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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年度之主要工作項目包含重大天然災害勘查作業體制草案之修訂、勘災專家
人才資料庫之建置及國內外重大天然災害之學習經驗等三項，成果相當具體，期望
在中央與各部會署合力運作之下，必能使災害之真相呈現出來，而使減災措施能「對
症下藥」，使災害的損失能降至最低。
關鍵詞：重大天然災害、勘查作業體制、人才庫、學習經驗

Abstract
The main tasks of this year include to revise the formulation protocol of survey
operation frame for serious natural disaster, established the expert man-power databank of
disaster survey and the important learn lessons of serious natural events this year in the
world. There tasks have rather specific performance and hope to enhance the efficiency of
integrated analysis and administration, and reduce the damage of disaster.
Key words: serious natural disaster, survey operation frame, expert man-power
databank, learn lessons.

一、前言
災後勘查對於致災原因分析、災後重建復原策略與災害防救政策研訂具有相當
重要之參考價值，因此若能建立完善災後勘查作業機制，勢必對於提昇災害防救工
作成效有相當大之益處。鑒於過去重大天然災害事件之勘查工作缺失，行政院院長
乃於 93 年 10 月 27 日第 2912 次會議提示：
「為提升緊急應變及災害復原能力，請行
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建立常設性勘災小組和資源待命機制，及災害自動陳報機制，
整合相關機關適時提供政府及民間充分的資訊」
，為達上述行政院長所指示之目的及
建立國內完善災後勘查作業機制，因此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以下簡稱科技中心)
與行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以下簡稱災防會)乃共同組成一勘查幕僚工作小組，推動各
項勘災作業機制之研擬，並統合我國政府整體勘查作業能力及人力資源，期望能提
升災後勘災之成效。
本年度之主要工作項目包含重大天然災害勘查作業體制草案之修訂、勘災專家
人才資料庫之建置及國內外重大天然災害之學習經驗等三項，將其執行成果說明如

下。

二、重大天然災害勘查作業體制草案之修訂
檢視過去災後重建復原對策之經驗可知，相同的災區其災害位置、破壞種類及
致災原因ㄧ直重複發生，因此災後重建復原對策確實有檢討必要性，但為何會有如
此無法「對症下藥」情形產生？其問題癥結是目前國內災後勘查與重建復原運作之
機制上，仍有幾項問題急需克服與改進，說明如下：
1.缺乏中央層級災害勘查作業程序及資訊陳報作業規範。
2.陳報內容偏向於單方面，無法整體性考量。
3.缺乏綜整分析研判之機制。
4.缺乏勘災人力資源待命機制。
5.勘災資訊缺乏統一格式。
對於勘災作業機制規劃之精神原則，考量如下之因素：
1.回歸災害主管機關，以建立常態性勘災作業機制；
2.災害主管機關亦應建勘查資源待命機制；
3.災防會勘查小組之勘查任務主要是對於重大天然災害事件或是當各災害主管
機關調查結果不一致時進行勘查等。
而整個勘災作業機制之目標：
1.強化災情綜整分析功能
2.補強勘災啟動研判機制
3.提昇勘災行政作業效能
完整之勘災作業機制，應包含組織人力架構、行政勘查作業程序及行政支援項
目等，茲將分別說明如下：

2.1 組織人力架構
1.勘查小組
勘查小組設置要點於民國 94 年 12 月 8 日以災防整字第 0949970172 號函發布，
依據設置要點第 5 點規定，勘查小組設委員 15 至 19 人，任期為 2 年，期滿得續聘。
但代表機關（構）或團體出任者，應隨其本職進退。
2.勘查小組幕僚單位
依據勘查小組設置要點第 6 點規定，勘查小組幕僚單位由災防會及國家災害防
救科技中心派員兼任，辦理勘查小組幕僚事宜，並負責日常會務及災時籌組快速評
估小組、成立災害勘查協調中心、擬定災害勘查實施計畫以及綜整災害勘查報告書

