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災教育改進計畫 
 

第九章 災害復原 

災後重建(Post-Disaster Recovery)意指災害發生過後，一切功能之恢復，包括基

礎結構、經濟、社會運作、生活機能、社區生活恢復至災害發生前之狀態。心理學

者認為災害重建不僅是硬體方面的重建，應當包括心理重建，尤其遭受災難經驗的

民眾，往往心理狀態因驚嚇過度，久久不能釋懷，以致於無法恢復原本生活面貌。

因此在颱風過後、洪災退水後，地方政府及各相關單位應儘速辦理災情勘查彙整作

業，包括受災人員、建築物、工商業、土木水利建設及設施、教育相關設施、山坡

地與其他災情等，以全面掌握災害狀況，進而擬定復原重建策略。以減少災情持續

擴大，儘速恢復民眾正常的生活作息，促進產業的復甦。 

9.1 民生設施復原 

颱洪之後，災區居民的生活安全網絡嚴重受到破壞。在生活環境方面，包括危

樓鑑定與處理問題、災民臨時安置問題、停水停電導致的衛生與疫情問題等，嚴重

影響了災民的生活品質。此外，原來由家庭與社會體系所形成的生活安全網絡被災

害摧毀後，產生了新的社會與家庭問題，如經濟產業受損造成的失業、家庭破碎與

社區網絡被瓦解、以及身心障礙者、孤兒、失依老人數量的增加，都是急待解決的

問題。 

各相關單位應配合防救災應變中心，全力協助地方政府進行災後復原工作。而

行政院主計處更應積極協調各主計機構確實依「重大天然災害搶救復建經費簡化會

計手續處理要點」，協助各機關辦理善後復原等經費核支事宜。 

9.1.1 災後復原之重建工作 

各級政府及相關公共事業應事先整備各種資料的整理與保全(地籍、建築物、權

利關係、設施、地下埋設物、不動產登記等資料與測量圖面、資訊圖面等資料之保

存及其支援系統)，以順利推動復原重建。公共設施管理機關應事先整備所管重要設

施之建築圖、基地、地盤等有關資料，並複製另存，以利災後復原。而各相關單位

應全力配合防救災應變中心，全力協助地方政府進行災後復原重建工作。 

1.經濟部 

(1)督導公民營事業辦理公用氣體與油料、自來水管線、輸電線路、設施之修復工

作。 

(2)儘速清除阻礙經濟部主管河川行水障礙物，確保河川正常運作。 

(3)儘速修復潰決堤防搶修搶險工作。 

(4)視工商企業受災狀況，採用政府各項資金融通優惠措施辦理災害救濟(助)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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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相關公民營事業從事公用氣體與油料、自來水管線、輸電線路等維生管線設施

復建設計時，應有耐風之安全考量，同時應有系統多元化、據點分散化及替代

措施之規劃與建置。 

2.內政部 

(1)協助地方政府推動災區住宅復原重建工作。 

(2)協助地方政府辦理受災地區居民搭建臨時屋等供災民居住事項。 

(3)審慎審查地方政府災後復原重建綜合性發展計畫，並應特別考量城鄉市區排水

及下水道設施之防災設計。 

(4)協助地方政府辦理失蹤人員搜尋工作。 

(5)督導地方警察機關加強災區治安維護，杜絕趁火打劫情形，並加強災區交通管

制，以利災後復原重建工作之進行。 

(6)督導地方政府對於死亡、失蹤者家屬及重傷者之相關救助金，儘速完成發放作

業。 
(7)適時發動各界捐款協助災區重建工作。 
(8)視災情需要協調宗教團體、慈善機構協助實施災民救濟、救助事宜。 
(9)協助地方政府安定災民生活。 

3.外交部 

(1)支援搜救國際救難團體協調聯繫事項。 

(2)接受國外大額捐款或相關復原重建物資之協調聯繫事項。 

4.國防部 

依據相關作業規定，辦理國軍災情通報及災後復原工作。 

5.財政部 

(1)有關救災款項撥付、災害內地稅減免、災害關稅減免、災害保險理賠協助事項。 

(2)有關災區國有土地之租金減免及其他協助事項。 

(3)有關災害發生時證券市場管理事項。 

(4)有關協助、督導承辦金融機構配合辦理災區金融優惠融通事項。 

6.教育部 

提供各級學校、社教機構場館，協助收容安置災民，並防止二次災害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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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法務部 

督導相關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儘速辦理因災死亡者之相驗及身分確認工

作。 

8.交通部 

(1)督導相關機關儘速完成公路、鐵路、橋樑、航空、海運等交通運輸系統損害修

復工作，以利各機關單位進行災害復原重建工作。 

(2)督導各電信業者儘速完成電信設備線路修復工作。 

(3)督導相關機關從事鐵路、公路、隧道、橋樑、機場、港灣、捷運等主要交通及

電信通訊設施、資訊網路之重建設計時，應有耐風、耐水浸淹之安全考量。 

9.行政院主計處 

協調各主計機構確實依「重大天然災害搶救復建經費簡化會計手續處理要

點」，配合協助各機關辦理善後復原等經費核支事宜。 

10.行政院新聞局 

協助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運用大眾傳播媒體加強報導災後復原重建相關宣

導事宜。 

11.行政院衛生署 

(1)督導地方衛生機關就醫療設施復原重建事項加以檢討改善。 

(2)發動全民實施災後環境清潔、防疫消毒及病媒蚊孳生源清除工作。 

(3)持續監控災區傳染病疫情發生，遇可疑病例，即刻採集檢體化驗，對已發生疫

情應即時採取應變措施，並防止疫情持續擴大。 

(4)加強災區食品衛生管理工作及配合行政院環境保護署進行飲用水抽驗。 

(5)辦理全民健康保險補助事項。 

12.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1)督導直轄市、縣(市)環境保護局辦理廢棄物清理、環境消毒、飲用水水質抽驗

