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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01_年度分類計畫推動執行情形

 02_交通動員準備事項編列預算納入施政計畫情形

 03_年度交通動員準備之人、物力之調查、統計、編管資料及運用

 04_年度教育訓練、講習情形

 05_交通動員相關(自辦及配合)演習執行情形

 06_對分類計畫之執行機關動員業務指(輔)導具體作為

 07_對直轄市、縣（市)動員業務指(輔)導具體作為

 08_辦理動員業務之橫向、直向協調聯絡之相關資料

 09_上次業務建議改進辦理情形

 10_年度是否辦理動員業務工作檢討並提出建議

 11_年度天然災害整備應變情形及動員支援之具體作為與績效

 12_年度有關交通動員準備之創新作法及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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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_年度分類計畫推動執行情形
日期 地點 演練單位 演練計畫名稱 演練項目

105/03/24 雪山隧道 北區工程處
坪林行控中心
頭城工務段

國道5 號雪山隧道105 
年度第1 季防救災演練

模擬頭城端台電停電69KV 變電站
發電機故障，
161KV 變電站電力無法轉供，由備
援電力供電，同時隧道內有小客
車疑似冒煙起火，坪林行控中心緊
急通報救援單位進行救援，緊急
電力耗盡後導致雪山隧道南段之各
項機電及交控系統失效，由各救
援單位進行各項體驗及檢核

105/10/20 國道三號
增設樹林
交流道工
程南下匝
道勞工休
息區前廣
場

威勝營造公司
林同棪工程顧問公司
拓建處八德工務所

國道3號增設樹林交流
道工程第B34標104年災
害防救訓練演習

做好各項任務編組，通令各組人員
須熟悉本身擔任緊急並建立各項支
援單位聯絡管道，使得災害發生產
生之損害降至最低傷亡之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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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_交通動員準備事項編列預算納入
施政計畫情形

有關交通動員準備事項編列預算納入施政計畫納

編於本局105年度國道公路建設管理基金及相關

經費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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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_年度交通動員準備之人、物力之
調查、統計、編管資料及運用

完成各戰備道與空軍聯隊戰備道緊急搶修
支援協定。

完成軍事運輸暨軍需物資徵購徵用簽證。

完成建立及更新橫向聯繫窗口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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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_年度教育訓練、講習
(或參加講習、觀摩) 辦理情形

 105年辦理訓練、講習及宣導情形(本局本年度共辦理24次演習)

日期 地點 活動名稱

105/05/13 南區工程處 應變小組教育訓練

105/07/26 拓建工程處 處本部「105 年緊急應變輪值人員」教育訓練

105/07/27 北區工程處 防汛教育訓練

105/07/27 拓建處八德所 「105 年緊急應變輪值人員」教育訓練

105/07/29 拓建處臺中所 「105 年緊急應變輪值人員」教育訓練

105/08/01 拓建處臺南所 「105 年緊急應變輪值人員」教育訓練

105/08/02 拓建處臺北所 「105 年緊急應變輪值人員」教育訓練

105/08/03 南區工程處 應變小組教育訓練

105/08/08 中區工程處 應變小組教育訓練

105/08/10 局本部 天然災害應變中心值勤人員操作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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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主辦單位 活動名稱

105/03/09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台日都市地震防災研討會

105/03/18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104年度成果發表會

105/03/23~
105/06/08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105年度第1期氣象實務研習計畫

105/04/13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行政院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第二期104 年度成果研討會

105/04/15 本局與法務部調查局新北
市調查處重新調查站

關鍵基礎設施防護及資安業務交流活動

105/04/20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105年度氣象防災資訊應用研討會

105/04/22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5年度中部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防救動員研討會

105/05/25 交通部 105年度天然災害防救業務講習

105/05/25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9th Taiwan-Japan Workshop on Structural and Bridg
e Engineering

105/06/20 台北市政府 105年臺北市大型群聚活動安全管理研討會

04_年度教育訓練、講習
(或參加講習、觀摩) 辦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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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主辦單位 活動名稱

105/06/22 行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 「105年度國家防災日」系列活動