等事項。
3.各相關業務主管機關
為順遂災害勘查工作，各相關業務主管機關應於平時建立各種災害勘查細部計
畫，內容包括災害勘查團啟動機制、災害勘查作業流程、現地勘查作業規範、勘查
報告書格式等，亦應建立災害勘查團成員名冊、編組方式、緊急聯絡電話，俾利快
速啟動災害勘查團機制。
4.災害勘查團
為執行災害勘查計畫，災防會暨各相關業務主管應依照災害勘查計畫所訂定之
災害勘查項目籌組之災害勘查團，針對災害特性、原因、規模及應變體系運作等事
項進行瞭解與探究，查明災害事實以進行原因分析，進而提出具體災害防救措施建
議。為達到勘災專家人力資源待命機制之目標 ，供籌組團隊時之重要參考依據。科
技中心已建置一專家人才資料庫，其係針對各部會署、大專院校、學會及民間技師
團體等盡性調查，調查重點包含個人基本資料、可參與勘災地區、可協助勘災類別
或專長及防救災相關經驗等項目。目前整個勘災人才資料庫於 96 年度止共計登錄
289 人。

2.2 勘查行政作業程序
此行政作業程序係指由災防會所負責掌控之勘查行政作業程序，依其執行先後
順序可分為下列階段：
1.啟動階段
如圖 1 所示，當重大災害發生時，由行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開設中央災害應變
中心，並展開各項應變工作，同時由勘查小組之幕僚人員進行災情研判，權責單位
應於彙整完災情統計分析後，立即提供至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與行政院災害防救
委員會所共同組成之幕僚組，幕僚組將權責單位所提供之資料彙整後，即協助勘查
小組研判決定是否啟動進行災害勘查。
此階段所蒐集之災情資料包含人命傷亡、維生管線災情、交通災情狀況、水利
設施損害搶修、農林漁牧產物及設施災情損失、淹水情形、坡地災害、房屋災情、
撤離收容情形、縣市成立災害應變中心情形等。
對於是否啟動勘災之研判，則由災防會及科技中心所組成之幕僚人員進行研判
會議，研判其災害規模是否達到甲級以上。
2.初勘階段
如圖 2 所示，當決定啟動災害勘查後，勘查小組幕僚人員將協助舉行各災害主
管機關之協商會議，說明擬訂各部會署應負責勘查之災害項目與勘查區域，且針對
災害特殊項目籌組勘查團進行專業調查，例如斷橋造成孤島效應之衝擊與應變檢
討，同時幕僚組亦將派員協同各部會署勘查團進行勘查工作，以掌握災區調查狀況，
並隨時將最新勘查成果傳送幕僚組進行彙整。最後各部會署勘查團於期限內(一個月)

提出初期勘查報告，其中需包含致災原因及改善策略，並送交行政院災害防救委員
會之勘查小組幕僚組進行跨部會協商，研判是否有同一災區其災因分析不一致之情
形產生，或是某些致災原因無法具體呈現時，而需要進一步進行細勘。
3.細勘階段
如圖 3 所示，當勘查小組幕僚組研判決定進行進一步之細勘工作時，其將籌組
一專業性勘查團進行勘查，勘查期間幕僚組之工作人員亦將協同勘查，並於規定時
程內完成勘查技術報告書。
4.綜整分析階段
當各單位完成初勘與細勘結案報告書之後，科技中心將彙整所有勘查報告進行
綜整分析報告書之撰寫。
5.審議階段
將科技中心所完成之綜整分析報告書，分送各相關單位並舉行協商討論會議，
科技中心依據會議意見進行修訂，修訂後報告書提送勘查小組進行審議。

2.3 各部會災害勘查資料訪談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及災防會係為行政院重大天然災害勘查小組之幕僚單
位，為確實了解及掌握各機關現行天然災害勘查業務可提供之資料表單，派員前往
各機關實際訪談，確認可提供之資料內容及方式，並了解各單位目前災害勘查之作
業模式。
本次訪談單位係針對台灣較常發生之風水災與地震災害等相關業務權責機關，
且根據以往災害勘查經驗，有部分權責機關對於災害勘查項目尚有權責未釐清，非
全面性訪談與災害勘查有關之機關。共計訪談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等 9 個單位。
行程表如表 1，經過此次訪談結果，瞭解整體勘查作業機制仍有以下幾項問急需克
服，說明如下：
1.多數機關均依權責辦理災害勘查作業
目前所訪談之各機關均已針對業管之災害有進行災害勘查之作業，除行政院農
委會水土保持局及內政部營建署有制定相關災害勘查標準作業程序外，餘機關均依
照行政程序辦理災害勘查事項，且因災害勘查之專業性，故多由各機關之專業人員
擔任災害勘查人員，除非遇有重大災害，始會再邀請專家學者共同參與勘災作業。
2.尚未善用災害調查資料進行後續加值運用或減災規劃
訪談過程亦得知各機關對於重大災害事件皆有完整之調查報告，但因內部單位
業務屬性關係，因此彙整後災害調查報告有時未知會其他內部單位進行後續檢討、

