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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工業專用港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經濟部 101 年 7 月 23 日經工字第 10104605290 號函核定 

經濟部 104 年 2 月 3 日經授工字第 10420400431 號函核定修正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計畫依「工業專用港或工業專用碼頭規劃興建經營管理辦

法」第五十條訂定之。 

第二條 為有效處理和平工業專用港（以下簡稱本港）可能發生之災

害，確保港埠設施、船舶及人員安全，特訂定本計畫。 

第三條 本港位於花蓮縣秀林鄉和平村之和平工業區內，北與和平電

廠為鄰、西以北迴鐵路為界、東臨太平洋，其港區範圍如附

件 1。 

第四條 本計畫適用範圍如下： 

一、港區火災處理。 

二、裝卸作業災害處理。 

三、海水污染處理。 

四、天然災害處理。 

五、船舶海難處理。 

六、其他危及港埠設施、船舶及人員安全之災害處理。 

第二章 災害等級區分 

第五條 港區災害依其程度區分為下列四種等級： 

一、綠級狀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單一地方主管災害機關可逕予處理。 

（二）本港港域內單一業者之事件。 

二、黃級狀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跨二以上主管災害機關單位協同處理。 

（二）本港港域內跨二業者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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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橙級狀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本港港域外事件影響至本港運作。 

（二）本港港域內事件經跨機關協調處理，可短期排除。 

四、紅級狀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本港港域內事件影響至港域外。 

（二）本港港域內事件經跨機關協調處理，無法短期排

除。 

第三章 災害應變中心組織及指揮系統 

第六條 本港依災害程度設置災害應變中心，其組織架構及指揮系統

如「和平工業區專用港各階段災害指揮系統圖」如附件 2：  

一、綠級狀況： 

各類災害發生之初，和平工業區專用港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簡稱港公司）港埠作業單位、各相關部門或事

故船舶、現場作業單位應即採取迅速有效之搶救措施；

並由港公司統籌港埠作業單位及各相關部門，依任務編

組成立和平港災害應變中心（以下簡稱災害應變中

心），由港公司總經理擔任現場指揮官負責統籌指揮港

區內災害之處理。災害應變中心之編組及職掌如「和平

工業區專用港災害應變中心各編組工作職掌」如附件 3

及「和平業區專用港港災害應變中心人員及代理人員」

如附件 4。 

二、黃級狀況： 

倘災害事故跨本港港域內兩個以上災害機關或業者

時，由港公司災害應變中心與主管災害機關或業者協同

處理。 

三、橙級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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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災害擴大、危及港區安全之虞者，本港港埠作業單位

及相關部門對於各種災害無法自行處置，港口管制組即

時通報經濟部工業局和平工業專用港管理小組（以下簡

稱管理小組）。 

四、紅級狀況： 

倘災害仍無法有效抑制或災害情況更形嚴重已達「經濟

部工業局所轄工業區（港）災害（污染）事件處理業務

計畫」紅級狀況標準，則由管理小組循其通報程序，由

經濟部或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成立中央災害應

變中心後，接受其指揮持續救災。 

五、經濟部工業局(以下簡稱工業局)及管理小組接獲工業專

用港災害(污染)事件通報後，經研判需成立應變小組

時，應立即呈報主管成立，應變(通報)組織及任務如下： 

（一）工業局災害應變小組 

1、局長擔任召集人。 

2、副局長擔任副召集人。 

3、當本港發生災害(污染)事件時，由工業區組組

長擔任執行秘書，並指派工業區組人員擔任

小組成員。 

4、當災害(污染)事件無法於短時間結束及經濟部

或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成立中央災害

應變中心並通知進駐時，得召集其他相關組

室派員共同參與編組與輪值作業。 

（二）工業專用港災害緊急應變小組： 

1、工業專用港管理小組主任擔任召集人。 

2、科長擔任執行秘書，指派適當人員及召集港

公司人員擔任小組成員，執行及督導港區災

害或污染之應變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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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災害之通報處理 

第一節 災害通報 

第七條 港區發生災害，應依下列方式通報，並由港公司立即轉知

管理小組： 

一、發現者應即刻通報信號台。 

二、信號台值班人員接獲通報後，應即呈報主管並成立災

害應變中心，進行災害處理。 

三、倘災害程度綠級狀況現場指揮官無法自行處理，災害

等級提升至黃級，港公司應通報各主管災害機關協同

救災如附件 5。 

四、倘災情持續擴大，黃級狀況現場指揮官仍無法控制處

理時，災害等級提升至橙級，應通報管理小組協助救

災。 

五、倘災情仍持續擴大，橙級狀況現場指揮官已無法控制

處理時，災害等級提升至紅級，應通報中央災害應變

中心協助救災。 

第八條 港區內發生任何災害後，所有現場人員除應即刻迅速採取

有效救災措施外，災害現場發現者應依災害種類立即通

報： 

一、火災事故: 依「和平工業專用港港區消防異常及火災

通報順序表」如附件6所列順位及通報時間進行通報。 

二、船舶海難、裝卸作業災害、海水污染、天然災害及其

他災害: 依「和平工業專用港災害即時通報順序」如

附件 7 所列順位及通報時間進行通報。 

三、各相關部門於接獲通報應即進行搶救作業，並通知相

關主管人員儘速赴現場指揮處理。 

第九條 港公司於災害發生時應填具「和平工業專用港災害通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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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附件 8 向管理小組報備。 

第二節 災害處理 

第十條 港區災害處理: 

一、綠級狀況： 

港區內發生輕微災害，由港公司港埠作業單位或各相關

部門調派人力及機具自行處理災害。 

二、黃級狀況： 

由港公司與主管災害機關或業者調派人力及機具協同

處理災害。 

三、橙級狀況： 

由工業局調派人力及機具協助港公司進行救災，並由工

業局災害應變小組指揮監督持續救災。 

四、紅級狀況： 

由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調派人力及機具協助港公司進行

救災，並由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監督持續救災。 

第十一條 港區災害處理所發生之一切費用及損失，應由救助標的物

所有人負擔。 

第十二條 港區火災處理 

一、發現者應即報告現場主管及號誌通訊課，隨後依火災

性質及現有消防能力，就近利用泡沫、乾粉滅火器等

器材或其他消防設備先行進行滅火。 

二、倘現場災情持續擴大，無能力自行處理時，應通報消

防單位及港警隊並成立災害應變中心，由現場指揮官

負責統籌指揮港區內災害之處理並通報管理小組。 

第十三條 裝卸作業災害處理 

一、貨物損害、船岸機具及設備損害等災害處理：依「和

平工業專用港港勤及棧埠作業規定」及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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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危險物品裝卸發生事故之處理：依「和平工業專用港