105/07/08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
驗所

應用RADARSAT-2干涉雷達技術於國土監測實務研討會

105/08/22 本局北區工程處 105年度國道3號埔頂隧道防災演練高司作業

105/09/20 新北市政府 新北市2016災害管理研討會

105/09/20 中華防災學會 2016台日土砂災害防治研討會

105/09/27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經濟部105度公用氣體與油料管線、輸電線路災害防救業
務研討會

105/09/28~
105/12/14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105年度第2期氣象實務研習計畫

105/09/30 交通部 105年度交通動員準備業務講習

105/10/04 本局中區工程處 105年度國道6號隧道防救災演練

105/10/06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105年度北區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防救動員研討會(第2期)

04_年度教育訓練、講習
(或參加講習、觀摩) 辦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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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主辦單位 活動名稱

105/10/13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105年度中區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防救動員研討會(第2期)

105/10/13 中央大學聯合研究中心災
害防治研究中心

基於環境變遷經驗之減災管理國際論壇暨2016馬來西亞
東姑拉曼大學與台灣聯合大學系統交流研討會

105/10/1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105年度郵政機構防災演習

105/10/14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經濟部105年度公用氣體與油料管線、輸電線路災害防救
業務研討會

105/10/20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105年度通訊傳播動員災防暨基礎設施防護業務講習

105/10/26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
持局

105年度土石流災害防救業務講習

105/11/09 成大研究發展基金會 2016大規模崩塌災害防治技術交流國際研討會

105/11/14 內政部 2016防災策略研討會

105/11/17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亞太地區緊急應變技術國際研討會

105/11/23 政院環境保護署 105年度全國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應變演練

04_年度教育訓練、講習
(或參加講習、觀摩) 辦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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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_年度教育訓練、講習
(或參加講習、觀摩) 辦理情形

日期 主辦單位 活動名稱

105/11/22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台灣地震損失評估系統」講習會

105/11/25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105年度防災演習

105/12/01 行政院 2016國家關鍵基礎設施防護演練實務與前瞻工作交流研
討會

105/12/09 高雄市政府消防局 105年「長公路隧道災害搶救管理策略與實務」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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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拓建工程處B34標災害防救演練

本局中區工程處反恐防爆演練

國道6號隧道防救災演練

本局拓建工程處下半年度災害防救演練

105年度演習後檢討改進紀錄本局在各類災
害防救演習後均辦理檢討，作為擬定災害
防救標準作業，及提供各單位精
進方向)

05_交通動員相關(自辦及配合)
演習執行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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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_對分類計畫之執行機關動員業務
指(輔)導具體作為

完成各工程處動員準備計畫審查及核定。

督導各工程處配合國家防災日各項演訓。

強化關鍵基礎設施建立及更新。

督導各工程處配合「行政院動員會報104年
動員業務訪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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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_對直轄市、縣（市)動員業務指
(輔)導具體作為

配合「行政院動員會報105年對直轄市、縣
﹝市﹞政府動員業務訪評計畫」派專責人
員全程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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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_辦理動員業務之橫向、直向協調
聯絡之相關資料