減災規劃及加值運用，實屬相當可惜。
3.部分機關已建置災害勘查之電子資料庫
勘災作業需要大量的圖資、照片及調查表格，目前行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及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等 2 個單位均已發展建置電子資料庫，其中經濟部中央地質
調查所亦將調查表格建置於平板電腦內，可攜帶至勘災現場，即時紀錄災害調查資
料。惟因於災害調查現地多位於山區，網路通訊不佳，且若於災害現地調查時尚有
降雨狀況，則攜帶電腦有諸多不便，勘查人員多還是將資料以紙筆紀錄後待回到住
所再鍵入或傳回。
另各單位目前所產製之災害調查資料，其資料格式不一致，例如圖資比例尺、
座標系統、檔案格式等等，此將造成未來彙整各單位資料進行綜合分析之困難度。
4.機關權責重疊部分尚未釐清
部分河川、野溪及區域排水之權責尚未釐清，造成部分災區成為三不管地帶，
雖於今（96）年 2 月 14 日假經濟部水利署台中辦公室舉行中央管河川界點協商會議，
會議中決議中央管河川界點以上屬野溪，由行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或林務局治
理，以下屬河川，由經濟部水利署治理。野溪區對內有涉及疏濬事項時，由水保局
或林務局邀請水利署協商辦理之，其屬河川區段內有涉及水土保持事項時，由水利
署邀請水保局或林務局協商辦理之。惟迄今仍對於相關業管單位權責未明確劃分。
5.災防會的角色扮演
目前各機關多已本於權責辦理災害勘查業務，且各機關辦理人員多具相關專業
知能及實務經驗，並已有特定管道（例如直接對縣市政府業管單位或與技師公會）
可直接取得災區現場資料，故本會應立於綜整分析之角色，於災害發生後，通報各
災害相關單位依權責啟動勘災機制，規劃分配各單位之勘災項目、範圍及勘查重點，
待各機關之勘查報告撰寫完畢後，邀集專家學者就報告內容審視，如有權責劃分不
清或有爭議之議題再由災防會籌組災害勘查團，會同相關權責單位共同會勘，將不
致造成各單位勘查業務功能有重疊之慮。
另災防會可結合已建置電子資料庫之單位，將其所建置之資料庫連結到災害會
之防救災入口網站上，將全國災害資料予以統一彙整，以建置一災害資料共通交換
平台，則各部會在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期間均可統一由入口網站上取得相同的資
料。而第一線災情查報者，亦可將災情照片上傳至災防會的入口網站上，使中央災
害應變中心得以掌握第一手的現場資料。

三、勘查專家人才庫查詢系統之建立
過去因為缺乏勘災專家待命機制，因此每次勘災調查團隊的組成為因應時效問
題，通常需要在較短的時間內完成籌組，因此，為達到勘災專家人力資源待命機制
之目標，有必要建置各災害類別之勘災專家人才庫以供籌組團隊時之重要參考。
對於勘災專家人才庫之建置，本專案小組規劃從部會署公職人員、技師及各院
校防災研究中心與學會團體等三方面專家學者進行問卷調查，鑑於災害發生有地域
性關聯，因此各單位所推薦之勘災專家應盡量涵蓋全台各地區，並對所轄屬地區已
有深入了解，且於「重大災害勘查小組」啟動勘災時能機動性支援勘災作業。由於
考量未來災害專家人才庫的需求，地震及人為災害之災害隨時可能發生，因此配合
颱洪災害勘災專家人才庫之問卷調查時程，亦一併同時調查作業。
目前此項調查工作已展開執行，於 96 年 6 月底完成所有調查工作，後續 7 月及
8 月將利用所回收之調查資料，建置各災害類別之勘災專家人才庫查詢系統。
為配合重大災害之現地勘查團隊之籌組，因此科技中心乃針對國內與災害防救
領域相關之專家學者進行調查，調查之對象包含各部會署、大專院校、學會及民間
技師團體等；而對於每一專家學者，其調查重點包含個人基本資料、可參與勘災地
區、可協助勘災類別或專長及防救災相關經驗等項目。
勘災人才資料庫依據部會署、技師公會、學會及防災中心等三大分類進行資料
建置工作。而建置於勘災人才資料庫中的專家資料，依據分類統計如下表：
技師工會推薦