危險物品裝卸作業規定」辦理。 

三、倘有人員傷亡應即通報消防單位處理。 

第十四條 海水污染處理 

一、海水污染之範圍包含如下： 

（一）依據行政院九十年四月十日台九十環字第０二

二三二九號函及九十三年十月十二日院臺環字

第０九三０００四三七五一號函修正核定「重

大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計畫」，所稱之範圍包

含： 

1、油輪發生事故，造成油料外洩或有油料外洩

之虞者。 

2、船舶發生海難或其他意外事故，造成船舶載

運物質或油料外洩，致有危害人體健康、嚴

重污染環境之虞者。 

3、因油料排洩，造成嚴重海洋環境污染者。 

（二）工業區或船舶之化學物質或事業廢棄物對港區

水域產生污染者。 

二、港公司接獲港區外油污及其他污染災害通報時，港口

管制組（信號台）應即通報管理小組依重大海洋油污

染事件通報流程如附件 9 通報相關機關應變。 

三、「海洋污染防治法」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海洋環境污

染，應由海洋污染行為人負責清除之。船方應採取緊

急措施，防止油污繼續洩漏至海面並負責清除之。 

四、 港公司派員至油污現場瞭解污染範圍，並視風向、海

象等狀況，以適當方法防止油污擴散，避免災害範圍

擴大並迅速清除漏油。 

五、港公司應隨時回報處理之情形，若超過本身能清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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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時，應即通報管理小組請求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採

重大海洋油污染第三級應變層次採取應變措施。 

第十五條 天然災害處理 

一、颱風災害防範及處理作業： 

（一）災害應變中心成立：本港於接獲中央氣象局對

本區域發佈海上、陸上颱風警報時，即成立災

害應變中心，由港埠作業單位、各部門及引水

人辦事處依職掌加強防颱準備（夜間及例假日

視需要調派）。 

（二）倘經中央氣象局對本區域發佈海上、陸上颱風

警報時，港公司依下列事項辦理： 

1、依和平工業專用港港務部颱風期間準備事

項辦理。 

2、各部門依防颱檢查表查檢相關事項。 

3、依和平工業專用港災害應變中心因應颱風

季節警戒注意事項辦理。 

（三）港公司將依據「和平工業專用港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颱風及惡劣氣海象影響期間船舶靠泊作

業要點」，除港勤船舶外，在港船舶應於發出

船舶避颱通知書後或之前，做好必要之安全措

施或停止所有作業出港避風。 

（四）颱風來襲時之處理措施：值勤主管或號誌通訊

課（港口管制組）應隨時注意颱風動態，並將

災害情形查報災害應變中心，並對搶救工作做

適當之處理。 

二、地震防災處理作業： 

（一）本港地震災害之預防及應變處理，應依「地       

震防災應變措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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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震通報時機： 

若中央氣象局觀測站最大震度 5 級以上，港公

司應即通報管理小組。 

三、海嘯處理作業： 

接獲有關海嘯預警訊息後，港公司應即依「和平工業

專用港海嘯應變作業要點」如附件 10 進行應變處理。 

四、漂流木之處理： 

    天然災害發生後之港區漂流木，依「和平工業專   

    用港天然災害漂流木處理標準程序如附件 11 辦理。 

五、疫情處理作業： 

港公司倘接獲有關貨輪船上人員有病患、死亡或鼠類

有不正常死亡情事或其他疫情報告時，港口管制組

（信號台）應儘速通報檢疫單位（衛生福利部疾病管

制署東區管制中心）、鄰近醫療單位及管理小組並配

合檢疫單位作相關前置作業及作業後之工作。 

六、漂流物、沉沒品、其他救出物品保管、處理： 

（一）港區內沉船、物質、漂流物，未經申請工業局

核准，不得擅自打撈。 

（二）港區內之沉船、物資、漂流物，所有人不於工

業局公告或通知之限期打撈、清除者，由港公

司打撈、清除。所有人不明，無法通知者亦同。 

（三）沉船、物資、漂流物之位置，在港口、船席或

航道致阻塞進出口船舶之航行、停泊、必須緊

急處理時，得由港公司逕行打撈、清除。 

（四）港公司打撈、清除之沈船、物質、漂流物，所

有人不於工業局通知限期內繳納打撈、清除費

用後領回或所有人不明者，由工業局公告拍

賣。其拍賣所得價金，除抵繳打撈、清除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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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其餘發還所有人或保管公告招領。經公告

滿六個月後仍無權利人領取時，工業局取得其

所有權。 

七、天然災害產生之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 

因天然災害於港區所產生之一般廢棄物，由港公司自

行或委託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清除、處理之。 

第十六條  船舶海難處理 

一、港區內發生災害之處理方式： 

（一）船舶於發生意外事故時（包括船舶故障、沉沒、

擱淺、碰撞、失火、爆炸），船長或引水人除

立即採取緊急處理及防止油污外洩外，應優先

通報港公司及航商；港口管制組獲報應即通報

蒐證組、行政組及鄰近救援單位。 

（二）港公司獲報應即安排港勤船舶全力配合搶救，

並視船舶災害情況，如有危急港埠設施或鄰近

船舶之虞時，應將其拖離船席或拖出港外或對

鄰近船舶進行移泊作業；事後由港公司依規定

向事故船舶航商請求支付救助費用。 

（三）航商應即洽請相關救援機構協助處理，並於期

限內完成打撈、移除船舶及其所裝載貨物等善

後之工作；倘有損及本港港埠設施時，則依相

關法規辦理。 

二、船舶於本港附近海域發生海難意外事故逕尋求港公司

拖船前往救援時，應先經管理小組同意後依「和平工

業專用港一般海難港勤船緊急拖救作業手冊」如附件

12 辦理。 

三、遇難或避難船舶，除依「工業專用港或工業專用碼頭

規劃興建經營管理辦法」第四十七條規定辦理外，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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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進入本港之必要時，經管理小組會同相關機關檢

查，並於進港泊靠後依上述經營管理辦法第四十八條

規定應即補辦相關手續。 

第十七條 其他災害處理 

一、其他災害係指不屬本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所指之災害。 

二、發現各項港埠設施損壞，應即通知工務課搶修。 

三、設施損壞現場應迅速以圍籬阻隔，並樹立警告標誌、

燈號，以策安全。 

第十八條 政府機關徵用港公司所屬港勤拖船協助海難救援作業，港

公司於接獲政府機關緊急徵用本港拖船救援通知（相關通

訊資料詳如附件 13，通知書如附件 14）後，港公司認為有

必要時，港口管制組（信號台）即行通報管理小組依指示

調派拖船前往救。 

第十九條 本港緊急撤離作業，詳如「和平工業專用港撤離作業計畫」

如附件 15。 

第五章 災後檢討與復原 

第二十條 災害處理完成後，港公司應召集相關單位檢討分析災害發

生之原因，並提出改善對策檢同相關資料函送管理小組備

查。 

第六章 附則 

第二十一條 港公司應詳訂和平工業專用港災害防救業務作業手冊，

送管理小組備查，修訂時亦同。 

第二十二條 本計畫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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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工業專用港海嘯應變作業要點 