事項。 

(2)辦理嚴重危害污染區實施隔離及追蹤管制事項。 

(3)督導地方政府加強維護災民收容所環境衛生。 

13.行政院海岸巡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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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協助海上受難船隻、人員搜救工作。 

(2)協助監控並提供漂流浮木資訊，通報當地政府、港口管理機關處理。 

14.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1)依據「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及「農業天然災害抒困貸款要點」，辦理災民救

助、救濟及資金融通。 

(2)依「國有林林產物處分規則」處理沿海地區災後阻礙航行大型飄流浮木及漁港

內飄流浮木移除工作。 

(3)持續監控並適時防治動植物疫病蟲害之發生。 

(4)注意市場蔬菜、水果及農產品供需狀況，適時釋出冷凍蔬菜、水果及農產品以

穩定價格。 

(5)協助調節民生必需品供應。 

(6)辦理災後各項救助(濟)金發放，並於發放條件確定後儘速完成發放作業。 

(7)辦理土石流災害之復原工作。 

(8)協助辦理農田水利設施復建工程。 

15.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依據行政院核定實施之「公共設施災後復建工程經費審議作業要點」規定，

協助災後公共設施復建經費審議事宜。 

16.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1)持續協助原住民族地區民生必需品供應。 

(2)持續協助辦理原住民地區居民生活安置、緊急醫療救護事項。 

(3)注意原住民地區環境清潔衛生並監控疫情發生。 

(4)協調有關單位儘速恢復原住民地區交通及通訊設備。 

17.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依行政院長指示督考各中央相關機關辦理復原重建工作進度。 

9.1.2 災後社會安全網絡的復原 

災後社會安全網絡的重建，在於提供災民危機時期的生活援助與基本生存條件

的滿足，對於因為災害而成為社會福利的需求者，應協助其轉介至適當的服務機構，

以個案管理的工作模式提供整體的服務。主要工作項目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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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傷亡撫卹 

死亡、重傷者經確認後，由政府一週內發給主管機關所定金額的撫慰金及慰問

金，以支持其短期內的生活所需。 

2.災害紓困政策與措施 

災害發生之後，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災區之民間組織及相關企業應立即會商

災害的補償內容、及相關的配套措施，並規劃執行的行政流程，使災民能儘速重建

家園。 

3.災民居住安排 

(1)緊急安置 
成立「災民收容中心」以收容受災戶，收容中心之設施應包含一切生活必

須設備。收容時應盡量以保持原有社會生活網絡為原則，使災民在心理上得以

互相扶持。收容中心應有完善的支援系統，配置醫療衛生人員、社工師、心理

諮商人員，並提供轉介安置的服務。 

(2)短中期安置 

針對短中期內無法回家的居民，宜以原居住地為中心向外圍疏散，安置在

臨時的住所，或是興建臨時的住宅，使其得以社區再造的模式重建家園。 

(3)立即勘查災區災民房屋受損情形，區辨可繼續居住或無法繼續居住的住宅，讓

可回家的災民儘速開始重建家園。 

(4)房屋毀壞嚴重的村落，組成村落重建的團隊，包括：戶政、社政、警政單位、

專家學者，實施家戶狀況調查作為重建的基礎。 

(5)長期的住宅重建 

政府成立專責單位擬定房貸處理計畫，依房屋損毀及災民所得情形決定貸

款額度，並研擬所得稅減免的措施。 

4.無自謀生活能力災民的安置 

(1)孤兒安置 
建立安置協尋資源系統，結合社福、民間、企業資源協尋，並儘速調查孤

兒人數與家庭狀況，轉介至社會福利機構安置，並解決其就學與就業的問題。 

(2)無生活能力者的安置 
儘速調查因震災喪失工作能力者的數量與需求，轉介至社會福利或民間慈

善機構安置，適合接受就業輔導者，應協助其重回就業市場。 

(3)設置信託基金 
孤兒、身心障礙者、失依老人之財產，以信託基金的方式確保其經濟生活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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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災區就業安全 

災區失業者的就業問題應與地區產業復甦一同規劃。對於參與重建工作的民間

企業，若其優先雇用災區居民者應予獎勵。此外，職業輔導機構應調查當地的就業

機會，提供失業災民求職資訊，並輔導其就業。 

6.儘速恢復就學 

儘速整修毀損的校區，並立即處理學生失學的問題，協調教育系統吸納災區學

生轉學或寄讀的需求。 

7.飲食、衛生、醫療 

災區應配置營養師，其伙食充分兼顧兒少、孕婦、病患、老人及參與災後重建

工作災民之營養。提供病患之醫療保健需求，除了受傷災民的救治之外，災區罹患

慢性病民眾的就醫服務，也要盡快由醫療團隊展開。為了避免疫情發生，環境衛生

等防疫工作應確實普遍的實施。 

9.1.3 災害擴大與二次災害之防止 

颱洪災害可分為兩部分，自然破壞力所造成的災害稱為「一次災害」，如房屋、橋

墩及橋樑倒塌，人員溺斃等直接災害。由一次災害引發的災害稱為「二次災害」。 

1.二次災害 

以下就日常生活中給我們提供便利而不可或缺的電、水、電話等，在颱洪災害時的

破壞情形作一說明： 

(1)電力  

當颱風的強度在 15 級以上的時候，電線桿上的電線會激烈晃動，可能斷線導

致停電，不然就是互相碰線，產生短路而引起火災，另外電線桿的上端的變壓

器箱，因晃動而掉落破壞，或是變電所及發電廠裡沈重的瓷瓶損壞，也會導致

供電中斷。

(2)自來水  

由於颱洪災害造成停電，使水廠的送水馬達無法運轉之故；另外一個原因是淨

水廠之濁度太高，無法提供水源，就如同 93 年 8 月的艾利颱風，造成桃園地區

的大停水。 

(3)電話  

電話系統在救災中擔任很重要的地位，電話網線就像網一樣到處張開，一、二

根斷線也無妨，因為多繞幾圈照樣能通話，然而颱風後災區的電話幾乎不通，

那是因為關心親友安危的電話從全國各地湧入，使通話的次數遠超過了交換機

的容量。雖然我們會非常擔心親友的安危，但盡量不要使用電話，讓更緊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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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災通信得以通暢，這是很重要的。  

