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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演練議程 

(一) 活動時間：107年 10月 26日(五)上午 9時 30分 

(二) 活動地點：桃園市政府消防局 6樓「桃園市災害應變中心」 

(桃園市桃園區力行路 280號 6樓) 

(三) 活動流程： 

階段一：預演 

時間 議程內容 報告單位 

09:20～09:30 參演單位報到 -- 

09:30～09:40 應變流程說明 
桃園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09:40～10:20 開始預演 與會各單位 

10:20～10:40 綜合討論、調整演練內容 與會各單位 

10:40～11:00 休息 -- 

階段二：正式演練 

時間 議程內容 報告單位 

11:00～11:05 長官致詞 主席 

11:05～11:45 實際演練 與會各單位 

11:45～12:00 長官講評、合照 與會各單位 

12:00～ 演練結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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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言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環保署)於 105年 12月 1日公

告新式空氣品質指標AQI (Air Quality Index)作為民眾了解空氣

品質狀況的直接依據。透過監測得到各測站之臭氧(小時平均值

及 8小時平均值)、PM10、CO、SO2、NO2以及 PM2.5等污染物

的數值，並以其中最大值作為該測站當日之空氣品質指標值

(AQI)。桃園市依據AQI數值作為判定空氣品質惡化等及判定，

當 AQI 介於 0 至 50 時為空氣品質良好等級，若 AQI 介於 51

至 100時為空氣品質普通等級，而當 AQI超過 100時，則對人

體不健康。其中，又依據 AQI的數值高低，將其區分為預警及

嚴重惡化等級，整體共區分 5等級(預警二級、預警一級、嚴重

惡化三級、嚴重惡化二級、嚴重惡化一級)，如表一所示。環保

署針對不同等級空氣品質惡化訂定相關管制規範，除指標污染

物為 O3 八小時平均值項目不納入應變外，其餘污染物超標時

皆有相對應的應變措施。 

表一、預警及嚴重惡化等級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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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台灣地區空氣品質狀況在氣象條件不利於大氣污染

物擴散時，易形成嚴重之空氣污染事件，因而造成生活環境或

人體健康傷害，環保署於 82 年 8 月 2 日發布施行「空氣品質

嚴重惡化緊急防制辦法」(以下簡稱緊急防制辦法)，並於 106

年 6 月 9 日修正發布，其中第六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應根據轄區內氣象及污染源特性，公告區域空氣品質惡化

防制措施(以下簡稱區域防制措施)，作為預防空氣品質惡化防

制機制。而 106年 11月 22日修正發布之「災害防救法」第三

條內容，已將懸浮微粒列為災害項目之一，於空氣品質發生嚴

重惡化時段，能迅速地管制相關污染源，並採行有效的防護措

施，以改善空氣品質狀況及確保民眾健康。 

因此，在空氣品質嚴重惡化發生後，必須在黃金時間內採

取緊急應變措施，以減輕對民眾健康及生活環境等衝擊。除有

賴於有效協調整合轄區及跨區各級單位與民間團體之各項資

源外，亦須熟稔緊急應變處理相關程式及設備操作。鑑此，桃

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環保局)特於本(107)年度規劃辦

理「桃園市空氣品質嚴重惡化應變兵棋推演」，藉集合各級相

關主管機關、桃園市政府各級單位及民間團體資源，支援處理

嚴重空氣污染，使污染能於第一時間內進行有效控制。 

依據空氣品質嚴重惡化緊急防制辦法規範，應變運作流

程大致可分為「預報」、「發布」、「應變」、「解除」及「回報」

五部分。「預報」由中央主管機關（環保署監資處）負責，彙

整氣象資料及空氣品質測站資料，按日發布空氣品質狀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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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資料，環保局依中央主管機關預報資料準備發布警告；

由環保局「發布」空氣品質預警或嚴重惡化警告，依據應變

單位一覽表，通報所屬及所轄各單位採取「應變」執行相關

管制措施，再依據實際空氣品質監測結果適時調降警告等級，

當實際濃度低於二級預警等級(AQI<100)時得「解除」警告。

最後，依提報執行成果提送環保署備查。 

整體應變運作流程中，若當空氣品質達到需成立指揮中

心等級時，環保局依空氣品質嚴重惡化緊急防制辦法第七條

第二項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預報隔日轄區空氣品質可能

惡化至一級預警等級或當轄區內二分之一以上空氣品質監測

站達一級預警等級，得設立之。」，且依環保局 107年 2月 1

日 1070018668號簽准「空氣品質達一級預警等級時(紅色警示)

之防制指揮中心成立事宜」所示，環保局配合環保署政策，

於成立中央指揮中心期間，且本市轄內二分之一以上空氣品

質監測站達一級預警(AQI>150)等級，陳報環保局沈局長成立

府層級防制指揮中心；而本次演練事件為三級嚴重惡化

(AQI>200)，且判定未來 12 小時沒有減緩趨勢，由環保局沈

局長陳報市府秘書長，請秘書長陳報市長後裁定開設府層級

防制指揮中心，開設地點為桃園市政府消防局 6 樓「桃園市

災害應變中心」，並由環保局立即通報市府各應變單位成員

進入指揮中心。平時任務著重資訊掌握及宣導訓練，應變任

務則為發生空品惡化時，各單位應執行之應變措施，並隨時

回報執行成效，以下就各應變單位權責分工任務簡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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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指揮官 

綜理防制指揮中心相關全盤事宜。 

(二) 副指揮官 

協助指揮官統籌防制指揮中心相關應變事宜。 

(三) 環保局(幕僚單位) 

1. 掌握空氣品質惡化資訊，提供指揮官決策參考。 

2. 通知各相關應變局處進駐「空氣品質防制指揮中心」。 

通知市府各應變單位進駐防制指揮中心，由環保局空保

科派員負責，利用簡訊、電子郵件等方式通報應變單位

配合執行應變任務，並填寫空品惡化應變回報單。 

3. 辦理各項污染源執行減量之稽查與督導。 

通知發生惡化警告區域內之列管工廠，及測站涵蓋區域

內之營建工地等，要求其應依所提報之空氣品質惡化防

制計畫書及「空氣品質嚴重惡化緊急防制辦法」管制要

領內容執行減量措施。派員至通報之惡化警告區域中，

進行重點污染源稽查，如查核已核定工廠所提報之防制

計畫，應變措施是否達成。 

4. 提供民眾諮詢管道，協調各里現有廣播系統，輔以鄰里

廣播系統宣導民眾於空品惡化時，應配合之事項。 

5. 彙整各應變工作單位之執行情形，隨時向指揮官報告，

並提供新聞處媒體發布。 

(四) 新聞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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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空氣品質惡化等新聞資訊統一發布。 