一、為快速正確處置海嘯事件之人員疏散與減輕港埠設施、船舶損傷

程度，並掌握災後搶救契機與港口復原重建，特訂定本要點。 

二、災害影響之研判  

(一) 與中央氣象局密切聯繫並廣泛由各式媒體瞭解，確知海嘯來向

與規模、襲經國家造成之損害等情形，研判正確處置方針，特

別是人員疏散的必要性應列為應變首位。  

(二) 巨大海嘯事件之災害對港口地區影響不下於震災，更遠甚港區

各項災害事故；海嘯事件不同港區其他災害必須立即面對搶

救，前者於必要時須以避難為先；海嘯事件不同於地震，前者

有疏散的時間，惟須掌握有限的生機。  

(三) 巨大海嘯事件的前置應變時間短暫，應掌握預留足供充份疏散

的時間，並於限定疏散或避難時點前全力進行港埠設施與船舶

之減災工作。  

三、防救災應變體系： 

本港災害應變中心組織之最高指揮官為總經理，統籌指揮現場各

項搶救應變作業，其組織為：  

（一）(海嘯)災害應變中心： 

1、成立時機：本港於接獲中央氣象局海嘯警報發佈後，如

認為有可能侵襲本港之虞時，本港即成立(海嘯)災害應變

中心，並由本港總經理率同執行秘書港務部經理統一指

揮。 

2、功能：負責防救災行動之指揮及調派、對外申請支援、

發佈新聞之樞紐。 

3、總指揮官：由本港總經理擔任全權負責指揮，並得由執

行秘書港務部經理受總經理之令協助指揮。 

4、設置地點：各組成員緊急進駐海嘯災害應變中心（設於

附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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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港務大樓三樓第二會議室或另於適當地點設置，以

免被波及而喪失指揮功能），集中辦公。 

（二）(海嘯)災害應變中心任務分組： 

1、成員：由執行秘書、救災組、救護組、港口管制組、行

政組、後勤支援組及蒐證組等組成。 

2、任務分工：  

（1）執行秘書：負責協助現場指揮救災聯繫工作、協調

外界救災資源提供。 

（2）救災組：負責事故之搶救應變、事故設備搶修、港

區設施、港勤船舶、機具、電力等搶修、執行專業

救災工作、執行船隻緊急拖離、落海貨物、設備、

機具及漂流物之打撈、環境清理與消毒。 

（3）救護組：負責醫療救護與地區責任醫院之連繫。 

（4）港口管制組：負責現場管制警戒與疏散引導、人員

清點、海嘯訊息傳遞及海上交通控管。 

（5）行政組：負責內部聯繫、外界求援聯繫、向上級及

有關機關通報，整彙事件資料呈報上級及主管機關。 

（6）後勤支援組：負責救災與後勤物件之提供、督導港

區緊急搬運工作。 

（7）蒐證組：負責現場災況及救災過程存證、現場災情

記錄、協助公署單位相關勘災調查。 

四、應變處置  

 (一) 小規模海嘯：中央氣象局僅發佈「海嘯警報」，但未發佈「疏

散警報」，海嘯僅造成水域波浪起伏，無侵襲上岸之狀況。  

1、港口管制組（號誌通訊課）呈報執行秘書（港務部經理）

後，發佈「和平港船舶海嘯警報通知書」(詳 10-7、10-8

頁)，本狀況不需疏散，(海嘯)災害應變中心留應變中心應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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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實施港區海上交通管制。本港信號台通報港內外停泊或航

行中之船舶採取防範措施，加強繫纜、增掛碰墊或下錨

等，已駛抵港口外海水域船舶應離港避災。  

3、(海嘯)災害應變中心通令各現場單位應即停止作業並對

船、機、貨物實施加固措施，並通知各船務代理公司協助

相關應變措施。  

4、要求港內所有漁船應駛至各漁港內避浪，不得停泊或駐留

本港區碼頭及港內水域。  

5、配合中央氣象局，港口管制組（號誌通訊課）呈報執行秘

書（港務部經理）後，發佈「和平港船舶海嘯解除警報通

知書」(詳 10-9、10-10 頁)。 

(二) 中規模海嘯：中央氣象局發佈「海嘯警報」以及「疏散警報」，

海嘯預期將侵襲上岸但主要影響為本港部份地區之狀況。  

1、港口管制組（號誌通訊課）呈報執行秘書（港務部經理）

後，發佈「和平港船舶海嘯警報通知書」，(海嘯)災害應

變中心留應變中心應變，考慮疏散受影響區域人員之必

要。  

2、棧埠作業單位應變處置時間應為「海嘯警報」發佈至「疏

散警報」發佈之間，至少應預留 20-30 分鐘疏散，應特別

注意時間，非應變處置人員應即早疏散。  

3、除小規模海嘯之應變處置作為外，要求港區各辦公處所門

窗應確實加固與防漏；非必要使用之水、電、瓦斯、輸油

等管線應予關閉；對地下室及易積水處應預為防堵並將重

要文件、設備移至高處。  

4、港務警察局實施陸上交通管制巡邏，控留各項疏散動線，

不受影響地區之棧埠單位人員可以高處避難。  

5、工程單位進行工程檢查與材料加固等防範措施，必要時機

具、駛離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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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作業現場存放貨物應加固或移至安全地點，裝卸機具應移

置固定位置。  

7、檢查對外聯繫支援之電話是否均能暢通。 

8、配合中央氣象局，港口管制組（號誌通訊課）呈報執行秘

書（港務部經理）後，發佈「和平港船舶海嘯解除警報通

知書」。  

(三) 大規模海嘯：中央氣象局發佈「海嘯警報」以及「疏散警報」，

海嘯預期將侵襲上岸且可能襲捲全港之狀況。  

1、港口管制組（號誌通訊課）呈報執行秘書（港務部經理）

後，發佈「和平港船舶海嘯警報通知書」，全港人員均應

考慮疏散之必要，如本港大樓亦安全有虞時，緊急應變小

組亦應疏散避難。  

2、全港應變處置時間應為「海嘯警報」發佈至「疏散警報」

發佈之間，至少應預留 20-30 分鐘疏散，應特別注意時間。  

3、應變處置作為同中規模海嘯，準備疏散交通工具，並配合

花蓮縣政府規劃之疏散路線與安全高程。  

4、配合中央氣象局，港口管制組（號誌通訊課）呈報執行秘

書（港務部經理）後，發佈「和平港船舶海嘯解除警報通

知書」。 

五、疏散  

(一) 中規模海嘯：  

1、中央氣象局發佈「疏散警報」後，棧埠作業單位應停止應

變處置作為，即依規定進行疏散。  

2、本港提供港務大樓 3 樓為第一避難所。  

(二) 大規模海嘯：  

1、中央氣象局發佈「疏散警報」後，本港所有人員應停止應

變處置作為，即依規定進行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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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員配合花蓮縣政府規劃之疏散路線，或儘可能向鄰近山