完成建立及更新橫向聯繫窗口資料。

相關資料請參閱書面資料。

15



09_上次業務建議改進辦理情形
項次 建議改進事項 辦理情形

1
有關上年度評核建議事項辦理情形，所檢附相關佐證資料，建議以局方

式呈現，非以處方式呈現。

遵照辦理。

2
建議受考評單位於填列自評考評表時，需彙整所屬機關資料並填列業務

推動情形，以利評核委員參考。

遵照辦理。

3
建請彙集相關動員準備資料應以系統性方式整理，便於快速查考及應用，

同時加強電子文件資料連結功能，以便委員評閱。

遵照辦理。

4
項目十佐證資料中，建議於每次動員演練與災害應變後，於工作檢討會

議紀錄中，需明列管事項執行與預計完成時間，以利後續管考作業遂行。

遵照辦理。

5
為賡續提升軍事勤務隊隊員服勤技能及戰時高速公路災害緊急搶修之救

援能力，請持續辦理軍事勤務隊召集訓練。

對於軍事勤務辦理每年均依規定

辦理(如電子書資料)。

6

104年漢光演習實兵操演，雖未規劃軍機戰備跑道起降演練，惟請仍做好

戰備跑道維養(修)作業及動員整備工作。

南區工程處轄管戰備道都由四五

五及四四三聯隊檢查並函送南工

處備查(如電子書資料)。

7
有關災害通報第一層級重大災害通報「值日室及交通動員委員會」建請

改為「災害複式通報窗口」。

已配合修正。

8

災害通報規模層級現引用中華民國九十六年七月十七日修正為錯誤，應

是交通部104年9月日交動字第號函修訂「交通部災害通報作業要點」規

定，請再檢視。

已配合修正。

9
局本部及所屬引用災害應變相關法規如「雪山隧道事故暨整體防救災應

變計畫」、「交通部災害通報作業要點」等應為最新且版本應一致。

已配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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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_年度是否辦理動員業務工作檢討
並提出建議

相關動員業務工作檢討請參閱書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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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_年度天然災害整備應變情形及
動員支援之具體作為與績效

災防組織
設置災害防救承辦單位與專責人員
建置緊急通報格式
緊急應變小組軟硬體設備及開設時機、程序及編
組

緊急應變小組作業及輪值人員工作日誌記載情形
應變小組召集人或負責人進駐應變小組作業情形
災情網路填報系統適時通報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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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防組織

本局於95年3月17日成立「災害防救及動員小組」，
負責督導各工程處辦理災害防救、動員、反恐及
特種防護團等綜合業務，並考評各工程處辦理績
效。

「災害防救及動員小組」為任務編組，設小組長1
人由本局林副總工程司炳松擔任、執行秘書1人由
工務組養護科熊科長擔任，並由交管組、政風室、
工務組及秘書室各派1人擔任幹事(計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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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災防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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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災害緊急應變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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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局災害緊急應變組織-(任務編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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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緊急通報格式

建置緊急通報電話、傳真等之專線

設有緊急通報電話及設備

國道路況事件通報系統

手機簡訊、LINE通報災害
(105年6月第5次修訂災害簡訊通報程序及格式)

特殊災害
簡訊及網路訊息格式增加
1.肇事車輛車牌號碼
2.照片
3.醫院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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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急應變小組軟硬體設備
及開設、時機程序及編組

應變小組開設時機
– 本局所屬各機構轄區發生災害，由主辦單位視實際需要簽奉

局長(或副局長或主任秘書)核准後成立。

–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成立並奉交通部指示時，本局立即配合成
立。

運作場所相關軟硬體設備
– 電腦、電話專線、傳真、視訊設備、

電子白板等設備

– 高速公路4大即時監控系統
橋梁、邊坡、易淹水路段CCTV、
中央氣象局(QPESUM)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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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急應變小組作業及輪值人員
工作日誌記載情形

 應變小組作業日誌，由應變小組聯絡人詳實記載，並於

上班時間陳核首長鈞閱

 災情網路填報系統每日每4小時即時更新乙次

 應變小組召集人或負責人，於颱風陸上警報發布後，進

駐災害緊急應變中心

 歷次颱風建立完整專卷資料紀錄保存及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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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中心進駐作業情形

 本局災害緊急應變小組成立時

 指揮官：局長擔任指揮官，指派1~3人任副指揮官

 召集人
副總工、專門委員、各組室副主管及主管輪值擔任。如事態嚴重時，
由局長指派副總工程司以上人員擔任。

 聯絡人
工務組每日1人，業務組或遠通公司每日1人，處理ETC事宜。

 助理聯絡人
由各組室（工務組除外）幫工程司（及相同職級）每日1人

 北區交控中心協助配合緊急應變小組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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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路防救災資訊系統
梅基颱風國道5號4K+20災情

交通部災情網路填報系統

災情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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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_年度有關交通動員準備之創新
作法及成果 防救災管理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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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中南區易淹水交流道
易淹水交流道

北區 4處 桃園、大園、機場系統、
平鎮系統

中區 3處 南屯、虎尾、大林

南區 7處 民雄、嘉義、麻豆、台
南、九如、長治、林邊

高公局、公路總局聯防之交流道

高公局 2處 桃園交流道、民雄交流
道

公路總局 2處 台84線麻豆交流道、台
84線西庄交流道

國1、桃園交流道 台84線麻豆交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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