其他推薦

部會署及國營事業推薦

學會及研究單位推薦

57
1
156
75
此外，依據勘災專家人才調查表單內容開發相關系統功能。其中，完整的勘災
人才系統功能建置於勘災主要系統—「重大天然災害勘查資訊系統」
，但為提供資訊
化服務，故另外開發一專家人才查詢系統供外界查詢。兩系統中有關勘災人才系統
功能如圖 4 至圖 6 所示。

四、國內外重大天然災害事件之學習經驗
災後勘查最主要目的除探討分析致災原因外，其積極做為是應從災害事件記取
教訓，並提出具體解決方案及政策建議，供政府進行減災策略擬訂時之參考依據，
提升未來災害防救能力。因此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綜合評估今年度發生於國內之
重大天然災害事件，並且蒐集國外較具有學習經驗之災害事件進行檢討。回顧今年

度國內外重大災害事件中，在颱洪與乾旱災害方面，選取 0809 豪雨與聖帕颱風事
件、英國淹水事件、美國中部與中西部暴風雨淹水事件以及澳洲乾旱事件等；在地
震災害方面，選取印尼地震、索羅門群島強震海嘯、日本新潟縣中越海域地震及秘
魯地震等具有代表性災害事件，從這些災害事件檢討國內之現況問題，並提出具體
減災策略及重要學習經驗。

4.1 颱洪方面
1.正視全球氣候變遷影響，建議全面檢討防洪設計標準
國內應儘速效法英國環境署與氣象局，進行全球氣候變遷在氣候異常時之影響
及緊急應變處理之研究，並將相關資訊提供給大眾，以達減少災害損失及自然生態
環境破壞之目的，將對我國在主動防災、減災、防洪應變及重建之處置效能上有極
大的助益。近年來由於暖化及區域熱島效應，因此現在降雨集中區域與強度已與過
去差異甚大，各種降雨延時之最高紀錄持續往上推高，過去所興建之防洪排水設施
已無法抵禦如此高強度降雨，所以建議相關單位應儘速檢討各重要防洪排水設施之
設計標準，是否需要補強，並定期檢討修訂防洪設計規範。
2.進行河道及區域排水系統之疏濬清淤工作
由國內及英國的水災經驗中都可以看到，枯枝落葉和垃圾常阻塞區域疏洪排水
系統之水道，應於颱洪季節開始前作好檢查，要求徹底清除阻塞部分。另外過去一
年的颱風豪雨，將上游大量土石沖刷至下游河道及區域排水系統中，已減小主河道
通水斷面積，並抬高河川水位及阻塞下游中小型排水路之排水，因此建議災害主管
機關及各地方政府儘速進行河道疏濬清淤工作，以防止下次颱洪侵襲時造成更大之
災情。
3.儘速檢討山區公路排水之設計標準及工程設計規範
近年來每次颱洪豪雨侵襲時，山區交通道路受損相當嚴重，造成交通運輸不方
便，從媒體畫面可多次見到山區道路被強大洪水淹沒形成自然之排水路，侵沒時間
越久造成路基流失或邊坡崩塌，因此建議相關單位應儘速檢討山區公路排水之設計
標準及工程設計，以減少公路災害。
4.強化災害快速反應運作機制
在災前整備、災中應變及災後復建的運作上，美國聯邦政府以國土安全部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轄下的聯邦緊急事件管理署為主導，來協助潛勢災

區或災區的地方政府，予以必要的災前、災時及災後的支援，包括金援、技術、補
給品及設備等。目前在國內有類似的政府機關－行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也已有初
步之災前整備、災中應變及災後復建的運作經驗，不過尚缺乏完整的災害快速反應
計畫內容，實際運作上仍有不足之處，可以參照美國聯邦緊急事件管理署的經驗進
行補強。
5.推動建立流域綜合管理權責單位
參考國外先進國家之防洪治理經驗，從流域整體性觀點研擬防災減災策略，已
是解決集水區颱洪災害問題之顯學，而欲擬定流域整體性之減災策略，勢必由具有
流域統一治理事權之權責單位執行最適合，因此建議針對經常發生颱洪災害之主要
河川，推動建立流域綜合管理權責單位，以強化流域減災之業務及效能。
6.建置流域常態性監測及預警制度
台灣集水區地勢陡峭，加上是海島型國家，各種可能之氣象條件皆可能發生，
如何掌握氣象瞬息變化之趨勢，對於研判預警資訊有相當益處，但這僅依賴地面之
點觀測站是不夠的，尚需要如雷達或衛星等空間資訊之監測儀器輔助，才能提升其
監測及預警研判能力，因此建議建置流域常態性監測及預警制度，整合地面及空間
監測資訊，進行適時預警資訊研判，如此對於民眾生命安全可提升其保護程度。