坡方向疏散避難。  

3、(海嘯)災害防救中心人員應攜帶行動電話，俾利召集災後返

港復建。  

六、災後復建  

(一) 搶救與搶修  

1、現場災情處理應以人員安全為優先考量，清查港區如有不

穩定設施（備），應即妥善清除。或列出損害情形與設備

清單報告指揮官，並做搶修復原方案建議。  

2、港區內土木建築設施設施、翻覆船舶有坍塌或危及人員安

全之慮時，各權責部門及單位應予緊急搶修或拖離或警戒

封閉、交通管制或採取其他緊急措施，並向防救中心通報。  

3、初步搶修作業以排除可能構成危險情況為優先。  

4、通報醫療、電力、自來水、電信等相關單位支援搶救(修)，

必要時並通報國家搜救指揮中心、花蓮縣政府、國軍單位

協助救援。  

5、港警局加強管制、防範破壞，維持港區治安與秩序。災變

現場施行警戒，防止非復原作業人員進入。  

6、配合和平消防隊啟動重大人員傷亡救援醫療系統。  

7、配合衛生部門辦理港區消毒防疫等措施，避免感染疫情。  

8、災後由本港發言人制度統一發布新聞稿。  

(二) 復建  

1、工程、業務部門組成勘查小組彙整災情(棧埠及港區各公司

災情由業務部門負責彙整)，向應變中心提出災情報告。  

2、港埠設施、機具、電力、通訊、打撈等，工程單位應以港

區現有人力及機具設備能量可以辦理者應立即迅速辦理。

如災情重大無法自行辦理者，以緊急招商進行復建。其優

先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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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航道、導航設施、碼頭、港勤機船  

(2) 道路、橋樑、水電設施  

(3) 裝卸機具、倉庫、浮筒、防波堤  

3、海嘯導致港埠作業全面癱瘓時，由本港協助滯港船舶駛往

其他商港停靠作業。通知近期擬進出港船舶延期、改期或

取消。  

4、與各港及中國驗船中心成立鑑定小組，協助業者鑑定船損

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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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工業區專用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Hoping Industrial Port Corporation 

 

和平港船舶海嘯警報通知書 

 
００年００月００日００時００分 

中央氣象局已於００月００日００:００發布花蓮為海嘯警報之警

戒區域，目前海嘯警報詳如附件，因海嘯可能對本港造成威脅， 為

維港埠設備及船舶安全，請 貴公司立即安排所屬在港船舶出港避海

嘯，如因滯港所造成任何損害，概由該輪船長負完全責任。 

 

               此      致 

台灣水泥(股)公司和平分公司和平廠(Fax：03-8682006) 

和平電力(股)公司(Fax：03-8682050) 

代理行清單 (Fax：) 

和平港引水人辦事處(Fax：03-8681468) 

經濟部工業局和平工業專用港管理小組(Fax：03-8682080) 
     
 
 

                          和平工業區專用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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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工業區專用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Hoping Industrial Port Corporation 

 
Ho-Ping Harbor Notice on 

Vessel Leaving the Harbor to Avoid Tsunami 
 

The Central Weather Bureau has promulgated Hualien is a regional tsunami 
warning alert, the current tsunami warning details such as attachments, 
considering that tsunami will be threatened the Harbor,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the facilities and vessels in the harbor, we urge your 
company to immediately arrange your ships to leave the harbor to avoid the 
tsunami. For any and all damages incurred due to the demurrage of a ship, 
the captain of the ship shall be held fully liable for the damages and losses. 
 
To: 

Taiwan Cement Corporation, Hoping Branch ( Fax：03-8682006) 

Ho-Ping power Company (Fax：03-8682050) 

Related correspondent（Fax：） 

Hoping Harbor Pilot Office(Fax：03-8681468) 

Hoping Industrial Harbor Administration(Fax：03-8682080) 

 
        

            Hoping Industrial Port Corporation 

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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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工業區專用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Hoping Industrial Port Corporation 

 

和平港船舶海嘯解除警報通知書 

 
００年００月００日００時００分 

中央氣象局已於００月００日００:００發布解除海嘯警報，請 貴

公司轉請所屬出港避難船舶告知本港己恢復正常運作。 

 

               此      致 

台灣水泥(股)公司和平分公司和平廠(Fax：03-8682006) 

和平電力(股)公司(Fax：03-8682050) 

代理行清單(Fax：) 

和平港引水人辦事處(Fax：)     

經濟部工業局和平工業專用港管理小組(Fax：03-8682080) 
 
 

                          和平工業區專用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和平工業區專用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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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ping Industrial Port Corporation 

 
Ho-Ping Harbor Notice on a tsunami lifted warning 

 
The Central Weather Bureau has promulgated a tsunami lifted warning, 
Please turn your company please inform an outbound ship refuge ,the 
Harbor has returned to normal operation. 
 
 
 
To: 

Taiwan Cement Corporation, Hoping Branch ( Fax：03-8682006) 

Ho-Ping power Company (Fax：03-8682050) 

Related correspondent（Fax：） 

Hoping Harbor Pilot Office(Fax：03-8681468) 

Hoping Industrial Harbor Administration(Fax：03-8682080) 

 
        

            Hoping Industrial Port Corporation 

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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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工業專用港漂流木處理標準程序 

一、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漂流木處理作手冊辦法」規定訂

定。 

二、漂流木處理範圍： 

（一）411 及 403 地號土地範圍內海堤及海灘不具標售價值漂流木

之清理工作由港公司辦理。 

（二）410 地號土地範圍內海堤及海灘不具標售價值漂流木之清理

工作和電公司辦理。 

（三）410 地號與 411 地號之間包含之未登記地號土地海灘由花蓮

縣政府負責清理。 

三、漂流木通報時機： 

港公司業務課（行政組）依「處理天然災害漂流木應注意事項」

相關規定行文花蓮縣政府派員協助辨識、註記、檢尺。 

四、漂流木打撈清理（含岸邊與水域）及提供堆置場所與保管： 

天然災害發生後之漂流木，由港公司於 24 小時內主動派員作必要

處置，貴重漂流木之堆置及保管將暫存於港區內適宜場所。 

五、清除再利用或作其他妥適之處置： 

漂流木經花蓮縣政府及林務局認定無經濟利用價值雜木時，港公

司得依廢棄物清理法之一般廢棄物清除、再利用或作其他妥適之

處理，必要時請當地環保或消防單位協助。如經判定為有經濟利

用價值漂流木時，則由花蓮縣政府及林務局自行保管、處理。 

六、港區進出封閉性海灘管理維護事項： 

港公司同意花蓮縣政府由港區內北外防波堤進出和平溪口以南至

和平工業專用港出海口北岸事性海堤，海堤內所包圍之封閉性海

灘進行具有標售價值與不具標售價值漂流木清運施工事宜。 

七、緊急聯絡人名單：業務課林姿秀 03-8681477 分機 222 

八、和平工業專用港天然災害漂流木處理流程（附圖 1）。 

附件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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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工業專用港天然災害漂流木處理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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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工業專用港一般海難港勤船緊急拖救作業手冊 

一、為因應和平工業專用港（以下簡稱本港）港內及港外船舶緊急拖救之

需，以確保船舶及本港港埠設施安全，和平工業區專用港實業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簡稱港公司）特依本港災害防救業務計畫，訂定本作業