2. 協調傳播媒體協助蒐集、傳播緊急應變相關資訊。 

(五) 教育局 

1. 辦理各級學校執行空品惡化應變措施。 

2. 協助學校課程調配及停課通知。 

(六) 環境清潔稽查大隊 

執行髒污道路洗掃作業。 

(七) 農業局 

1. 通知各農會禁止露天燃燒行為。 

2. 農林漁牧業災情查、通報事項。 

(八) 交通局 

1. 協調本市公共汽車及相關運輸交通工具之調用問題。 

2. 協助交通管制措施執行。 

3. 協助宣導使用大眾交通工具、低污染運具。 

(九) 民政局 

通報各寺廟管理委員會執行應變防護措施。 

(十) 區公所 

通報里辦公處以宣導鄰里民眾減少戶外活動及商業行為。 

(十一) 社會局 

1. 通知社會福利機構執行惡化應變措施。 

2. 執行災害救助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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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衛生局 

1. 辦理責任醫療網成立應變醫療小組事宜。 

2. 通知轄區醫院提供民眾適當的健康諮詢建議及保健事

項。 

3. 協助傷病患緊急送醫處置。 

(十三) 勞動局 

1. 通知各產業、企業及職業工會執行惡化應變。 

2. 通知勞工加強注意自身防護。 

(十四) 觀光旅遊局 

通知旅館飯店業者執行應變防護措施。 

(十五) 工務局 

通知公共工程主辦機關執行應變措施。 

(十六) 水務局 

辦理河川裸露地降低揚塵之措施。 

(十七) 消防局 

1. 執行緊急救護事項。 

2. 執行災害搶救事項。 

(十八) 警察局 

1. 辦理交通管制、疏導事項。 

2. 辦理警政系統通報事項。 

(十九)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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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各車站執行應變防護措施。 

(二十) 桃園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通知各捷運站執行應變防護措施。 

三、演練實施計畫 

(一) 演練依據： 

1. 空氣污染防制法。 

2. 空氣品質嚴重惡化緊急防制辦法。 

3. 桃園市區域空氣品質惡化防制措施。 

4. 各公私場所之防制計畫。 

(二) 演練目的： 

1. 熟悉空氣污染緊急事件通報暨應變指揮程序。 

2. 協調整合應變單位各項應變資源。 

3. 藉應變中心有效指揮，縮短應變時間、增進應變效率，

提升空氣污染事件處理能力。 

4. 藉防護策略降低污染程度，保護社會大眾健康、減輕環

境破壞與經濟損失。 

(三) 預期效益： 

1. 空氣污染緊急事件發生期間，藉由各級應變權責機關參

與演練作業流程，熟稔空氣污染緊急事件之通報流程及

職責分工，期達迅速動員應變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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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級應變權責機關經過演練與熟悉緊急應變聯繫處理及

相互支援管道，有效縮短應變處置時間，期達應變能量

整合調用成效。 

3. 培養指揮應變能力、熟悉設備操作技巧，進而有效增進

各級應變權責機關設備調用與應變效率。 

4. 藉本演練瞭解地域特性與應變實務流程，有效監控污染

物與保護社會民眾健康，期增進民眾對本市空氣污染緊

急應變處理信心。 

(四) 指導單位：桃園市政府 

(五) 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六) 協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消防局 

(七) 參演單位： 

1. 桃園市政府新聞處 

2.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3. 桃園市政府農業局 

4. 桃園市政府交通局 

5. 桃園市政府民政局 

6. 桃園市政府社會局 

7. 桃園市政府衛生局 

8. 桃園市政府勞動局 

9. 桃園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10. 桃園市政府工務局 

11. 桃園市政府水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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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13. 桃園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14.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5. 環境清潔稽查大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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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演練時序及重點說明 

階段 時序 參演單位 應變演練重點說明 

階段一、 

災害預

警及發

生 

10/23 

16:30 

環保局  環保局依據環保署及中央大學預

報，依據氣象資料推估台灣3天後

受強烈東北季風來襲，氣團將夾帶

高濃度懸浮粒狀污染物，預計10/26

至10/27空氣品質可能至嚴重惡化

等級，AQI將超過200。 

10/25 

16:30 

環保局  環保署預報隔日空氣品質測站全

台AQI指標超過150。 

 環保局以簡訊和電子郵件通報各

應變單位宣導及防護；空保科也通

知固定、逸散與移動組，依照許可

內容執行應變措施，固定組將通知

轄區57間公私場所和逸散組將通

知轄區前100大營建工地進行防制

作業。 

10/25 

23:00 

環保局  觀音測站實測值AQI=102，環保局

發布簡訊通報。 

10/26 

凌晨 

環保局  桃園其他5個空品測站AQI陸續

>100。 

10/26 

6:20 

環保局  環保局發布空品測站AQI >100簡

訊通報，請各單位執行預警應變。 

 於網站宣導民眾空品惡化預警警

告。 

10/26 

7:30 

環保局  環保署因預估今日全國同時有二

分之一以上直轄市、縣(市)空氣品

質可能惡化至一級預警等級，宣布

成立空氣品質嚴重惡化緊急防制

辦法第二級中央防制指揮中心，協

調處理跨區域污染管制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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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時序 參演單位 應變演練重點說明 

10/26 

8:10 

環保局  桃園市轄區超過3個測站

AQI>150，由空保科邱科長陳報環

保局沈局長，已達成立局層級空氣

品質防制指揮中心條件。 

 沈局長裁示成立局空氣品質防制

指揮中心(局指揮中心)。 

階段二、 

空氣品

質防制

指揮中

心成立 

10/26 

8:30 

環保局  在市府環保局11樓1101會議室開

設局指揮中心，指揮官為環保局沈

局長。 

 指揮官召開專案會議，由環保局空

保科邱科長報告執行應變項目，並

向中央大學莊銘棟教授諮詢空品

預測變化。 

 與環保署進行視訊會議，由指揮官

說明桃園開設局指揮中心應變情

形。 

10/26 

9:00 

環保局  桃園超過3個測站AQI>200，局指揮

中心與環保署確認未來空品趨

勢，環保署預測12小時內空品沒有

改善趨勢。 

 由沈局長陳報市府秘書長，已達成

立府層級空氣品質防制指揮中心

條件(府指揮中心)。 

 秘書長陳報市長，市長裁示成立府

指揮中心，開設地點在市政府消防

局6樓，市長指派指揮官由環保局

沈局長擔任，並由環保局通知應變

單位進駐。 

 環保局發布新聞稿，於媒體持續宣

導民眾空品惡化自我防護，並宣布

因應空氣惡化已成立府指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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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時序 參演單位 應變演練重點說明 

