 簡易出水口 阿里山鄉茶山村 75 號 100MM 有 102.10.28 F 麓盹庭園民宿旁 

3TF09F 簡易出水口 阿里山鄉山美村 72 之 30 號前 100MM 有 103.10.28 F 山美村組合屋 

3TF10F 簡易出水口 阿里山鄉山美村 72 之 33 號前 100MM 有 103.10.28 F 山美村組合屋 

3TF11F 簡易出水口 阿里山鄉茶山村 45 號茶山村入口處 100MM 無 103.10.28 F 茶山觀光指示牌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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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TF12F 簡易出水口 阿里山鄉茶山村 55 號對面 100MM 無  103.10.28 F 鐵皮屋旁 

3TF13F 簡易出水口 阿里山鄉山美村 6鄰竹筍工廠對面 20 噸 無  105.09.17 F 轉彎處/局設 

3TF14F 簡易出水口 阿里山鄉山美村 7鄰 144 號前 200 噸 有  105.09.17 F 局設 

備註 本表統一為 A4 規格，字型標楷體大小 12，請以電腦繕打。 

 

 

 

 

 

 

 

 

 

 

 

 

 

 

 

 



 

附錄 2 嘉義縣消防局阿里山分隊消防水源佈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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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消防局阿里山分隊消防水源佈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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