手冊。 

二、本港屏障僅為南北二防波堤，無自然岬灣或灣澳之遮蔽，因外海地形

陡峭，颱風侵襲時形成之湧浪易使港內泊靠船舶發生斷纜情事而危及

船舶與港埠設施安全，倘因而造成船舶擱淺或沉沒，將使本港營運陷

入停擺，故於中央氣象局發佈花蓮地區為陸上颱風警報之警戒區域，

且本港已發佈船舶避颱通知時，船舶即應儘速出港避颱，若船舶拒不

出港，港勤課即依本港船席之指定調配作業手冊之規定協調引水人及

港勤船船長後，安排港勤船將該船舶拖帶出港。 

三、本港港勤船係以協助船舶入出港、碼頭間移泊等一般性港勤功能而購

建，非屬救難船舶，其裝備與海事救難公司之救難船備有完整之救難

設備有所區隔。惟於港外船舶失去動力緊急向港公司求援時，應先由

引水人及港勤船船長依當時氣海象條件研判協助拖救之可行性與拖救

模式後，港公司據以配合調度，港勤船作業限制如下：  

(一)風力限制：平均風力 6 級以下。  

(二)引水人登輪之波高限制：白天為 2.0m 以下，夜間為 1.5m 以下。 

(三)待救援船舶之船位應距離本港 10 浬以內，且以港公司雷達掃瞄得

到者為限。 

四、經引水人及港勤船船長研判可前往救援時，信號台應速通知該船舶之

船務代理行依規定完成申辦手續後，始安排港勤船前往救援，並由引

水人負責指揮拖救任務。港勤船緊急拖救之相關規定如下： 

(一)拖救原則： 

因本港不具備避颱條件，拖救任務以將該船舶拖往其他可避颱地

區為原則。 

(二)申辦程序： 

委託單位應填具本港「港灣業務申請單」(詳 22-4)，敘明待救援船

附件 12 



 12-2

舶相關資料(船位、船籍資料、待救援事由)、所需港勤船艘數、預

定救援時程等，向港公司提出申請後，港公司依港勤船現況機動

調派。 

(三)港勤船收費標準：                            單位：
元

/時．艘 

項次 項目 單價 備註 

1 曳船費 29,400 
以港勤船駛離本港港勤碼頭為起算時間、港

勤船靠回港勤碼頭為終止時間。 

2 港外作業加成費 29,400 同上。 

3 夜間作業加成費 11,760 
(1)拖救時間中跨越 18:00~翌日 07:00 之時

段，加計此項費用。 

(2)依曳船費 4 成計收。                                 

 

4 

 

拖船纜繩使用費 

 

4,000 

(1)帶上纜繩時為起算時間、解開纜繩時為終

止時間。  

(2)因拖救作業肇致纜繩損傷時，應視其損害

程度適度賠償，若拉斷則應負責賠償。 

5 行政管理費用 依 1.~4.項計費總數之 10﹪計列。 

說明：1.本收費標準非「工業專用港或工業專用碼頭港埠費用收費辦法」所訂之費率，

調派與否尊重委託單位意願。 

2.每次使用以 1 小時為基本計費單位，不足 1 小時以 1 小時計；超過 1 小時則

以 0.5 小時為計費單位，不足 0.5 小時以 0.5 小時計。累計時數若未超過 5

分鐘則可免計。 

   3.委託單位須先繳交預估費用之 9 成予本公司。 

   4.若在救援過程肇致港勤船設備損害時，委託單位應負責修復。 

   5.因本次作業而增加之額外費用另計(如：港勤船外加之保險費、船員工作獎

金…)。 

(四)港勤船能量：                             

船名 建造 

年月 

船舶尺寸(m) 

長×寬×深 

吃水 

(m) 

淨噸位 總噸位 

 

馬力 

(h.p.) 

航速 

(knot) 

備註 

和港 1號 88.5 29.47×11×4.2 4.2 120 400 1810×2 11  

和港 2號 88.5 29.47×11×4.2 4.2 120 400 1810×2 11  

和港 3號 88.6 29.47×11×4.2 4.2 120 400 1810×2 11  

註:上表所列之航速受天候及海況之影響(如天候海況惡劣，航速將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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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經引水人及港勤船船長研判倘前往救援將危及港勤船本身安全時，考

量本港港勤船適航性及船員之安全，信號台即不調派港勤船出港，並

隨 即 通 知 該 船 舶 之 船 務 代 理 行 轉 向 海 巡 署 第 六 海 巡 隊

（ 03-8233781~2 ）、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 02-27373395 、

02-27357011）、船舶救助中心（02-25333181~3 轉 682262）、花蓮港務

局（03-8344476）、交通部（02-23492883、02-23492310）等單位請求

支援。 

六、本作業手冊經港公司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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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工業區專用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Hoping Industrial Port Corporation 

港灣業務申請單 

單號：              民國  年  月  日填 

代理行 

客戶編號 
 簽證號碼  

營利事業 

公司名稱 
 

營利事業

統一編號 
 

中文船名  英文船名  

國籍  總噸位 噸 長度 公尺 

貨物名稱  
裝     噸 

卸     噸 

預定  年  月  日  時  分進港 預定  年  月  日  時  分出港 

申 

請 

事 

項 

 船席調派：請求指定停泊  碼頭 

 給水：□不需要  □給水    噸（預定 年 月 日） 

 總噸伍佰噸以下船舶帶解纜：□自理  □委託辦理 

 其他： 

 

 

代理行名稱：         簽章： 

 

 

 

 

 

 台泥企業團 
 The TCC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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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工業專用港通訊資料一覽表》    

壹、信號台(人員採 24小時三班制值勤)通訊資料如下： 

1、聯絡電話：(03)8681477ext.358 

專線：(03)8682057 

傳真：(03)8682059 

2、和平港埠電台（Ho-Ping Port Radio）聯繫頻道： 

海事頻道 發射頻率 

CH 09 156.450 

CH 11 156.550 

CH 71(CH16) 156.575 

港勤頻道 發射頻率 

CH 101 141.22 

貳、和平港公司各部門主管通訊資料： 

1、號誌通訊課課長：李方中（0910656869） 

2、港勤課課長：游文輝(0925800411) 

3、業務課課長：林大正（0917157051）  

4、總務課課長：林大正（0917157051）  

5、港務部經理：莊炳煌(0925800413) 

參、經濟部工業局和平港管理小組通訊資料： 

1、專線：(03)8682078 

傳真：(03)8682080 

2、主管：劉科長家豪（0919238703） 

肆、為爭取救援時效，和平港公司於接獲政府機關緊急徵用本港拖船

之救援通知後，被通知人即行通報總經理並立即通報管理小組，

並請拖船熱機待命，隨即依管理小組指示調派拖船前往救援。 

伍、和平港公司已將蘇澳港務局納為區域聯防之聯絡單位，以利海難

事件發生時相互支援之需。 

附件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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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工業專用港災害應變中心組織架構圖 

 

 
 
 
 
 
 
 
 
 
 
 
 
 
 
 
 
 
 
 
 
 
 
 
 
 
 
 
 
 
 
 
 
 
 
 