階段三、 

進駐單

位第1次

專案會

議報告 

10/26 

9:30 

環保局 

新聞處 

教育局 

臺鐵局 

桃捷公司 

民政局 

社會局 

衛生局 

觀光旅遊

局 

水務局 

環境清潔

稽查大隊 

交通局 

農業局 

勞動局 

工務局 

 指揮官指示，請各單位報告應變分

工任務。 

 進駐單位第1次專案會議報告，由

環保局先報告目前測站數值，及報

告預警應變時，已執行之應變措施

及污染源減排情形。 

 環保局報告現場查處工廠、營建工

地及移動源車辨、目視判煙情形。 

 新聞處、教育局、臺鐵局、桃捷公

司、民政局、社會局、衛生局、觀

光旅遊局、水務局、農業局、交通

局、環境清潔稽查大隊報告預警應

變時，已執行之應變內容。 

 勞動局、工務局報告將採取之應變

作業。 

 環保局補充報告已通知13區之區

公所。 

階段四、 

氣象惡

化趨勢

掌握 

10/26 

10:00 

環保局  諮詢中央大學莊教授，了解未來氣

象趨勢，莊教授預報將持續達惡化

等級。 

 由指揮官指示，請各單位執行應變

分工任務，在下午3點再次召開第2

次專案會議，請各單位屆時報告應

變成果；並於媒體持續宣導民眾空

品惡化自我防護；由各應變單位持

續留守指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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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時序 參演單位 應變演練重點說明 

階段五、 

進駐單

位第2次

專案會

議報告 

10/26 

15:00 

環保局 

新聞處 

教育局 

臺鐵局 

桃捷公司 

民政局 

社會局 

衛生局 

觀光旅遊

局 

水務局 

環境清潔

稽查大隊 

交通局 

農業局 

勞動局 

工務局 

 指揮官召開第2次專案會議報告。 

 由環保局首先報告，說明現階段空

品現況，以及已採宣導及應變措

施，包括通知固定污染源減排數

量、回報數量、查處或攔查處分數

量等成果。 

 各應變單位依據應變分工任務執

行，說明通知對象回報情形、執行

之應變成果。 

 環保局補充報告各區公所已通報

各里里長。 

 指揮官指示，由環保局留守，且向

環保署回報今日應變成果，請各單

位持續應變，於媒體持續宣導民眾

空品惡化自我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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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時序 參演單位 應變演練重點說明 

階段六、 

空氣品

質防制

指揮中

心解除 

10/27 

8:00 

環保局  環保局觀測桃園6個空品測站AQI< 

200，並與環保署及中央大學莊教

授確認，空品污染氣團已過境，且

在未來6小時空品惡化持續趨緩，

已達府指揮中心解除條件，請各單

位於空品應變平台填報及回報於

即時應變LINE群組。 

 環保局陳報指揮官同意後，發布簡

訊通知各單位解除府防制指揮中

心。 

 指揮官裁示，於環保局11樓1101會

議室設立局指揮中心，通知各單位

持續執行一級預警之應變任務。 

 指揮官指示環保局發布新聞稿，說

明本次應變成果以及解除府指揮

中心，改為局指揮中心，且未來若

空氣品質持續好轉，將再解除局指

揮中心；另外指揮官指示各單位依

預警一級，持續執行應變任務。 

10/27 

10:00 

環保局  環保局觀測桃園3個空品測站

AQI<150，已達解除局指揮中心條

件，環保局空保科請示指揮官同意

後，解除局防制指揮中心。 

 環保局陳報環保署解除局指揮中

心。 

階段七、 

災害警

告解除 

10/27 

10:30 

環保局  指揮官指示，雖然空品已獲得改

善，但因還在二級預警程度，應變

單位需要持續執行應變措施，做好

自主管理，並請環保局彙整資料回

報環保署。 

10/27 

11:00 

環保局  環保局觀測桃園6個空品測站

AQI<100，解除應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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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演練人力配置 

項次 單位名稱 參演工作內容 
人員 

需求 

1 桃園市政府新聞處 現場應變中心(回報應變內容) 1 

2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現場應變中心(回報應變內容) 1 

3 桃園市政府農業局 現場應變中心(回報應變內容) 1 

4 桃園市政府交通局 現場應變中心(回報應變內容) 1 

5 桃園市政府民政局 現場應變中心(回報應變內容) 1 

6 桃園市政府社會局 現場應變中心(回報應變內容) 1 

7 桃園市政府衛生局 現場應變中心(回報應變內容) 1 

8 桃園市政府勞動局 現場應變中心(回報應變內容) 1 

9 桃園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現場應變中心(回報應變內容) 1 

10 桃園市政府工務局 現場應變中心(回報應變內容) 1 

11 桃園市政府水務局 現場應變中心(回報應變內容) 1 

12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現場應變中心(回報應變內容) 1 

13 
桃園大眾捷運股份有限

公司 
現場應變中心(回報應變內容) 1 

14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現場應變中心(指揮官) 

現場應變中心(副指揮官) 

現場應變中心(回報應變內容) 

1 

1 

11 

15 環境清潔稽查大隊 現場應變中心(回報應變內容) 1 

合計參演人員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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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緊急應變演練腳本 

※開場 

時間軸 【】司儀口述；◎演練人員口述 

- 報到(各應變單位入席) 

- 

【感謝各位長官及貴賓撥冗參加桃園市政府辦理的「107年度

桃園市空氣品質嚴重惡化應變兵棋推演」，首先恭請長官致詞】 

長官致詞 

- 
【謝謝長官致詞。107年度桃園市空氣品質嚴重惡化應變兵棋

推演，演練正式開始】 

 

※階段一：災害預警及發生 

時間軸 【】司儀口述；◎演練人員口述 

10/23 

 

【107年 10月 23日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接獲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電子郵件預報，通知空品將惡化的消息。環保署依據氣

象資料研判，台灣未來三日，將有大型東北季風來襲，並且

會夾帶大陸內地大量懸浮粒狀污染物。 

初步推估自 10月 26日凌晨開始，將面臨空氣品質指標

AQI超過 150以上測值的惡化情形，並且預測 AQI測值可能

將超過 200的嚴重惡化等級，呼籲當地縣市政府準備，須視

惡化情形進行應變措施，並請宣導全台民眾嚴加小心。】 

10/25 

16:30 

【桃園市環保局收到環保署簡訊及電子郵件預報通知，隔天

全台空氣品質測站 AQI指標將超過 150。環保局也利用電子

郵件預報通報各應變分工單位，隔日空氣品質測站全台 AQI

指標超過 150，通知各應變單位宣導及防護。 

環保局空保科也請固定、逸散與移動管制專案計畫，通

知轄內污染源依照法令或許可內容執行應變措施；其中固定

組通知轄區 57家公私場所、逸散組將通知轄區污染排放量前

100大營建工地進行防制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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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軸 【】司儀口述；◎演練人員口述 