4.2 乾旱方面
1.將水資源視為國家共有資產
水資源為國家共有資產，非單一行政區所有，應從流域管理的概念著眼，整合
流域的管理權責，將水資源做全區域合理性的分配。同時開發新水源，增加跨區域
水資源調度的能力。
2.制定合理水費價格
水價調整，除可抑制用水量外，也可以專款專用，對於供水系統的開發或維護
管理也有正面的幫助。另外對於中小型企業也應該依照用水量決定水費價格，並限
制合理的供水量，企業要自己想辦法解決水量不足問題，如採用循環再用水等。水
價並隨水資源豐估情勢機動調整，作為推動節約用水措施的一環。
3.推動社區雨水收集計畫
建立革命性思維來應付日益吃緊的供水挑戰，水不應只使用一次，集存雨水作

為非飲用水之用，如空調､廁所及花園澆水等，除了增加可用水源外，對於減少都
市降雨集流也有所助益。
4.提升污水處理廠的技術
污水處理為推動循環水再利用的重要基礎，以確保提供安全衛生無虞的可再利
用循環水。此外可研究佈設管線，將處理後的循環水送至一般家庭供沖廁及戶外之
用，或鼓勵企業接駁利用。

4.3 地震減災策略
大規模地震常常造成重大傷亡，對於同樣位於高地震活動的臺灣而言，值得深
入思考採取若干因應措施，減少大規模地震所造成的災害：
1.提高地震災害潛勢分析：
臺灣位於環太平洋地震帶上，地震頻仍，加上臺灣本島存在 42 條活動斷層，應
整合各學術單位及政府機關之研究與調查成果，詳細評估臺灣地區未來三、五十年
發生大規模地震之潛勢。
2.強化緊急應變體系：
中央及地方政府應強化大規模地震災害之緊急應變體系，並定期舉行演練。加
強中央對地方政府之支援協助及相鄰縣市政府之區域聯防機制，以整合救災資源及
能量。
3.推動強震即時警報系統：
由於現今科學技術尚無法有效預測地震來臨，我國宜及早投入強震即時警報系
統(Earthquake Early Warning system)的發展。在地震波尚未到達而造成重大災害前，
將地震資訊傳遞到遠距離都會區之相關單位及使用者，預先採取應變因應措施，減
少大規模地震所造成之人民生命財產損失。
4.強化災害資訊蒐集及傳遞系統：
大規模地震發生初期，往往電力及資通訊系統皆中斷，災害現場資訊不易取得
及回傳。應強化無線及微波等通訊設施，並運用航遙測技術取得災害現場影像，掌
握災情資訊並儘速回傳，以利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調度救災人力及資源。
5.指定地震災害防治強化重點地區：
由於防救災資源有限，應將地震災害高潛勢區域或政治經濟重要地區指定為地

震災害防治強化地區，以有效推動防救災對策。
6.定期舉行中央與地方聯合地震演練
針對指定地震災害防治強化重點地區，中央及地方政府應強化大規模地震災害
之緊急應變體系，並定期舉行演練。加強中央對地方政府之支援協助及相鄰縣市政
府之區域聯防機制，以整合救災資源及能量。
7.提升建築結構、公共設施及維生管線之耐震能力：
在大地震時建物倒塌是造成人員傷亡的主要因素，因此應盡速提升既有建築結
構與公共設施耐震能力，特別是在緊急應變時皆肩負重要任務的重要建築物，例如
學校、醫院、警政、消防及政府重要機關建築物等，必須加強其耐震能力，使其在
強震中依舊保有其原有功能。另外地震常引發火災、電梯受困及重要電信纜線斷線
等災害發生，因此亦應建立維生管線地震自動安全防護裝置，以減少地震災害所引
發其他災害之損失。
8.研擬海嘯災害防救因應對策：
臺灣本身因海底地形的影響受遠地地震所引起的危害性海嘯其可能性較低，但
是在歷史記載中，台灣確實受過近地地震引起的海嘯侵襲。國內海嘯研究起步較晚，
應儘速研擬海嘯災害防救因應對策，如包括：平時減災與整備措施、災前預警機制、
災時搶救及災後復建措施等，期能未雨綢繆，提高社會抗災能力，減輕地震海嘯災
害可能造成之損失與衝擊。