附件 2 

現場指揮官/總經理 

執行秘書/ 
港務部經理 

救
災
組 
/
工
務
課 

救 
護 
組 
/ 

業務課 
、 

財務課 

港口 
管制組

/ 
號誌 

通訊課 

行
政
組 
/
業
務
課 

蒐
證
組 
/ 
港
勤
課 

後
勤
支
援
組 
/
總
務
課 

棧埠作業人員 

經濟部或 
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工業區組 

經濟部工業局災害應變小組 

和平工業專用港管理小組 

工業專用港災害緊急應變小組 

和平港公司 

和平工業專用港災害應變中心 

橙級狀況 

黃級狀況 

綠級狀況 

紅級狀況 

協同 

和平港安檢所 

引水人 

和平港警察隊 

海巡隊 

消防隊 

花蓮縣環保局 

相關業者 

其他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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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工業專用港災害應變中心各編組工作職掌表 

組織名稱 工作職掌 
現場指揮官 
（總經理） 

負責統籌指揮港區內災害之處理。 

執行秘書 
（經理） 

1. 協助指揮官擬訂各項應變措施。 
2. 協助指揮官聯絡、協調、災害處理事項，及向上級反映災情狀況。 
3. 調查事故發生原因及研議改善防範措施呈核。 
4. 配合主管機關調查作業，並提供相關資料。 
5. 指揮各項救災器材、設備之操作使用，並將災情傳報指揮官。 
6. 負責協調港區內及外部支援單位，做救災任務分配及調度。 
7. 督導執行災後各項復建處理工作及救災器材、設備之整理復歸。 
8. 協助調查事故發生原因，檢討防範及改善對策。 
9. 協助新聞媒體接待及新聞發佈。 

救災組 
（工務課） 

1. 前往現場搶救人員、撲滅火源及控制火勢。 
2. 妥善整備適當之消防滅火器材、設備撲滅火災。 
3. 冷卻火場周圍設備、物品，以遮斷隔絕火勢蔓延。 
4. 佈放攔油柵或吸油綿等器具以減低漏油船舶造成之港域或海域

油污染。 
5. 架設支援救災之緊急電源、照明。 
6. 搶救裝卸貨物、重要設備及文件資料。 
7. 搬移或使用防護工具以保護有被波及顧慮之可（易）燃爆等有危

害性物品，必要時予以噴水加濕。 
8. 災後復建有危害性物質積存顧慮之作業場所環境偵測及殘存物

清除。 
9. 負責安排拖船(兼消防船)及棧埠作業單位等協助救災。 

救護組 
 

1. 對傷患施以急救，必要時轉送附近醫院就醫。 
2. 協助聯繫救護車及醫護人員。 
3. 搶救受傷人員移至安全場所。 

港口 
管制組 

（號誌通訊課） 

1. 視災情管制進出港，並通知港區船舶提高警覺。 
2. 通知靠泊在受災區域鄰近碼頭上的船舶進行移泊或出港作業，或

通知欲進港靠泊受災區域鄰近碼頭的未進港船舶變更為靠泊其
他無安全虞慮之碼頭或暫停入港。 

行政組 
（業務課） 

1. 傳達港區指揮官之指示及各救災單位之災情報告與請求支援事
項。 

2. 聯絡港區及外部支援單位前來支援救助。 
3. 災後索賠。 

後勤 
支援組 

（總務課） 

1. 緊急添購或運送救災所需物品至災害現場、補給參與救災人員
民生物資或安排食宿。 

2. 引導其他支援救災單位人員至災變現場加入救災工作。 

蒐證組 
（港勤課） 

1.災害現場採證、拍照。 
2.救災過程存證、現場災情記錄。 
3.協助公署單位相關勘災調查。 

註：以上職掌內容遇有未盡事宜，由指揮官／執行秘書依需要調度分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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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工業專用港災害應變中心人員及代理人員 

名稱 職稱 姓名 第一代理人 第二代理人 

現場指揮官 總經理 黃健強 莊炳煌 游文輝 

執行秘書 港務部經理 莊炳煌 游文輝 林俊良 

救災組 

（工務課） 

組長 林俊良 吳元榮  

組員 

吳元榮   

方鴻杰   

劉峰瑋   

胡境界   

林宏倫   

游朝登   

吳柏良   

台灣通運倉儲公司

人員 
  

花蓮港起卸公司人

員 
  

達和航運和平分公

司 
  

救護組 
組長 林姿秀 黃綉惠  

組員 黃綉惠   

港口管制組 

（號誌通訊

課） 

組長 李方中 楊忠憲  

組員 

楊忠憲   

林建良   

葉仕杰   

江欣倫   

張詠哲   

行政組 

（業務課） 

組長 林大正 宋士文  

組員 宋士文   

後勤支援組 

（總務課） 

組長 林大正 葉睿晹  

組員 

葉睿晹   

黃振瑜   

廖學仁   

蒐證組 組長 游文輝 許景德  

附件 4 



（港勤課） 

組員 

許景德   

李政軒   

邱福楷   

周逸庭   

賴至威   

黃昭翰   

林建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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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工業專用港災害處理連繫救援單位電話一覽表     

發生地點 災害類別 通報單位 電話 傳真 備註 

工
業
港
港
區
範
圍 

 

 
慈濟醫院 （03）8561825 （03）8560977  

805 國軍醫院 （03）8263151 （03）8261370  

花蓮和平港警隊 （03）8682095 （03）8682119  

花蓮縣和平派出所 （03）8681034 （03）8681034  

 
和平消防隊 （03）8681361 （03）8681385  

花蓮縣消防局 （03）8462119 （03）8578491  

花蓮縣環保局 （03）8237575 （03）8224509 下班 0800-066666 

花蓮港務分公司 （03）8325131 （03）8333771 下班(03)8334476 

花蓮第六海巡隊 （03）8233781 （03）8233783  

中油花蓮油庫 （03）8239770 （03）8225974  

疾病管制署 （03）8242251 （03）8222643 0911306048 

和平村衛生室 （03）8681201   

工
業
港
與
工
業
區
之
鄰
接
區 

 

 
慈濟醫院 （03）8561825 （03）8560977  

805 國軍醫院 （03）8263151 （03）8261370  

花蓮和平港警隊 （03）8682095 （03）8682119  

 和平消防隊 （03）8681361 （03）8681385  

花蓮縣消防局 （03）8462119 （03）8578491  

疾病管制署 （03）8242251 （03）8222643 0911306048 

和平村衛生室 （03）8681201   

濱
臨
工
業
港
之
海
域
範
圍 

  花蓮港務分公司 （03）8325131 （03）8333771 下班（03）8334476 

基隆港務分公司 

蘇澳港營運處 （03）9965121 轉 252 （03）9951276 下班（03）9972009 

疾病管制署 （03）8242251 （03）8222643 0911306048 

花蓮縣環保局 （03）8237575 （03）8224509 下班 0800-066666 

花蓮第六海巡隊 （03）8233781 （03）8233783  

中油花蓮油庫 （03）8239770 （03）8225974  

海軍拖船單位（蘇澳） （03）9973513   

 慈濟醫院 （03）8561825 （03）8560977  

805 國軍醫院 （03）8263151 （03）8261370  

花蓮海岸電台 （03）8222192 （03）8230912  

 