2.二次災害之防止 

(1)警戒避難措施 

各級政府應動員或徵調各類專業技術人員，對可能因颱洪災害引起的地層

下陷、土石流、山崩地裂、道路、橋樑斷裂倒塌、管線設施斷裂洩漏引發火災、

爆炸或有毒氣體污染，及發生建築物龜裂、傾斜等狀況之危險場所進行檢測，

對於研判為危險性高之場所，應通知相關機關及居民，實施警戒避難措施。 

(2)毀壞建築物或構造物之因應措施 

各級政府相關機關對於颱洪災害造成建築物、構造物等毀壞的相關事宜，

應徵調相關公會派遣專業技術人員，針對受災建築物之危險度進行緊急鑑定，

並施行緊急拆除、補強措施。  

(3)危險物及有害物之二次災害防止措施  

A.石化廠區等危險物品設施之管理人，為防止爆炸等二次災害發生，應進行設

施緊急檢測、補強措施。有發生爆炸之虞時，應立即通報相關單位。 

B.各級政府、公共事業及工廠，為防止危險物及有害物外漏，應進行設施緊急

檢測、補強措施。有發生外洩之虞時，應立即通報相關單位，並進行環境監

測等防止污染擴大之措施。 

9.1.4 避難收容 

各相關單位應配合防救災應變中心，提供避難收容場所，全力協助地方政府收

容安置災民。 

1.教育部應協調學校、社教機構場館開放場所，協助地方政府收容安置災民。 

2.內政部(社會司、營建署)依據「內政部支援災害處理作業規定」協助地方政府辦理

下列避難收容事項。 

(1)協助災民臨時收容等相關事項 

(2)協助帳篷、臨時住宅、儲水槽、臨時衛浴設施之搭設及土地取得等相關安置工

作。 

(3)租用(賃)土地或建築物，提供臨時安置使用。 

3.行政院原住民委員會應協助山地原住民辦理緊急避難收容措施。 

4.地方災害應變中心應隨時統計查報災民人數，指示開放學校，設立災民收容所，執

行收容工作，並聯繫鄉、鎮、市公所辦理相關救濟事宜。同時，將收容場所收容

人數通報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必要時請求相關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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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地方政府應考量災害、人口分布、地形狀況，事先指定適當地點作為災民避難場所、

避難路線，宣導民眾周知，並定期動員居民進行防災演練，對老人、幼童、身心

障礙等弱勢族群應優先協助。 

6.地方政府應在避難場所或其附近設置儲水槽、臨時廁所及傳達資訊與聯絡之電信通

訊設施；並應規劃食物、飲用水、藥品醫材、炊事用具之儲備。 

7.地方政府應訂定有關避難場所使用管理須知，並加強宣導民眾。 

8.各級政府應掌握搭建臨時收容所所需物資之供應量，並事先建立調度、供應體制。 

9.各級政府應事先調查可供搭建臨時收容所之用地。 

9.1.5 災民生活重建之支援 

地方政府於災後進行災區勘查及彙整，勘驗後，協助受災民眾回歸家園，開始

重建復原工作，如有安全之虞，將暫時無法返家居民遷移至安置場所居住；受災民

眾若因居住場所損毀且無力重建者，由地方政府造冊並予以協助安置措施。 

1.受災証明書之核發 

地方政府應在災害發生後，立即派遣專業技術人員進行災情勘查、鑑定，並儘

速建立核發受災証明書的體制，將受災証明書發予受災者；專業技術人員不足時得

向中央政府有關機關請求或協調相關公會支援協助。 

2.生活必需資金之核發 

地方政府應對受災區居民受災情形逐一清查登錄，依相關法令規定發予災害慰

問金、生活補助金等各種生活必需資金，藉以支援災民生活重建。 

水災災害救助，地方政府依據「水災公用氣體與油料管線輸電線路災害救助種

類及標準」編列災害救助預算並依清查結果發放災民災害救助金。 

3.稅捐之減免或緩徵 

地方政府應於災害發生後，執行依行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依災害防救法第四十

四條規定所訂定災害之稅捐減免或緩徵事宜。 

4.災民負擔之減輕 

財政部、行政院衛生署及地方政府得協調保險業者、中央健康保險局對災區採

取保險費之延期繳納、優惠及全民健康保險就醫優惠等措施，以減輕受災民眾之負

擔。 

5.災民之低利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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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級政府視災區受災情形，得協調金融機構展延災民之貸款本金及利息。 

(2)行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應協調金融機構對災區民眾所需重建資金，給予低利貸

款，至利息補貼部分並由各級政府編列預算執行之。 

6.居家生活之維持 

地方政府對於重建過程中的災民，應藉興建臨時住宅或提供公用住宅等，以協

助災民在重建期間維持居家生活。 

7.災後重建對策之宣導 

各級政府對受災區實施之災後重建對策等相關措施，應廣為宣導使災民；必要

時建立綜合性諮詢窗口。 

8.產業經濟重建 

(1)企業之低利融資 

地方政府應協調金融機關運用災害修復貸款等方式，辦理週轉資金、設備

修復資金之低利融資等，以支援受災企業自立重生，至利息補貼部分並編列預

算執行之。 

(2)企業之貸款 

各級政府必要時以各種災害貸款方式，辦理企業貸款，以協助其週轉資金。 

(3)農林漁牧業之融資 

地方政府必要時得協調金融機構，對農林漁牧業者提供災害復建與維修經

營所需資金。農政主管機關依「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辦理低利紓困貸款。 

9.1.6 災後環境復原 

各相關單位應配合防救災應變中心，全力協助地方政府進行災後環境復原工

作，包含：災區防疫、廢棄物清運及災害環境污染防治等工作。 

1.災區防疫 

(1)行政院衛生署、地方政府應發動全民實施災後環境清潔、防疫消毒及病媒蚊孳

生源清除工作。 

(2)行政院衛生署及地方政府應持續監控災區傳染病疫情發生，遇可疑病例，即刻

採集檢體化驗，對已發生疫情應即時採取應變措施，並防止疫情持續擴大。 

(3)行政院衛生署及地方政府應加強災區食品衛生管理工作及配合行政院環境保護

署進行飲用水水質抽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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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應注意山地原住民地區環境清潔衛生及反應疫情發生。 