10/25 

23:00 

【於 107年 10月 25日晚上 11點，環保署空氣品質監測網公

布最新空品數值，桃園背景觀音測站 AQI 來到 102，環保局

簡訊系統立即同步發出簡訊通知各應變單位。】 

10/26 

凌晨 

【10月 26日凌晨，桃園轄內大園、桃園、平鎮、中壢與龍潭

測站 AQI接續超過 100。】 

10/26 

07:30 

【環保署經由 25日預估結果，觀測全國同時有二分之一以上

直轄市、縣(市)空氣品質可能惡化至一級預警等級，26日上

午 7點 30分，宣布成立空氣品質嚴重惡化緊急防制辦法第二

級之中央防制指揮中心，協調處理跨區域污染源管制事宜。】 

10/26 

8:10 

【上午 8點，在環保署網站中，觀音、大園、中壢以及桃園

測站監測數據顯示，AQI已達到 169、158、174與 164測值，

指標污染物皆為 PM2.5。環保局立即由空保科邱科長陳報沈局

長，桃園市超過二分之一空品測站 AQI>150，且環保署已經

成立中央防制指揮中心，已達到成立局層級空氣品質防制指

揮中心條件。沈局長裁示成立局層級空氣品質防制指揮中

心。】 

 

※階段二：空氣品質防制指揮中心成立 

時間軸 【】司儀口述；◎演練人員口述 

10/26 

8:30 

【上午 8點 30分，環保局於市政府大樓 11樓 1101會議室開

設局防制指揮中心，指揮官為環保局沈局長，專案會議中環

保局空保科邱科長向指揮官進行報告，說明當日預定執行應

變的項目，並向專家學者中央大學莊銘棟教授諮詢，未來空

品預測變化。與環保署進行視訊會議，由指揮官說明桃園開

設局層級空氣品質防制指揮中心應變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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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軸 【】司儀口述；◎演練人員口述 

10/26 

9:00 

【開設局防制指揮中心期間，桃園、觀音、平鎮、龍潭及大

園測站，AQI已超過 200，經與環保署確認未來空品趨勢，環

保署預測在未來 12小時內空氣品質沒有改善的趨勢。 

沈局長立即陳報市府秘書長，已達到成立府層級空氣品

質防制指揮中心條件，請秘書長陳報鄭市長，並由鄭市長裁

示，成立府層級空氣品質防制指揮中心，開設地點為桃園市

政府消防局 6樓災害應變中心。 

鄭市長指派指揮官由環保局沈局長擔任，並由環保局通

知應變單位進駐，依據惡化等級共有 15個單位應進駐。 

環保局同時也於官網發布新聞稿，由媒體持續宣導民眾

空品惡化，請自我防護，且桃園市因應空氣嚴重惡化已成立

府層級防制指揮中心。】 

 

※階段三：進駐單位第 1次專案會議報告 

時間軸 【】司儀口述；◎演練人員口述 

10/26 

9:30 

【上午 9:30，由沈局長擔任指揮官，召開專案會議】 

◎指揮官：空氣品質嚴重惡化應變專案會議開始，請環保局

先報告現在的空品狀況。 

◎環保局：報告指揮官，目前桃園 6 個空品測站，空品指標

AQI數值均超過 200，觀音站 212，平鎮站 223，龍潭站 201，

中壢站 211，大園站 210，桃園站 222，指標污染物皆為

PM2.5，屬於三級空品嚴重惡化等級。 

◎指揮官：好，謝謝環保局報告。現在請各應變單位報告目

前應變執行狀況，以及轄內污染源配合應變情形，由環保

局開始。 

◎環保局：環保局報告，環保局於昨日下午 4點 30分接獲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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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軸 【】司儀口述；◎演練人員口述 

保署預報今日全台 AQI 指標將超過 150，昨日已先發送電

子郵件通報轄區各污染源依據法令及許可內容採取應變措

施；昨日晚上 11點，觀音測站測值達 102時，也利用簡訊

通報各應變分工單位，空品已達預警二級；今天早上，陸

續以簡訊通報轄內其他測站 AQI>100訊息。 

◎環保局：早上 8 點時，因環保署成立中央空氣品質防制指

揮中心，並且桃園轄內超過 3 個空氣測站指標 AQI>150，

已先成立局層級空氣品質防制指揮中心。 

◎環保局：9點時，因觀測到桃園超過 3個測站 AQI>200 並

與環保署確認，在未來 12小時沒有空品惡化減緩趨勢，達

到成立府層級空氣品質防制指揮中心之條件。 

◎環保局：目前環保局採取的應變措施中，在宣導部分，已

在環保局網站、FB、府前廣場電子看板發佈空品不良訊息，

提醒民眾注意自身防護，看螢幕上顯示，同仁回傳電子看

板宣導的內容。在通報及查處污染源執行狀況，區分有固

定、逸散及移動源管制，我請主辦同仁做報告。 

◎固定組承辦：報告指揮官，環保局固定組已通報 36家工廠，

透過減產、降載、調整操作條件及提升防制設備效率等措

施，減少空氣污染物之排放，並將同步檢視其中 11家與本

局連續自動監測設施(CEMS)連線之大型污染源是否有異常

排放情形。請看螢幕呈現，稽查人員帶來的現場查核畫面。 

  (螢幕播放畫面說明) 

◎固定組承辦：目前稽查人員位於桃園區東隆興業桃園廠，於

現場確認廠方相關應變作為，並查核該廠印染整理程序及鍋

爐燃料進料是否確實依照該廠「空氣品質惡化防制計畫」內

容配合減產，以及空氣污染防制設施是否正常操作。 

  (切斷畫面) 

◎固定組承辦：以上為固定組報告，報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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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軸 【】司儀口述；◎演練人員口述 

◎逸散組承辦：環保局逸散組報告，我們已通報本市前 100

大施工中營建工程，要求他們停止施工作業。另外已派員現

場查核 10處營建工地，要求工區內外需依營建工程管理辦

法相關規定設置空氣污染防制設施，並加強灑水作業。請看

螢幕呈現，由現場稽查人員帶來的畫面。 

   (螢幕播放畫面說明) 

◎逸散組承辦：目前稽查人員位於八德區國民運動中心營建工

地，工地主任表示現場施工機具及人員已停止施作，並落實

防制設施執行，針對裸露地表，現場工區人員正在進行灑水

作業，有效抑制粉塵。車輛離開工區時，亦有人員進行車體

及輪胎清洗，廢水妥善收集至沉砂池處理。經現場查核結

果，該工地符合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相關規

定。 

   (切斷畫面) 

◎逸散組承辦：以上為逸散組報告，報告結束。 

◎移動組承辦：環保局移動組報告，在機動車輛管制方面，

派出稽查人員於警告區域內，管制二行程機車及第三期以

前之柴油大客貨車(也就是 95年 10月 1日以前出廠車輛)，

另外，也在特定區域執行移動源車辨及目視判煙作業，包

括桃園區桃鶯路、台一線自龜山區振興路路口至平鎮區廣

泰路路口...等人口稠密區，請看螢幕呈現，由現場稽查人員

帶來的畫面。 

  (螢幕播放畫面說明) 