五、結語
由於過去對於災後調查機制之忽視，因此無法從災害中「記取教訓」
，因此造成
防救災效能無法提升，近年來由於政府已體認災後害重建與災前減災策略是無法分
割的，因此已開始著手勘災作業機制之規劃與推動，直至目前已完成整個機制規劃
之草案，包含組織人力架構、行政勘查作業程序及行政支援項目等，將來將利用實
際所發生之重大天然災害進行測試，檢討與修訂此草案，使勘災運運機制能更順暢；
另外亦建置勘災專家人才庫，以達到勘災人力待命機制，最後綜整 96 年度國內外重
大天然災害事件之分析評估，提出這些災害事件之學習經驗，供國內相關單位在進
行減災措施規劃時，能納入參考，並相信在中央與各部會署合力運作之下，必能使
災害之真相呈現出來，而使減災措施能「對症下藥」，使災害的損失能降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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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各部會災害勘查資料訪談行程表
受訪機關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地震測報
中心
行政院農委會農田水利處
行政院農委會林務局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日期
96/9/11

訪談重點
建築物資料掌握狀況、建築物毀損鑑定查報內容

96/9/11

地震事件相關監測資料之內容

96/9/13
96/9/13
96/9/14

農田水利災情統計資料內容、農田水利設施圖資內容
航空照片、正射影像等圖資提供之可行性及程序
地質與斷層分布資料之比例、野溪上流地質狀況調查
公路橋樑基本資料掌握之情況、對於公路橋樑毀損之狀
況掌握、道路通阻資料之掌握。
土石流現場即時影像提供、災情查報清單內容、舊有崩
塌地圖層資料、土石流災害附近崩塌地面積及下方保全
戶資料內容。
河川流域圖、水系圖、排水系統圖、水利設佈置圖等圖
資掌握狀況、水情監測資料之掌握狀況、水災災情查報
清單資料內容。
下水道圖資掌握內容、區域排水系統圖資掌握狀況、對
地震災害之調查現況、現行災害調查之作業程序。

交通部公路總局

96/9/14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96/10/4

經濟部水利署

96/10/4

內政部營建署

96/10/9

CEOC成立

科技中心
災情彙整組

災防會
災情監控組

進行災情蒐集與
資訊彙整工作

各災害主管單位籌組勘查團進行勘災工作

提出災情規模分析評估報告

災防會提出特殊災
情勘災分析報告

科技中心進行綜整分析提出綜合評估報告
災防會舉行第一次部會協商會議
部會署修訂初期勘災報告

勘查小組召集人
決定是否啟動勘災

科技中心進行綜合評估報告之修訂

是

災防會舉行第二次部會協商會議

勘查小組召開勘災協商會議，訂定各災害主管機關勘查災害種類、區域、調查重
點、報告內容、勘查表單及時程規劃

科技中心修訂綜合評估報告並陳報災防會

勘查小組幕僚人員提出勘查實施計畫書

圖 1 勘災啟動階段之行政運作流程

針對災害主管機關
之勘災結果具有不一致問題
決定是否啟動複勘

否

圖 2 勘災初勘階段之行政運作流程

災防會進行結案審查
作業程序

專家勘查團提出勘查結果報告
災防會舉行部會協商會議
科技中心修訂勘災綜合評估報告

細勘評估階段

專家勘查團進行現地勘查

資訊綜整
現地勘查 與陳報

是
災防會乃籌組專家勘查團

災防會進行勘災成果結案審查作業

圖4

勘災人才系統功能架構圖

圖 3 勘災細勘階段之行政運作流程

圖5

勘災資訊入口網站

圖6

人才資料查詢

初勘評估階段

災情達到某一程度規模，雙方認為已達到勘災啟動之條件，則邀集
相關人員舉行勘災啟動研判會議

各災害主管單位提
出勘災分析報告

資訊綜整分析與陳報

啟動評估階段

雙方勘查小組幕僚聯絡人隨時保持聯繫，相互討論災情規模

現地勘查

勘查小組
幕僚人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