(5)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應持續監控並適時防治動植物疫病蟲害之發生。 

2.廢棄物清運 

(1)行政院環境保護署應督導直轄市、縣(市)環保局辦理廢棄物清理事項。 

(2)地方政府應於災害發生後，應迅速整理災區避免環境污染。 

3.災害環境污染防治 

(1)行政院環境保護署應督導直轄市、縣(市)環保局辦理環境消毒、飲用水水質抽

驗事項。 

(2)行政院環境保護署應辦理嚴重危害污染區實施隔離及追蹤管制事項。 

9.1.7 災後防疫－清除、清潔、消毒 

颱洪災害過後，因淹水而停水、停電，造成生活不便。在這段期間，為防範傳

染病發生，淹水地區之民眾更應注意飲食衛生，凡是懷疑遭污染或未經消毒之用水

請勿直接飲用，務必先經煮沸或飲用瓶裝礦泉水，泡水或解凍過久之食物請勿食用，

並請務必熟食。環境清理完畢，廚房器具及住家環境請消毒，消毒藥品可向當地衛

生環保單位洽取。(一般物品消毒方法，如表 9.1 所示；手消毒方法，如表 9.2 所示) 

1.消毒方法 

(1)廚房用具及餐具的消毒：餐具應煮沸處理，不能煮沸者，用一般家庭用水桶的

水一桶加約五分之一湯匙漂白粉泡成的漂白水浸泡三十分鐘，再用煮沸過的水

沖洗。  

(2)室內之消毒：地面、牆壁、廁所、浴室、廚房及臥室打掃乾淨後，用一桶水加

約半湯匙漂白粉泡成的漂白水充分洗刷。  

(3)庭院、水溝及其他潮溼處所可撒佈生石灰或漂白粉加以消毒，撒佈時請注意保

護眼睛及皮膚。  

(4)地下室儲水塔或屋頂蓄水塔，應將水放乾清洗消毒後，再加注入乾淨的水，才

可以飲用。 

(5)廁所糞坑：以漂白粉稀釋 10 倍(1 杯漂白粉加 9 杯水)後加以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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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 一般物品消毒方法  
消毒對象  消毒劑 使用方法 

室內及家具  複方煤餾油酚 3﹪ 
陽性肥皂 0.5﹪ 

擦拭  
擦拭  

飲食及器皿類  煮沸消毒  
陽性肥皂 0.5﹪ 

30 分鐘以上  
浸 30 分鐘以上  

坐墊、衣服類  蒸氣消毒  
複方煤餾油酚 3﹪ 

30 分鐘以上  
2 小時以上  

床、廁所、水溝、污

水槽、垃圾堆、走廊 

複方煤餾油酚 3﹪ 
生石灰  
漂白粉  

噴洒或擦拭  
使用前加少量水灑布  

排泄物  複方煤餾油酚溶液  最終濃度加至 3﹪放置二小時以上

消毒之。  

表 9.2 手消毒方法  
疾 病 別  消 毒 劑  

霍亂、桿菌性痢

疾、傷寒副傷寒  
(1)氯化卡二甲烴銨 0.1﹪ 
(2)複方煤餾油酚溶液 2﹪ 
(3)酒精 70﹪ 

阿米巴痢疾  碘劑(碘酊，Iodophors 等)濃度 0.2﹪ 

2.災後民眾飲用水處理方式注意事項 

災後民眾飲用水處理方式注意事項如表 9.3 所示。 

表 9.3 災後民眾飲用水處理方式注意事項  
用戶類別  處理方式  

自來水用戶  

1.以蓄水池貯水之間接自來水用戶，應檢查蓄水池是否淹水，如有淹水應抽乾

蓄水池及屋頂水塔，洗刷潔淨後，再予適當消毒，才可繼續蓄水使用；或自

行委請自來水事業單位輔導之蓄水池(塔)清洗業清洗消毒。 
2.若災後水質濁度增高，宜煮沸後再飲用或暫時飲用包裝水，以保障飲水安全。

3.災後因加氯量增加，使得自來水中消毒藥水味比平常加重時，用戶宜在燒開

水煮沸後開蓋再煮三分鐘，以保障飲水安全。 
簡易 

自來水用戶  

簡易自來水用戶者，災後管理單位應清除水井或水源地之污泥，並洗刷

乾淨，必要時施以消毒。飲用水煮沸後才可飲用。 

非 

自來水地區  

個人飲用水來源為井水、山泉水或河川池塘等者，在災後水質濁度增高

時，宜加強過濾(砂濾)或投以適量明礬(硫酸鋁)充分攪拌後，靜置一段時間，

取其澄清液煮沸後再飲用，必要時可暫時飲用包裝水，以保障飲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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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注意食物調理過程 

(1)應儲存下列食物，以備急需： 
A.保存期限長。 
B.容易烹煮、用水量少或不用冷藏(因應廚房設備損壞)。 
C.符合嬰孩或是其他家庭成員飲食上的需求。 
D.避免太鹹或辛辣食物。 