◎移動組承辦：目前稽查人員在龜山區振興路路口附近進行

目視判煙，從 9 點開始作業，目前為止，尚未發現有嚴重

排放車輛，現場人員將持續作業，若有問題會馬上記錄且

回報。 

  (切斷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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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軸 【】司儀口述；◎演練人員口述 

◎移動組承辦：以上為移動組報告，報告結束。 

◎指揮官：好，謝謝環保局報告。現在請各單位接續報告。 

【請新聞處報告】 

◎新聞處：新聞處報告，已協調新聞傳播媒體，至少每小時

通知民眾空品訊息，利用電話與電子信箱通知所有地方媒

體單位，包含地方電視台、廣播電台以及各大報社，對民

眾加強宣導做好自我防護。並且將以新聞稿、市府 LINE及

社群網站 FB等方式，發布空品不良訊息提醒民眾注意防

護，以上報告。 

【請環境清潔稽查大隊報告】 

◎環境清潔稽查大隊：環境清潔大隊報告，早上已出動 16部

洗掃街車，針對重點道路進行洗掃作業，目前於平鎮、龍

潭、大園、觀音、桃園及中壢等執行洗街作業，預計總執

行長度 500公里，以上報告。 

【請教育局報告報告】 

◎教育局：教育局報告，預計通報轄內 865所學校、幼兒園

立即停止戶外活動、緊閉門窗，並進行孩童宣導作業，加

強學生及幼兒自身防護。目前局內同仁回報，已經通知 350

所左右，有通知到達的學校已掛上相對應顏色的空品旗

幟，以上報告。 

【請農業局報告】 

◎農業局：農業局報告，已通報地區農會含辦事處共 13處，

宣導禁止露天燃燒及宣導農民防護。目前皆尚未回報，以

上報告。 

【請交通局報告】 

◎交通局：交通局報告，已採取大眾運輸工具優惠措施、降

低道路速限減少車輛揚塵，另外，也通知民營客運業者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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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品質惡化警告，包括桃園客運、新竹客運以及中壢客運，

以上報告。 

【請民政局報告】 

◎民政局：民政局報告，預計透過通訊軟體 LINE及智慧區里

系統通報 295處寺廟管理委員會，協助發佈警告通知各宗

教團體並提醒民眾減少紙錢焚燒及減香，宣導自我防護，

以上報告。 

【請社會局報告】 

◎社會局：社會局報告，預計通報本市 67家老人安養院、29

家身心障礙機構、9家兒少社福機構減少戶外活動，建議老

年人、敏感體質及患有心臟或有呼吸道疾病民眾，留在室

內並減少體力消耗活動，必要外出應配戴口罩；目前已完

成通報 30家，以上報告。 

【請衛生局報告】 

◎衛生局：衛生局報告，預計通報本市 13處衛生所，以及醫

療機構給予就診民眾適當醫療諮詢，並建議民眾應留在室

內並減少體力消耗活動，必要外出時應配戴口罩，目前局

內同仁已用電話及 LINE群組通知本市 11家急救責任醫

院，告知可能因空氣品質不佳造成民眾不適，請預作準備，

以上報告。 

【請勞動局報告】 

◎勞動局：勞動局報告，預計通報 492家事業單位應提供從

事戶外工作勞工適當及足夠之呼吸防護具，以上報告。 

【請觀光旅遊局報告】 

◎觀光旅遊局：觀光旅遊局報告，預計通報本市風景區管理

處，在各大風景區遊客中心，向民眾宣導空氣品質惡化，

注意自身防護，包括慈湖、角板山行館、虎頭山、小烏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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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景區等，以上報告。 

【請工務局報告】 

◎工務局：工務局報告，將協助通報公共工程主辦機關，管

制轄區內非必要道路柏油鋪設工作執行，以上報告。 

【請水務局報告】 

◎水務局：水務局報告，預計通報河川管理養護單位 80處，

進行巡查控制揚塵情形，目前皆通報完成，以上報告。 

【請交通部臺鐵局報告】 

◎臺鐵局：臺鐵局報告，已於本市桃園、內壢、中壢、埔心、

楊梅、富岡等各車站，以跑馬燈公告空品訊息，宣導民眾

及旅客注意自身防護，以上報告。 

【請桃園大眾捷運公司報告】 

◎桃捷公司：桃捷公司報告，已於本市各捷運站跑馬燈公告

空品訊息，宣導民眾及旅客注意自身防護，以上報告。 

◎指揮官：謝謝各單位的報告，是否有通知區公所宣導鄰里

防護訊息？ 

◎環保局：報告指揮官，環保局補充說明，剛剛已通知 13區

區公所，請區公所通知里長，利用鄰里廣播系統向里民宣

導空氣惡化注意自身防護，提醒民眾減少戶外活動，以上

報告。 

◎指揮官：謝謝各單位說明。請各單位持續針對應變狀況回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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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四：氣象惡化趨勢掌握 

時間軸 【】司儀口述；◎演練人員口述 

10/26 

10:00 

【接著指揮官將指示，聯繫氣象專家，以瞭解未來空氣品質變

化趨勢】 

◎指揮官：空品變化趨勢需要密切掌握，請環保局電話聯繫，

詢問中央大學莊銘棟教授。 

◎環保局：是，指揮官，立刻連線莊教授。 

  (電話鈴響) 

◎環保局：莊教授您好，請問目前整體大氣狀況，以及造成本

次空氣品質惡化原因為何？預估何時空品會有改善趨勢？ 

  (播放連線影片) 

【莊教授：指揮官您好，我們預計在未來一天到兩天的時間，

會形成高壓迴流的天氣型態，這高壓迴流盛行東南風，那主

要會受到中央山脈的影響，阻擋的效益使台灣西半部比較擴

散不良，那在台灣北部也是同樣的情形，那麼污染物的濃度

PM2.5會有累積的現象，那這個情形要一直等到下一個鋒面

到才會逐漸改善，大概會持續一兩天，這個情形請大家注意

一下，謝謝。】 

  (影片播放完畢) 

◎指揮官：謝謝莊教授的說明。現在時間為10點10分，請各單

位持續執行應變分工任務，並訂於下午3點，防制指揮中心

再次召開第2次專案會議，請各單位屆時報告應變結果。請

各應變單位派員留守防制指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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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五：進駐單位第 2次專案會議報告 