中央支援電話                                                工業局相關部門聯絡電話 

通報單位 電話（上班） 電話（下班） 傳真 

國家搜救協調中心 
（02）27373395 

（02）27357011 
（02）27373395 （02）27357012 

船舶救助中心 （02）25333181-3 轉 682262 （02）24266960 

海軍拖船單位（蘇澳） （03）9973513  

消防署救災救護指揮中心 （02）23882119 （02）23755880 

行政院環保署 （02）23113197 (02)23812293 （02）23899860 

海洋巡防總局東部地區巡

防局勤務指揮中心 （089）226900 

備註:各單位若有資料異動，請傳真和平港公司(03-8682059)修正並發送各機關。 

和平工業專用港管理小組 

   電話（03）8682078 

   傳真（03）8682080 

工業區組 組長   

電話（02）23250869 

（02）29262557 

工業局 局長      電話（02）27033461 

第一代理人  副局長   電話（02）27039995 

第二代理人  主任秘書  電話（02）27033896 

港區火災處理 

裝卸作業事故處理 

海水污染處理 

天然災害處理 

舶舶事故救助處理 

其 他 危 及 港 埠 設

施、船舶及人員安全

之災害處理 

疫情處理 

港區火災處理 

天然災害處理 

疫情處理 

海水污染處理 

舶舶事故救助處理 

其他危及船舶及人

員安全之災害處理 

疫情處理 

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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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工業專用港港區消防統異常及火災通報順序表    

發現火災者 

現場人員目視災

害地點有無火苖
或濃煙 

輸煤系統受信總機發生警
報或廣播系統動作 

通知消防單位 119 

通知消防單位
119 

確認是否
發生火
災？ 

親至警衛室
告知港警 

行政組 
(業務課課長) 

 
1.03-8681477 轉 210 
2.林大正 0917-157051 

通知警衛室 
(值勤人員) 
 
03-8681477 
轉 520 

號誌課 
 
通報順序 
1.值班人員 
03-8682057 
2.李方中 
0910-65686

港勤課 
 
通報順序 
1.值班人員 
03-8681477
轉 323 
2.游文輝 
0925-800411 

號誌課 
 
通報順序 
1.值班人員 
03-8682057 
2.李方中 
0910-656869 
 

港勤課 
 
通報順序 
1.值班人員 
03-8681477
轉 323 
2.游文輝 
0925-800411 
 

 
港務部經理 

 
1.03-8681477 轉 300 
2.莊炳煌 0925-800413 

 
總經理 

 
1.03-8681477 轉 100 
2.黃健強 02-25317099 

 

通知港警值
班台 
(值勤人員) 
 
03-8681477 
轉 660 
03-8682095 

第二順位 

第二順位 

第一順位 

第一順位 

是 

否 

是 

否 

先
通
知 

再
回
報 

指示 

管理小組 
 
1.03-8682078 
2.劉家豪 0919-238703 

通
報

時
間 

１
分
鐘 

３
分
鐘 

３
分
鐘 

３
分
鐘 

３
分
鐘 

３
分
鐘 

１
分
鐘 

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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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工業專用港災害即時通報順序 

  

 

 

 

 

 

 

 

 

 

 

 

  

(書面通知) 

發現者 

現場主管 

天

然

災

害 

海

水

污

染 

裝

卸

作

業

災

害 

船

舶

海

難 

港務部經理 03-8681477轉 300 

莊炳煌 0925-800413 

總經理 03-8681477 轉 100 

黃健強 02-25317099 

港勤課 03-8681477 轉 320 

游文輝 0925-800411 

 

號誌通訊課 03-8682057 

李方中 0910-656869 

 

信號台 03-8682057 
李方中 0910-656869 

 

管理小組 03-8682078 

劉家豪 0919-238703 

３
分
鐘 

３
分
鐘 

３
分
鐘 

３
分
鐘 

３
分
鐘 

１
分
鐘 

通
報
時
間 

行政組（業務課長） 

03-8681477 轉 210 

林大正 0917-157051 

附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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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工業專用港災害通報表 

通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通報編號：本案第   次通報 

事件類別 

□ 毒性物質洩漏 
□ 可燃性物質洩漏 
□ 火災  □爆炸  □環境污染  □天然災變（水災、颱風、地震） 
□ 海洋油污染  □海難  □治安或抗爭事件 
□ 其他（說明） 
 
 

發生之單位 
名稱 

 災害等級 
綠 黃 橙 紅 

    

發生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發生地點 
 

發生原因 
及災害情形 

 

處理情形 

 

請求協 
助事項 

 

民眾反 
應狀況 

 

人員傷亡 
死亡   人（員工   人，其他人士   人） 
傷亡   人（員工   人，其他人士   人） 

財務損失 新台幣           元 其他損失  

 

總經理          港務部經理                行政組 

 
通報單位：和平工業專用港管理小組                  辦公室：(03)8682078  傳真：(03)8682080 
註：災害等級： 
綠級狀況：港區內發生輕微災害，由本公司港埠作業單位或各相關部門自行處理之災害。 
黃級狀況：俏害事故跨本港港域內兩個以上災害機關或業者時。 
橙級狀況：倘災害有擴大、危及港區安全之虞者，本港港埠作業單位無法自行處置時。 
紅級狀況：倘災害仍無法有效抑制或災害情況更形嚴重已達「經濟部工業局所轄工業區（港）災害（污染）事件處理業務計畫」紅級狀

況標準時時。 

附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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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工業專用港重大海洋油污染事件通報流程 

 

附件9 

港管理小組 

海洋油污染通報 

上下班時段 

環保署值日人員 

環保署水保處 

研判作業 

非上班時間 

上班時間 

通報 
通報 

行政院重大海洋污染處理專案小組 

重大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中心 

召集人：環保署長 

經濟部內部應變小組 

督
導 

陳
報 

1、依權責成立現場應變中心並派員進駐，辦理相關作

業及資訊蒐集。  

2、依重大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中心之指揮，辦理相關

事項。  

3、蒐集相關資訊，並迅速、隨時通報案情。 

4、聯絡、協調整合各項救災人力、 資源。 

督
導 

進
駐 

督
導 

通
報 

第三級 

工業專用港現場應變中心 

派
駐 

協
助 

海巡署 

第二級 

工業局 

(港管理小組) 

進
駐 

港公司 

經濟部 

工業局 

督
導 

陳
報 

督
導 

通
報 

縣市政府、相

關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 

通

知 

通
報 

第一級 

工業局 

(港管理小組) 

港公司 

工業局 

督
導 

通
報 

縣市政府、相

關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 

通

知 

通
報 

督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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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政府機關依法徵用和平工業專用港 

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所屬港勤拖船通知書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徵用機關： 經辦人（姓名、職銜）： 

徵用事由： 

徵用法源： 

經辦人       僅代表徵用機關：            徵用和平工業區專用港

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所屬港勤拖船：□和港１號□和港２號□和港３號 

徵用徵用期間：自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時  分起，至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時  分止。（如已達所終止時間仍欲持續徵用前，徵用機關及其經辦人必須以