(2)如何儲存緊急狀況食物 
A.災難會隨時中斷食物供應，所以要有足量的食物儲存。 
B.當儲存食物的時候，應以罐裝的食物和混合的乾燥食物為主，因該類食物較

能久藏。 
C.儲存食物理想的位置是涼爽、乾燥、陰暗的位置。最好的溫度是攝氏 4 度到

15 度。保存的食物要遠離暖氣出口或電冰箱散熱處。熱氣會加速食物的腐壞。 
D.保存的食物要遠離汽油、工業油、油漆和溶劑。一些食物產品會吸入這些味

道。 
E.保護食物免於蟲害。食物儲存在真空包裝盒，或嚴密封緊的硬紙盒，如此可

保存比較長的時間。 
F.註明所有食物的使用期限。在期限之前儘速食用或更新。  

(3)如何使用緊急狀況食物 
A.在使用緊急狀況補給的食物之前，先食用電冰箱或冰櫃裡的易腐壞的食物。 
B.不管外表如何，一經烹調過，且未經冷藏的食物在室溫二個小時之後一律丟

棄。 
C.只吃有正常色澤、紋理構造和氣味的食物。 
D.罐頭食品若底部膨脹或漏氣就一定丟棄。 

(4)準備飲食器皿用具 
在颱洪災害之後因為缺水、缺電或缺瓦斯，以及家具、廚具受損，在準備

食物上相當困難，下列器皿用具可以幫助你準備安全的食物： 
A.烹飪器具； 
B.免洗碗筷、湯匙和刀叉； 
C.紙盤、紙碟、紙杯和紙巾； 
D.開罐器和開瓶器； 
E.厚的鋁箔紙； 
F.攜帶型瓦斯爐或木炭烤架； 
G.燃料或木炭(小心：絕對不在戶內燃燒木炭。)；以及 
H.食物的量足夠即可，以免過剩，形成浪費；多餘食物應妥善處理，以免孳生

病原菌或病媒昆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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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風災過後消毒 DIY 

 

廚房用具及餐具的消毒：餐具應煮沸處理，不能煮

沸者，用一般家庭用水桶的水一桶加約五分之一湯

匙漂白粉泡成的漂白水浸泡三十分鐘，再用煮沸過

的水沖洗。 

 

室內之消毒：地面、牆壁、廁所、浴室、廚房及臥

室打掃乾淨後，用一桶水加約半湯匙漂白粉泡成的

漂白水充分洗刷。 

 

庭院、水溝及其他潮溼處所可撒佈生石灰或漂白粉

加以消毒，撒佈時請注意保護眼睛及皮膚。 

 

地下室儲水塔或屋頂蓄水塔，應將水放乾清洗消毒

後，再加注入乾淨的水，才可以飲用。 

 

廁所糞坑：以漂白粉稀釋 10 倍(1 杯漂白粉加 9 杯

水)後加以消毒。 

 

30%漂白粉可向各地衛生局所免費索取。 

 

泡製漂白水時，請戴口罩、塑膠手套保護口鼻、眼

睛及雙手，並以棍棒攪拌以利漂白粉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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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工程設施復原 

颱風過後、洪災退水後，地方政府及各相關單位應儘速辦理災情勘查彙整作業，

包括受災人員、建築物、工商業、土木水利建設及設施、教育相關設施、山坡地等

其他災情等，以全面掌握災害狀況，並在全面掌握災害狀況後擬定復原重建策略。 

初勘單位檢查水利建造物或其它管線、設施時，如發現受損，除搶修工程應依

規定於三日內研提計畫辦理搶修外；依「公共設施災害復建工程經費審議作業要點」

之規定，應於災害發生一個月內，填具「公共設施災害復建申請勻支或補助總表」、

「公共設施災害復建申請勻支或補助明細表」及「公共設施災害復建工程經費概估

表」，函報行政院為原則，同時副知公共工程委員會及各中央目的事業管機關。 

各相關單位應配合防救災應變中心，全力協助地方政府進行災後復原工作。 

9.2.1 設施、設備之緊急復原 

災害善後處理，除依法令辦理既有公共設施之修復或重建，以恢復構造物應有

機能外；對現無公共設施，但未速予適當處理，恐釀成災害者，仍應做適當緊急處

置，以避免災害持續擴大。 

1.設施、設備之緊急搶修 

(1)內政部(營建署)依據「內政部支援災害處理作業規定」及「救災工程重機械勞

務共同供應契約」協助地方政府辦理調度重機械工程隊支援災害搶救工作，並

提供工程技術協助地方政府辦理下水道設施災害之搶險、搶修事宜。 

(2)交通部應督導相關機關隨時注意公路、鐵路、橋樑、航空、海運等交通運輸系

統使用、損害情形，損害部分並儘速執行緊急搶修工作。 

(3)交通部應督導各電信業者全力進行受損電信設備線路之修復。 

(4)經濟部應督導公民營事業對於公用氣體與油料、自來水管線及輸電線路等之搶

修及協調相關供應事項。 

(5)經濟部應督導相關單位即時對潰決堤防進行搶修搶險工作。 

(6)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應協助農、林、漁、牧業及農田水利單位進行災害緊急應變

工作。 

(7)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應依災害情況及損害規模，督導各公共工程主管機關進

行搶修、搶險有關事宜。 

(8)地方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於災害應變之必要範圍內，得徵調相關專門職業及

技術人員協助搶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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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緊急復原工程 