時間軸 【】司儀口述；◎演練人員口述 

10/26 

15:00 

【現在時間為下午 3點，由指揮官召開第 2次專題會議報告】 

◎指揮官：現在召開第 2次專案會議，請各單位回報執行情

形，由環保局開始報告。 

◎環保局：環保局報告，目前桃園 6個空品測站空品指標 AQI

數值皆還在 200以上，環保局同仁持續要求轄內列管污染源

配合減量應變；至目前為止的應變執行情形，宣導部份，已

協請新聞處協助，透過臉書宣導民眾空品不良訊息，受到多

民眾分享以及轉貼，民眾留言板主要疑問，還是詢問市政府

有何作為改善空氣惡化？環保局將持續彙整各單位執行工

作，發布新聞稿統一向民眾宣導說明。另外，13區區公所

也回報，共通報 501里里長向里民宣導減少戶外活動，注意

自身防護，以上報告。在查處成果方面，接著請局內固定組、

逸散組及移動組承辦同仁做詳細報告。 

◎固定組承辦：環保局固定組報告，今日通報之工廠，有 36

家工廠，已透過減產或降載等方式減少空氣污染排放，另有

11家應設置自動連續監測設施(CEMS)之大型污染源，查核

其連線數值皆無異常狀況發生，以上報告。 

◎逸散組承辦：環保局逸散組報告，今日應變共通報 100處營

建工地，其中 32處營建工地已將防制措施照片回傳至空品

惡化應變系統；稽查人員現地查核 10處營建工地，皆符合

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規定防制，另外有 15

處營建工地自行顧派水車，在主要連外道路上進行洗街作

業，洗街里程約 50公里，以上報告。 

◎移動組承辦：環保局移動組報告，稽查人員在機動車輛進行

回報，統計到目前，執行柴油車目視判煙 670輛，其中有污

染之虞車輛 51輛，以上報告。 

【請新聞處報告】 

◎新聞處：新聞處報告，依舊每小時利用新聞傳播媒體通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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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訊息，通知的電視台也放上了跑馬燈，廣播的部分利用每

個整點的簡短新聞報告時間發送消息，各大新聞晚報也將刊

出空品不良訊息提醒民眾注意自身防護，以上報告。 

【請環境清潔稽查大隊報告】 

◎環境清潔稽查大隊：環境清潔大隊報告，今日總共出動 16

部洗掃街車，針對重點道路進行洗掃作業，今日於平鎮、龍

潭、大園、觀音、桃園及中壢等執行洗街作業，已洗掃 486

公里，以上報告。 

【請教育局報告】 

◎教育局：教育局報告，今日已通報 865所學校、幼兒園進行

宣導作業，立即停止戶外活動，緊閉門窗，加強學生及幼兒

自身防護。另有中壢高中回報，預計今日進行的班際拔河比

賽，因此延期，以上報告。 

【請農業局報告】 

◎農業局：農業局報告，已通報各地區農會共 12處，宣導禁

止露天燃燒，12處皆完成回報，以上報告。 

【請交通局報告】 

◎交通局：交通局報告，已採取大眾運輸工具優惠措施，降低

道路速限減少車輛揚塵，可能因空氣品質差的原因，路上外

出民眾較少，路上車輛明顯較平常日少，另外民營客運業者

也已在車站放跑馬燈進行宣導，以上報告。 

【請民政局報告】 

◎民政局：民政局報告，已透過通訊軟體 LINE及智慧區里系

統通報 295處寺廟管理委員會，發佈警告通知各宗教團體並

提醒民眾減少紙錢焚燒及減香，宣導自我防護，以上報告。 

【請社會局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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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局：社會局報告，已通報本市 67家老人安養院、29家

身心障礙機構、9家兒少社福機構減少戶外活動，建議老年

人、敏感體質及患有心臟或肺部疾病者，留在室內並減少體

力消耗活動，必要外出應配戴口罩，以上報告。 

【請衛生局報告】 

◎衛生局：衛生局報告，已通報本市共 13處衛生所及醫療機

構給予就診民眾適當醫療諮詢，並建議並提醒民眾應留在室

內並減少體力消耗活動，必要外出時應配戴口罩，目前都沒

有異常個案回報，以上報告。 

【請勞動局報告】 

◎勞動局：勞動局報告，已通報 492家事業單位應提供從事戶

外工作勞工適當及足夠之呼吸防護具，210家事業單位回

報，並有 3家公司原訂今日外出工作延期舉辦，以上報告。 

【請觀光旅遊局報告】 

◎觀光旅遊局：觀光旅遊局報告，風景區管理處已通報 7處大

風景區，在遊客中心向遊客宣導空氣品質惡化，注意自身防

護，並建議留在室內，減少戶外散步或運動，以上報告。 

【請工務局報告】 

◎工務局：工務局報告，已完成轄內公共工程主辦機關通報作

業，轄區內非必要道路柏油鋪設工作已暫時停止施作，以上

報告。 

【請水務局報告】 

◎水務局：水務局報告，已通報河川管理養護單位 80處，進

行巡查控制揚塵情形，56處回報巡視狀況沒有什麼問題，

以上報告。 

【請交通部臺鐵局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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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鐵局：臺鐵局報告，已於本市桃園、內壢、中壢、埔心、

楊梅、富岡等各車站以跑馬燈公告空品訊息，宣導民眾及旅

客注意自身防護，以上報告。 

【請桃園大眾捷運公司報告】 

◎桃捷公司：桃捷公司報告，已於本市各捷運站跑馬燈公告空

品訊息，宣導民眾及旅客注意自身防護，以上報告。 

◎指揮官：好，謝謝各單位的配合，第 2次專案會議在這邊暫

告一段落，各位同仁辛苦了；請環保局留守指揮中心，統整

各單位的執行成果資料，向環保署回報今日應變成果。並請

各單位還是持續應變，持續加強宣導民眾自我防護，直到狀

況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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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軸 【】司儀口述；◎演練人員口述 

10/27 

8:00 

【現在時間為 10月 27日上午 8點，環保局觀測桃園 6個空品

測站 AQI<200，並與環保署及中央大學莊教授確認後，得知

污染氣團已過境，且在未來 6小時空品惡化會逐漸減緩，已

達府指揮中心解除條件，由環保局電話聯繫指揮官報告】 

(電話鈴響) 

◎環保局：喂，局長好! 空保科報告，上午 8 點觀測各測站測

值 AQI數值皆已低於 200，已解除空品嚴重惡化三級，達到

府層級空氣品質防制指揮中心解除條件，並與環保署及中央

大學莊教授確認後，得知污染氣團已過境，且在未來 6小時

空品惡化會逐漸減緩。但因 AQI仍在 150以上，建議於環保

局開設局防制指揮中心，持續彙整各單位於環保局空氣品質

惡化緊急應變回報平台系統填報的應變成果，報告完畢。 

◎指揮官：瞭解，現在就解除府層級空氣品質防制指揮中心，

並請於市政府 11樓 1101會議室設置局防制指揮中心；另外，

請通知應變單位，雖然解除府層級防制指揮中心，但須持續

執行空品一級預警的應變任務。也請準備新聞稿，向民眾說

明本次應變成果，及宣布因空品惡化減緩，目前已解除府指

揮中心，改開設局指揮中心，若未來空品持續改善，將會再

解除局指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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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7 