相同方式再次填寫本通知書送達本港追加徵用時間）。 

前往地點：北緯  度  分；東經  度  分。   

現場指揮官（姓名、職銜）： 

權  利  義  務： 

一、徵用機及其經辦人為處理緊急海上事件，經權衡事態整體面相，如需就近徵用和平工業

專用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港）所屬港勤拖船前往協助時，必須先填具本通

知書以專人或電傳方式送達本港俾供憑辦依據。 

二、本港港勤拖船協助救難之風力限制：平均風力６級以下。 

三、由於海上作業本身即具有一定程度未可預期之風險性，本通知書簽發送達即表示徵用機

關及其經辦人在徵用本港港勤拖船之前，業已慎密考量到當前之各種外在境因子【包括

但不限於：天候、海況、潮流、水深、海上障礙物（如：岸外平台、水下設施、淺灘、

暗礁、定置漁網…等】，無害於本港港勤拖船及船員之安全作業。 

四、本港港勤拖船一經徵用（即本通知書所載徵用期間）後，即歸由徵用機關及其經辦人或

所指定之現場指揮官統一指揮；因此，徵用期間徵用機關及其經辦人員有本次徵用作業

本港港勤拖船人、船安全之一切責任，包括但不限於： 

1. 港勤他船前往救援之外加保險費相關費用。 

2. 該次作業所消耗之油、水、物料、船員薪資超時加班費、補給品（伙食、纜繩、信號

彈、拋繩器…等）等相關實際衍生費用。 

3. 如因本次徵用作業導致本港港勤拖船受損或滅失，並因此影響本港正常營運之一切損

失（如：延誤船期之罰款、租用他港拖船至本港助航費用…等）。 

4. 協助處理海洋污染所使用或消耗之一切費用。 

以上各項，徵用機關及其經辦人必需無條件代位求償，求償未果，則由徵用機關及其

經辦人承擔。 

五、本港港勤拖船徵用期間相關費用估列如下（包括但不限於）： 

 

附件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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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項目 單價 備註 

1 (1)拖船使用費(時) 58,800 
以拖船駛離本港港勤碼頭為起算時間、拖船

靠回港勤碼頭為終止時間。 

 (2)夜間加成費（時） 23,520 
(1) 依拖船使用費 40%列計。 

(2)拖救時間中跨越 18:00~翌日 07:00 之時段

列計。                                 

 

2 

 

拖船纜繩使用費(時/

條) 

 

4,000 

(1)帶上纜繩時為起算時間、解開纜繩時為終

止時間。  

(2)因拖救作業肇致纜繩受損時，應視其損害

程度適度賠償，若拉斷則應負責賠償。 

3 行政管理費用 依 1.~2.項計費總數之 10﹪計列。 

說明：1.上述收費，以 1 小時為基本計費單位，不足 1 小時以 1 小時計；超過 1 小時

則以 0.5 小時為計費單位，不足 0.5 小時以 0.5 小時計。累計時數若未超過

5 分鐘則可免計。 

   2.因拖救作業而衍生之額外增加費用，依實際發生金額另計，項目如下（包括

但不限於）： 

   (1)港勤拖船外加保險費相關費用。 

   (2)消耗之油、水、物料、船員薪資超時加班費、補給品（信號彈、抛繩器…

等）等相關費用。 

      (3)海洋污染防治設備或器材使用費。 

      (4)因港勤拖船遭徵用，致本港所屬船舶船期延誤之罰款。 

   (5)緊急租用他港拖船至本港航之費用。 

 

六、本通知書簽發送達即表示徵用機關及其經辦人已完全明瞭並同意上列條款。 

經辦人簽名： 隸屬單位： 

此致：和平工業區專用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傳真：０３－８６８２０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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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工業專用港緊急撤離作業計畫 

ㄧ、依據 

經濟部工業局所轄工業區（港）災害（污染）事件處理業務計畫。 

二、 目的 

為使和平工業專用港（以下簡稱本港）發生中央氣象局發布海嘯

即將襲擊本港之警報，經評估港區相關單位需緊急撤離時有所依

循，特制定本作業計晝。 

三、撤離時機 

本港發生下列災害，且經濟部工業局工業專用港災害緊急應變小

組（以下簡稱本港災害緊急應變小組）指揮官研判應執行緊急撤

離作業時。 

(ㄧ)中央氣象局發布海嘯即將襲擊本港之警報。 

四、交通工具籌整 

本港所有政府公務單位及民營事業單位接獲本港災害緊急應變小

組通報需緊急撤離時，應立即自備妥撤離交通工具。「和平工業專

用港民營事業單位公務車彙整表」詳如（詳 15-2）。 

五、攡離地點 

    (ㄧ)中規模海嘯：本港港務大樓 3 樓 

  (二)大規模海嘯：台泥和平廠礦區高處 

六、撤離路線 

(ㄧ)中規模海嘯： 

1、由港區上線道路撤往港務大樓 3 樓。 

2、由港區下線限道路撤往港務大樓 3 樓。 

3、「和平工業專用港中規模海嘯緊急撤離路線圖」（詳 15-3）。 

(二)大規模海嘯： 

1、出管制站後經過港隧道左轉和工五路，至台九線右轉，撤

往台泥和平廠礦區高處集結。 

附件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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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和平工業專用港大規模海嘯緊急撤離路線圖」（詳 15-4）。 

七、災害發生時，本港得視情況洽請工業局管理小組協助統籌調度和

平廠區所有可動用之救災設備、器材、人員及車輛等支援救災。 

八、救援物資 

  救援物資詳如「和平工業專用港裝備器材彙總表」（詳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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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工業專用港民營事業單位公務車輛彙總表 

編號 公司名稱 車輛種類 數量（輛） 備註 

1 和平港公司 5 人座廂式小客車 2  

2 和平港公司 3.5 噸小貨車 1  

3 達和航運公司 8 人座廂式小客車 1  

4 達和航運公司 小客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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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工業專用港中規格海嘯緊急撤離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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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工業專用港大規模海嘯緊急撤離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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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工業專用港裝備器材彙總表 

編號 器材名稱 
數

量 
單位 所在位置 

1 填充式攔油索（210M） 1 條 港勤碼頭 

2 固定式攔油索（300M） 1 條 B1 排水箱涵與 S4 之間 

3 汲油器 1 組 油污防制設備倉庫 

4 儲油囊 2 個 油污防制設備倉庫 

5 噴灑器 2 具 油污防制設備倉庫 

6 輸油泵 1 台 油污防制設備倉庫 

7 滅火器 280 支 港區 

8 室內消防栓 58 組 
港務大樓及警巡廳舍(13)

輸煤系統(45) 

9 室外消防栓 27 組 
港務大樓及警巡廳舍(6) 

港區(21) 

10 移動式消防泵浦 1 組 C101 帶運機中段下倉庫 

11 無線電訊訊輔助設備 4 支 港務大樓 

13 吸油棉（箱-200 片） 10 箱 油污防制設備倉庫 

14 除油劑（桶-19L） 20 桶 油污防制設備倉庫 

15 吸油索 100 袋 油污防制設備倉庫 

20 安全帽 20 個 港務大樓 

24 消防船 3 艘 港勤碼頭 

25 除污船 1 艘 港勤碼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