颱洪災害之緊急復原工程，係指災害河段目前防洪構造物或設施已受損，不立

即妥善處置，有洪災之虞者。應急防災工程類似搶修工程具有急迫性，故其處置宜

考量時效，以爭取時間防範未然，主要處置原則如下： 

(1)應急防災工程僅辦理小規模應急工程，屬大規模新建工程者，宜循正常程序編

列年度預算辦理。 

(2)工法宜採用簡單易施工者，以縮短工期。 

(3)材料儘量選用經濟或可重複使用之材料，避免日後因建堤拆除，造成投資浪費。 

3.災區之整潔 

地方政府應建立廢棄物、垃圾、瓦礫等處理方法，設置臨時放置場、最終處理

場所，循序進行蒐集、搬運及處置，以迅速整潔災區，並避免製造環境污染；另應

採取適當措施維護居民、作業人員之健康。 

4.作業程序之簡化 

各級政府為立即修復與受災區攸關災民生活之維生管線、交通運送等設施，應

在可能範圍內設法簡化有關執行修復之作業程序、手續等事項。 

9.2.2 災害復原重建 

災害復建工程經複查(或會勘)定案後，應儘速彙妥復建工程計畫據以辦理，以恢

復各公共建設、維生管線之應有設計機能。 

1.災區復原重建基本方向 

(1)復原重建計畫之訂定 

地方政府應考量地區特性、災區受損情形、有關公共設施所屬機關的權責

與居民之願景等因素，儘速檢討以迅速恢復原狀為目標；同時以謀求更耐風災

與水災城鄉建設之中長期計畫性重建為方向，訂定復原重建計畫。 

(2)復原重建之計畫性實施 

地方政府應尊重受災區災民的意願，有計畫地實施受災區的復原重建，中

央政府支援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工程復建性質區分如下列表 9.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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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4 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權責劃分 

相 關 部會 工程性質權責劃分 

經濟部 水利工程 

交通部 觀光工程、編號道路橋樑工程 

內政部 建築工程、下水道工程、共同管道工程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水土保持工程、農水路工程、林道工程、森林

遊樂區設施工程、漁港工程 

教育部 學校工程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環境保護工程 

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原住民部落工程 

(3)財政、金融措施之支援 

受災地方政府執行災害緊急應變措施、災後復原及重建工作，如需龐大費

用，中央政府應與地方政府協議做適當之任務分擔，藉有關財政、金融等措施

支援之。 

(4)中央政府之協助 

中央政府應依受災地方政府之請求，派遣相關專業技術人員、調派裝備、

器材或其他辦理事項協助之。 

2.緊急復原 

(1)毀損設施之迅速修復 

各級政府應運用事先訂定的有關物資、裝備、器材之調度計畫與專業技術

人員之支援計畫，迅速進行受災毀損設施的修復工作。 

(2)作業程序之簡化 

各級政府為立即修復與受災區攸關災民生活之維生管線、交通運送等設

施，應在可能範圍內設法簡化有關執行修復之作業程序、手續等事項。 

(3)緊急復原之原則 

各級政府在執行快速修復受災設施時，以恢復原狀為基本考量，並從防止

再度發生災害之觀點，施以改良之修復。 

(4)災區之整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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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應建立廢棄物、垃圾、瓦礫等處理方法，設置臨時放置場、最終

處理場所，循序進行蒐集、搬運及處置，以迅速整潔災區，並避免製造環境污

染；另應採取適當措施維護居民、作業人員之健康。 

3.計畫性復原重建 

(1)重建計畫體制之建構 

地方政府應建置執行重建計畫之體制；必要時，中央政府亦建置重建組織

體制，以支援地方政府。 

(2)耐風災、水災國土城鄉之營造 

內政部(營建署)應審慎審查地方政府災後復原重建綜合性發展計畫，並特

別考量城鄉耐風災、水災之設計。 

(3)維生管線、交通及通訊機能之強化 

A.經濟部督導相關公民營事業從事公用氣體與油料、自來水管線、輸電線路等

維生管線設施復建設計時，應有安全考量，同時應有系統多元化、據點分散

化及替代措施之規劃與建置。 
B.交通部應督導相關機關從事鐵路、公路、隧道、橋樑、機場、港灣、捷運等

主要交通及電信通訊設施、資訊網路之重建設計時，應有耐風災、水災之安

全考量。 
C.地方政府重建對策應以耐風災、水災為考量，加強災害潛勢地區建築物、道

路、橋樑與維生管線、通訊設施等之安全性，並規劃公園、綠地等開放空間

及防災據點。 

(4)重建方向之整合 

地方政府辦理重建時，應與當地居民協商座談，瞭解居民對新城鄉的展望，

進行重建方向之整合，形成目標共識；謀求居民之適當參與，並使其瞭解計畫

步驟、期程、進度等重建狀況。 

(5)安全衛生措施 

為確保工作人員於復原重建過程之安全及健康，各級政府應督導重建單位

採取適當之安全衛生措施；如涉及重大公共工程之重建時，得請該工程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及公共工程主管機關提供協助及督導，以防止職業災害。 

(6)社區民眾災害復建的參與 

社區民眾對於社區內的受災程度、受災者的分布情況等最為清楚，並且有

既存的社區組織，因此可以較容易的整合、提出民眾能夠形成共識的復舊重建

構想或辦法。透過此類構想或辦法研擬的參與，可誘導居民減少對政府的依賴，

也較容易落實災後的復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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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 災害擴大與二次災害之防止 

各級政府在發生災害後，應立即動員或徵調專業技術人員緊急檢查所管設施、

設備，掌握其受損情形，並對維生管線、基礎民生設施與公共設施、設備進行緊急

修復，以防止二次災害並確保災民之生活。 

1.確保交通運輸暢通係執行災害應變措施成功與否之關鍵，各級政府應統合協調有關

交通暢通事宜。 

2.道路交通之管制 

(1)地方政府警察機關除蒐集來自災害現場之交通路況與有關災害資訊外，並運用

各種交通監視或攝影設備，迅速掌握防汛搶險所需的道路或交通狀況。 
(2)為確保緊急運送，地方警察機關得採取禁止一般車輛通行的交通管制，並在災

區外周邊地方警察機關或義交的協助下，實施全面性之交通管制。 
(3)地方警察機關實施交通管制時，應使民眾周知。 
(4)為確保緊急運送，地方警察機關得採取拖吊阻礙車輛或利用警車引導等措施。 

3.道路之緊急修復 

(1)各道路管理機關於災害發生時，應掌握所管道路毀損狀況，移除道路障礙物，

並對緊急運送路線優先實施緊急修復。 
(2)地方政府、警察機關及國軍得依災情採取必要措施，協助道路障礙物之移除。 
(3)各級政府及相關公共事業應將道路毀損狀況及修復情形通報災害應變中心。 