10:00 

【經過 2 小時，時間來到早上 10 點，桃園 6 個空品測站 AQI

數值皆下降低於 150，已符合解除局指揮中心條件，由環保

局向指揮官報告】 

◎環保局：報告指揮官，目前桃園空氣污染物濃度已經降為二

級預警等級，達到解除局指揮中心條件，請指揮官宣布解除。 

◎指揮官：瞭解，感謝各位同仁的努力，由於本市空氣品質已

有 3個以上測站 AQI數值低於 150，並且推估未來空氣品質

將會逐漸改善，故解除局防制指揮中心，應變成果資料請空

保科彙整，並陳報環保署本市已解除局防制指揮中心。 

◎環保局：收到，將與各應變單位聯繫，統整應變成果資料，

將資料填報至環保署緊急防制辦法作業通報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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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七、災害警告解除 

時間軸 【司儀口述】；◎演練人員口述 

10/27 

11:00 

【現在時間 10月 27日上午 11點，環保局觀測桃園市 6處空品測

站 AQI<100，解除二級空品預警等級應變作業。】 

- 【環保局彙整各單位應變成果，並將資料填報至環保署緊急防制

辦法作業通報平臺。】 

- 【感謝各單位配合，107 年度桃園市空氣品質嚴重惡化應變兵棋

推演，演練結束。】 

※演練結束 

時間軸 【司儀口述】；◎演練人員口述 

- 【恭請長官講評。】 

長官講評。 

【感謝長官指導與期勉。】 

- 【請每位參與人員一起集合，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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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空氣品質惡化緊急應變流程圖 

空氣品質監測應變系統

 中央氣象局氣象測站資料
 環保署空氣品質監測網監測資料

環保署空氣污染潛勢預報

環保署空氣品質預報北空
地區達二級預警數值

空氣品質監測網即時監控

是

 通報空氣品質污染管制計畫及市府
局處相關單位執行一級預警應變措
施

成立桃園市政府空品防制指揮中心
發布空氣品質嚴重惡化警告(註1)

平
時
空
氣
品
質
監
控
及
警
戒
作
業

空
氣
品
質
嚴
重
惡
化
應
變
作
業

 通報重大污染源加強管制措施
 通報學校、車站、旅館、醫院單位
宣導空氣品質防制措施

 本府共13個局處配合應變

通報本市空氣污染相關管制計畫
及市府單位執行二級預警應變措施

環保署發布空氣品質預報訊息

是

是

嚴
重
惡
化
階
段

預
報
階
段

預
警
階
段

空氣品質實際測值達
二級預警數值AQI>100

空氣品質實際測值達
一級預警數值AQI>150

 成立環保局防制指揮中心
 地點:市府11樓1101會議室
 本府共15個局處配合應變

空品惡化達三級嚴重
惡化數值AQI>200

判定無持續成立指揮
中心之必要(註2)

 成立桃園市政府防制指揮中心
 地點:消防局6樓桃園市災害應變中心
 本府共18個局處配合應變

撤除桃園市政府空品防制指揮中心

空氣品質實際測值低於
二級預警數值

是

 於環保署成立防制指揮中心且本市
轄區內二分之一以上空品監測站達
一級預警等級，成立環保局防制指
揮中心

應變結果資料彙整並回報環保
署緊急防制辦法作業通報平臺

否

否

否

否

是

回
報
訊
息

是

判定無持續成立指揮
中心之必要

是

否

否

否

解除預警警告

通報空氣品質污染管制計畫及市府局
處相關單位執行嚴重惡化應變措施

 
註 1.「空氣品質嚴重惡化警告」發布依據： 

依測站涵蓋區域之監測結果顯示，空氣污染物濃度條件達三級、二級、一級嚴重惡化等級，且預測未來 12小時空氣品質無減緩惡化之

趨勢，即由桃園市政府發布該測站涵蓋區域對應等級之空氣品質嚴重惡化警告。 

註 2.「嚴重惡化警告」解除認定標準： 

當空氣污染物濃度低於嚴重惡化等級，且預測空氣品質在未來 6小時有減緩惡化趨勢，由本市依據中央主管機關資料或自行研判，得調

降嚴重惡化警告等級；空氣污染物濃度低於一級預警及二級預警等級時，由指揮官於指揮中心宣布事件解除。 



34 

附錄二、空氣品質惡化緊急應變單位一覽表 

預警二級 預警一級 惡化三級 惡化二級 惡化一級 

環保局 環保局 環保局 環保局 環保局 

新聞處 新聞處 新聞處 新聞處 新聞處 

教育局 教育局 教育局 教育局 教育局 

臺鐵局 臺鐵局 臺鐵局 臺鐵局 臺鐵局 

桃捷公司 桃捷公司 桃捷公司 桃捷公司 桃捷公司 

民政局 民政局 民政局 民政局 民政局 

社會局 社會局 社會局 社會局 社會局 

衛生局 衛生局 衛生局 衛生局 衛生局 

觀光旅遊局 觀光旅遊局 觀光旅遊局 觀光旅遊局 觀光旅遊局 

水務局 水務局 水務局 水務局 水務局 

農業局 環境清潔稽查大

隊 

環境清潔稽查大

隊 

環境清潔稽查大

隊 

環境清潔稽查大

隊 

 交通局 交通局 交通局 交通局 

農業局 農業局 農業局 農業局 

 區公所 區公所 區公所 

勞動局 勞動局 勞動局 

工務局 工務局 工務局 

 消防局 消防局 

 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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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嚴重惡化等級權責單位之應變分工任務 