4.航路障礙物之移除 

(1)各級政府及相關公共事業經判斷沈船、漂流物等會影響船舶航行安全或港灣區

域內航路安全時，應通報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2)交通部經判斷海難船舶、漂流物等對航行安全有危險之虞時，應發布航行通告

等應變措施，行政院海岸巡防署、交通部應命令或勸告船舶移除航路障礙物或

採取避免船舶航行危險之措施，並通報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5.港灣及漁港之緊急修復 

(1)各級政府及相關公共事業應隨時掌握港埠設施與漁港設施之受損情況，進行緊

急修復，並通報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2)各級政府及相關公共事業於航路標誌破損或流失時，應迅速修復，必要時應補

設緊急標誌。 

6.海上交通之管制 

(1)因發生海難或其它事故，研判有發生船舶交通危險之虞時，交通部及國軍得依

需要限制或禁止船舶航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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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級政府及相關公共事業經研判水路的水深發生異常，應進行檢測並設置緊急

標誌，以確保水路安全。 

7.機場之緊急修復 

(1)交通部應隨時掌握所管航空站設施之受損情況，進行緊急修復，並通報中央災

害應變中心。 
(2)地方政府應視需要在事先規劃之避難空地，開設臨時直昇機場，並通報各相關

單位及宣導民眾周知。 

8.航空管制 

交通部應依所蒐集之相關資訊研判是否進行航空管制，例如讓從事災情資訊

蒐集、緊急運送等災害應變措施的航空器優先飛行及降落，或限制一般飛機的運

航及降落等。 

9.鐵路(捷運)交通暢通之確保 

(1)交通部及地方政府應隨時掌握鐵路(捷運)交通受損情況，進行緊急修復。 
(2)各交通事業管理機關應即時掌握災害境況，實施通報、初期應變、避難引導及

消防救災活動，並進行緊急修復。 

10.二次災害之防止 

各級政府及相關公共事業應充實與維護必要的裝備、器材及災害監測器具，以

防止二次災害之發生。 

(1)排水措施 

各級政府因風災與水災造成淹水時，應立即採取排水措施；對受損防洪排

水設施，亦應進行緊急修復。並視災情應實施災民撤離避難措施，以防止二次

災害發生。 

(2)坡地災害防範措施  

各級政府為防止、減輕風災與水災引起坡地災害，在風災與水災發生時，

應調派專業技術人員前往坡地災害危險區檢測、勘查，判斷有危害之虞時，應

立即通報各級災害防救相關行政機關及當地居民；各相關機關接獲通知後，應

採取適當之警戒避難措施。 

(3)墜落物災害防範措施 

內政部(營建署)應協助地方政府徵調相關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對危險建

築物進行緊急鑑定並採取穩固措施及執行拆除、移除危險建築物或障礙物等工

作。地方政府為防止路樹、廣告招牌、鷹架等造成二次災害，應採取適當之防

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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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社會救助 

社會救助(social assistance)又稱為公共扶助(public assistance)，乃是國家以稅收來

救濟貧民，將濟貧工作由傳統以來民間團體或個人所擔負者，予以納入為政府責任

的一種制度。其目的在提供國民經濟安全的保障，避免國民因為疾病、災難、急難、

失業、殘廢、老年或死亡，導致所得終止而產生經濟的不安全。 

我國社會救助制度源自憲法第十五條，人民生存權之保障，即人民有請求國家

提供生存照顧之基本權，同時憲法第一百五十五條復規定：「國家為謀社會福利，

應實施社會保險制度。人民之老弱殘廢，無力生活及受非常災害者，國家應予以適

當之扶助與救濟。」從而衍生社會救濟制度可概分為一般社會救助及災害特別救助

二種，因其既定位為國家之生存照顧，即與填補人民所受損害之國家損失補償或損

害賠償責任有別，在制度之設計上，例如救助種類及金額等，即應以人民生活扶助

為目的，初不宜因人民所受損失或災害之大小為標準設計，宜建構國家整體統一之

救助標準，以資適用。 

9.3.1 支援協助之受理 

各相關單位應配合防救災應變中心，結合民間資源，全力支援地方政府進行災

後復原工作。 

1.志工協助體制之建立 

各級政府平時應掌握社區災害防救團體、民間災害防救志願組織、後備軍人組

織及民防團隊等，建立聯繫管道，並建置受理志工協助之體制。 

2.民眾、企業之物資援助 

受災地方政府對民眾、企業之物資援助，應考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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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傳播媒體向民眾傳達。 

3.國際救災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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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對國際救災支援，應就有關支援種類、規模、預定到達時間及地點等

檢討受理事宜。中央政府應訂定受理國際支援相關作業規範，並對國際支援組織預

作調查建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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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 心理重建 

災民心理創傷的經驗，除了逃命過程中的恐懼不安之外，媒體不當的報導、民

眾看熱鬧的心態、廠商哄抬物價等等都可能造成災民重建家園的信心受挫，造成心

理的二度創傷。災後的心理反應。包括恐懼、憤怒、悲傷 無助、罪惡感、否認、喪

失基本信念、以及重複回憶受災經驗等，也容易引起身體方面的問題，諸如失眠、

記憶力減退、疲倦、作惡夢、注意力不集中、胃痛，嚴重者甚至可能因為心理的崩

潰自殺、或罹患憂鬱症等。(如圖 9.1 所示) 

災後的心理反應受到三個因素的影響(如圖 9.2 所示)：(1)災害本身：包括其發

生的原因、突然性、災難強度、影響廣度、持續時間的長短，以及傷亡狀況；(2)性
格特質對心理的影響，也就是其成長經驗所形塑的身心狀態，還有對環境變化的因

應方式；(3)災後處遇，也就是受災後的某一刻身處的狀態。三個因素中，災後處遇

是我們可以施力之處，如果能夠對災民施予適當的心理照料，當可減緩災民負面的

心理反應，幫助其重建健康的生活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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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捐助之處理 

地方政府接受海內外各機關、團體、企業與個人等金錢捐助時，應成立有關管

理委員會處理之。 

408a
文字方塊
5. 受災戶補助說明對於住家損失狀況及淹水高度（超過50公分）儘量能拍照存證，以作為申請補償或減免所得之依據。民眾對於填報申請補助之程序不清楚，可請求當地里長或村里幹事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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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烈且特殊的環境刺激-災害本身

目前接受到的環境刺激-災後處遇

個人到目前為止髓累積的個人特性
-性格特性

災
後
的
心
理
反
應

圖 9.1 災變下的心理反應 

 

圖 9.2 災變中影響個人心理反應的因素示意圖 

 
1.災變下的心理反應

(1)災害本身對心理反應的影響 

災害(disaster)是指由外在環境的突然變動造成相當廣泛且形成令人嫌惡

pas and Epping ,1993)。災害的分類原則可以包含原

因、

(2)

性格特質係指一個人由他從出生到現在的身心發展，與他所面對的每一個

現在整體的身心發展狀態(教育部，1994)，包含

了個

情緒有
不安、害怕、恐懼
悲哀、傷心、無助
憤怒、生氣、怨天尤人

罪惡感

創傷經驗
重複出現
過度敏感
否認
呆滯
過度冷靜

災害狀況

性格特質

災後處遇

基本信念的
負向轉變

懷疑、不信任他人、
猜疑別人的動機、
停止社交活動

 

(aversive)之結果的情況(Com
突然的發生情形、強度、影響廣度、持續時間長度，造成傷亡情況等，亦

即災害本身的刺激性質可以相當程度地決定了個人的心理反應。受到的『災害

本身』之刺激強度是不一樣的，其心理反應自然不同。 

性格特質對心理反應的影響 

生活事件經驗，兩方面累積到

人所擁有的身心狀況、意見、主張、信念、價值觀、行為習慣、情緒反應

等，也包含由前述各項心理活動所組合成的對環境的因應方式(coping style)、
生活方式(life style)、以及各項生活態度(attitude)。這些心理活動使得一個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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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生活時，表現出相當程度的一致性或穩定性(consistency)，也表現出個人面

對生活的活力或動力(volition)。這也就是平常語言所常描述的『個性』。 

 (3)災後處遇

遇係指受災後的現在這一刻，處於何種狀況。接受災變，個人容易

形成很強的不安感、罪惡感、無助感、甚至憤怒與生氣，因此災後的處遇能不

能減

衛生等條件得到支援，得到滿足，可以減緩災後的負向心理反應；如果能逐漸

自主

2.心理  

 

需，徵召具有專業資格的心理師、社工師、精神科醫師進入災區及收容中心。

在此

(2)社會心理危機處理

奪感，加上經濟生活失去依

靠，政府有責任協助災民度過心理的危機時期，穩定其情緒並提供基本生存物

資的

 

)社會心理需求評估 

及對未來期待的過程。除了

評量災民心理的需求，採取立即的危機處理之外，還因調查重建社會關係與治

療災

(4)後送與轉介網絡的規劃

需要的是持續處理的服務，這包括篩選合格的服務機

構、提供資訊、及轉介服務、使災民的社會心理復健品質有所保障。此外，應

與災後各項的重建計畫相互連結，以形成資訊與服務共享的網絡。 

災後處

少這方面的感覺或增加這方面的感覺，即對個人心理反應有明顯的影響。 

基本生活條件的恢復可以減緩災後的心理反應。個人的衣、食、住、行、

性地恢復這些生活條件(不是被支援)，甚至可以獲得長期的自力生活下去

的預期，其負向心理反應的減緩效果即更佳。不過，災變後，個人受到極大的

衝擊，其應對生活的能力通常亦較低，較無法自主性地、甚或自力性地應對生

活，因此如何在「支援」與「協助自主」間取得最佳的平衡，即為災後心理復

健的重要課題。 

重建的具體政策

(1)政府機構的角色功能

中央政府在社會心理的復健中，主要是去提供穩定災區居民基本生存所

同時，地方政府應提供相關的災情資訊，並進行民眾心理需求的初步評估，

與專業工作者合作進行社會心理的處遇方案。 

 

災後，災民經歷家園破滅與失去親人的社會剝

滿足。所以應藉由專業的團隊工作進行危機處理，在群體共同的心理反應

方面可採用團體的工作方式，在短期內協助災民面對未來問題，發揮解決問題

的能力，重新站起來。 

(3

危機處理同時是瞭解災民社會心理受創情形、

後創傷症候群的需求評估，建立社會心理評估的個案資料，以便於進一步

的處遇及治療。 

 

心理危機處理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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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社會

的個案管理，結合教育、警政、司法、心理以及社政單位，提供心理的復健工

為其生活穩定、心理足以適應社會為止。 

(6)集體

的悲傷、憤怒和不安亦是需要關注的一環，否則極易造成對社會互信與互助的

與民間結合專家出版並宣導災後社會心理復健與自助助

人的方法。 
9.4 結語 

災後社區的重建過程是漫長而痛苦的，需要政府與民間共同努力。同時應善用

的專業體系，協助整合可運用的慈善重建資源，適時、適當而有效率的送

機也是轉機，在重建的過程適當採用居民主動參與式

的社區總體營造來重建社區，會更符合住民的需求，也會使重建的過程更順利。總

之，

心理個案管理 

為災後心理受創的民眾提供持續性的服務，透過由縣市政府層級實施掌握

作，直到專業人員認

社會心理的療癒 

大規模的災害導致心理受創，其範圍不僅止於直接受害的災民，社會集體

傷害。因此，應由政府

社會工作

至需要的社區或個人手中。危

社區重建的最重要任務，希望能在最短的時間內重建住宅、重建產業、重建生

活機能，並能預做災害防制，建立安全樂利的新社區，讓災民儘速回到正常生活的

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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