權責單位 應變任務 

總指揮官 
1.綜理防制指揮中心相關全盤事宜。 

2.各應變單位負責之應變職務與任務之裁示。 

副指揮官 
1.協助總指揮官防制指揮中心相關事宜。 

2.協調各單位執行相關應變任務。 

環境保護局 

1.協助成立防制指揮中心之各相關事宜。 

2.聯繫防制指揮中心之成員中心成立執行應變任務。 

三級嚴重惡化 通報並巡查各污染源執行各項管制措施。 

二級嚴重惡化 通報並巡查各污染源執行各項管制措施。 

一級嚴重惡化 通報並巡查各污染源執行各項管制措施。 

新聞處 

三級嚴重惡化  每一小時協助發布警告並提醒民眾相關注意事項。 

二級嚴重惡化 每一小時協助發布警告並提醒民眾相關注意事項。 

一級嚴重惡化 每一小時協助發布警告並提醒民眾相關注意事項。 

教育局 

三級嚴重惡化 
通知市內各級學校採取警示措施，應立即停止戶外活動，

並將課程活調整於室內進行或延期辦理。 

二級嚴重惡化 

通知市內各級學校採取警示措施，應立即停止戶外活動，

室內應緊閉門窗，有必要外出時應佩戴口罩、護目鏡等個

人防護工具。 

一級嚴重惡化 

通知市內各級學校採取警示措施，應立即停止戶外活動，

由直轄市、縣（市）政府邀集相關單位，共同會商決定是

否停課。 

環境清潔 

稽查大隊 

三級嚴重惡化  執行重點洗街作業，揚塵好發地灑水。 

二級嚴重惡化  執行重點洗街作業，揚塵好發地灑水。 

一級嚴重惡化  執行重點洗街作業，揚塵好發地灑水。 

農業局 

三級嚴重惡化  通知農會宣導禁止露天燃燒行為。 

二級嚴重惡化  通知農會宣導禁止露天燃燒行為。 

一級嚴重惡化  通知農會宣導禁止露天燃燒行為。 

交通局 

三級嚴重惡化  
採取大眾運輸工具優惠措施，降低道路速限減少車行揚

塵。 

二級嚴重惡化  
採取大眾運輸工具優惠措施，降低道路速限減少車行揚

塵。 

一級嚴重惡化 

1. 除中華民國一百年一月一日以後生產製造及進口之大

眾運輸工具電動車輛外，禁止使用各類交通工具、動

力機械及施工機具。 

2. 開放黃線及紅線停車，並暫停路邊停車收費。 

民政局 三級嚴重惡化 
協助發布警告通知各寺廟管理委員會並提醒民眾減少金

紙燃燒及減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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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責單位 應變任務 

二級嚴重惡化 
協助發布警告通知各寺廟管理委員會並提醒民眾減少金

紙燃燒及減香。 

一級嚴重惡化 
協助發布警告通知各寺廟管理委員會並提醒民眾減少金

紙燃燒及減香。 

區公所 

三級嚴重惡化  
協助發布警告通知各區里長，並以鄰里廣播系統提醒民眾

應考慮減少戶外活動。 

二級嚴重惡化 
協助發布警告通知各區里長，並以鄰里廣播系統提醒民

眾，有必要外出時應佩戴口罩、護目鏡等個人防護工具。 

一級嚴重惡化 
協助發布警告通知各區里長，並以鄰里廣播系統提醒民眾

停止戶外活動，室內應緊閉門窗。 

社會局 

三級嚴重惡化 

協助發布警告通知轄區內各老人安養院、身心障礙機構及

兒童少年社會福利機構，建議老年人、敏感體質及患有心

臟或肺部疾病者，留在室內並減少體力消耗活動，必要外

出應配戴口罩。 

二級嚴重惡化 

協助發布警告通知轄區內各老人安養院、身心障礙機構及

兒童少年社會福利機構，建議老年人、敏感體質及患有心

臟或肺部疾病者，留在室內並減少體力消耗活動，必要外

出應配戴口罩。 

一級嚴重惡化 

協助發布警告通知轄區內各老人安養院、身心障礙機構及

兒童少年社會福利機構，建議老年人、敏感體質及患有心

臟或肺部疾病者，不可外出。 

衛生局 

三級嚴重惡化 

通知本市之各醫療機構給予就診民眾適當的健康諮詢建

議並提醒民眾應留在室內並減少體力消耗活動，必要外出

時應配戴口罩。 

二級嚴重惡化 

通知本市之各醫療機構加強注意各急診人數並提醒民眾

避免戶外活動，室內應緊閉門窗，有必要外出時應佩戴口

罩、護目鏡等個人防護工具。 

一級嚴重惡化 
通知本市之各醫療機構加強注意各急診人數並提醒民眾

停止戶外活動，室內應緊閉門窗。 

勞動局 

三級嚴重惡化 
協助通知各業主應提供從事戶外工作勞工適當及足夠之

呼吸防護具。 

二級嚴重惡化 

協助通知各業主，勞工應避免從事戶外重體力勞動，戶外

工作時應配戴適當之呼吸防護具，並建立緊急救護機制，

室內工作時，應閉門窗留意避免空氣品質惡化。 

一級嚴重惡化 
協助通知各業主，停止勞工所有戶外工作或活動，執勤以

外之人員應留處屋內、緊閉門窗。 

觀光旅遊局 三級嚴重惡化 
協助發布警告通知本市旅館飯店業者並提醒民眾應留在

室內，減少體力消耗活動，必要外出時應配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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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級嚴重惡化 

協助發布警告通知本市旅館飯店業者並提醒民眾避免戶

外活動，室內應緊閉門窗，有必要外出時應佩戴口罩、護

目鏡等個人防護工具。 

一級嚴重惡化 
協助發布警告通知本市旅館飯店業者並提醒民眾停止戶

外活動，室內應緊閉門窗。 

工務局 

三級嚴重惡化 
協助發布警告通知各公共工程主辦機關管制 2市內各道路

柏油鋪設工作。 

二級嚴重惡化 
協助發布警告通知各公共工程主辦機關限制 2市內各道路

柏油鋪設工作。 

一級嚴重惡化 
協助發布警告通知各公共工程主辦機關禁止市內各道路

柏油鋪設工作。 

水務局 

三級嚴重惡化 通知河川管理養護單位加強河川揚塵潛勢區域巡查。 

二級嚴重惡化 通知河川管理養護單位加強河川揚塵潛勢區域巡查。 

一級嚴重惡化 通知河川管理養護單位加強河川揚塵潛勢區域巡查。 

消防局 

二級嚴重惡化  
協助發布警告通知轄區內各消防分隊並視狀況加派協助

人員並啟動相關應變措施，以載送增加之病患。 

一級嚴重惡化 
協助發布警告通知轄區內各消防分隊並視狀況加派協助

人員並啟動相關應變措施，以載送增加之病患。 

警察局 一級嚴重惡化 
協助發布警告通知轄區內各警察分局與分駐(派出)所進行

維持秩序。 

交通部臺灣 

鐵路管理局 

三級嚴重惡化 
協助發布警告通知轄區內各車站並提醒民眾應留在室內

並減少體力消耗活動，必要外出時應配戴口罩。 

二級嚴重惡化 

協助發布警告通知轄區內各車站並提醒民眾避免戶外活

動，室內應緊閉門窗，有必要外出時應佩戴口罩、護目鏡

等個人防護工具。 

一級嚴重惡化 
協助發布警告通知轄區內各車站並提醒民眾停止戶外活

動，室內應緊閉門窗。 

桃園大眾捷運 

股份有限公司 

三級嚴重惡化 
協助發布警告通知轄區內各捷運站並提醒民眾應留在室

內並減少體力消耗活動，必要外出時應配戴口罩。 

二級嚴重惡化 

協助發布警告通知轄區內各捷運站並提醒民眾避免戶外

活動，室內應緊閉門窗，有必要外出時應佩戴口罩、護目

鏡等個人防護工具。 

一級嚴重惡化 
協助發布警告通知轄區內各捷運站並提醒民眾停止戶外

活動，室內應緊閉門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