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29 日

區域空氣品質惡化防制措施
跨局處研商會議

(會議資料)



桃園市政府 

區域空氣品質惡化防制措施跨局處研商會議 

會議議程 

壹、 時間：109年10月29日(星期四)下午2時 

貳、 地點：本府11樓1101會議室 

參、 會議議程： 

項次 時間 議程 報告單位 

一 13:30～14:00 報到 -- 

二 14:00～14:05 主席致詞 主席 

三 14:05～14:10 前次會議辦理情形 
桃園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四 14:10～15:00 

議題一：區域空氣品質惡化防制措

施修改及應變權責說明 

議題二：「109年度桃園市懸浮微

粒物質災害應變兵棋推演

與演練」腳本說明 

桃園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五 15:00～15:25 綜合討論 與會各單位 

六 15:25～15:30 結論 主席 

七 15:30～ 散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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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hSf6_-oud02JOgB4Ai_hWut4VKFWbSfj?usp=sharing)

-22-



-23-



-24-



「109年度桃園市懸浮微粒物質災害應

變兵棋推演與演練」腳本 



 
 

「109年度桃園市懸浮微粒物質災害應變兵棋推演與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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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度桃園市懸浮微粒物質災害應變兵棋推演與

演練」，首先恭請長官致詞】 

長官致詞 

- 
【謝謝長官致詞。109 年度桃園市懸浮微粒物質災害

應變兵棋推演與演練，演練正式開始】 

※階段一：災害預警 

時間軸 【】司儀口述；◎演練人員口述 

11月 20日 

下午 4：30 

【國際新聞報導，近日中國北京地區降雨偏少，氣溫

較高，且受到蒙古地區沙塵長程傳輸影響，中國本地

污染物與境外污染物聚集疊加，多項不利條件導致霧

霾污染天氣發生，空氣非常混濁，水平能見度小於 50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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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未來三日內，將有強烈東北季風來襲，

並會夾帶大陸內地大量懸浮粒狀污染物。初步預估自

11月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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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請宣導民眾嚴加小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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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軸 【】司儀口述；◎演練人員口述 

11月 22日 

下午 4：30 

【桃園市環保局收到環保署簡訊及電子郵件預報通

知，11 月 23 日台灣北部至西半部地區，空氣品質測

站 AQI 指標將超過 150。環保局也利用電子郵件及

LINE群組通報各應變分工單位，預報隔日全台空氣品

質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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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散與移動源專案管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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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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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通知相關局處，如教育局、衛生局與社會局等，針

對敏感族群、孩童及年長者預為因應執行應變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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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二：災害發生 

時間軸 【】司儀口述；◎演練人員口述 

11月 23日 

凌晨 1：00 

【於 11月 23日凌晨 1點，環保署空氣品質監測網公

布最新空品數值，轄內 6 個空品測站陸續 AQI 大於

100。】 

11月 23日 

清晨 6：00 

【於 11月 23日清晨 6點，環保署空氣品質監測網公

布最新空品數值，轄內 6 個空品測站陸續 AQI 大於

150。】 

11月 23日 

上午 7：30 

【環保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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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警一級等級，於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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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23日 

上午 8：00 

【桃園市環保局各業務單位依照「桃園市區域空氣品

質惡化防制措施」一級預警等級執行應變任務，並在

環保局網站、臉書、Line官媒與市府跑馬燈宣導，請

民眾減少體力消耗活動並減少非必要外出。】 

11月 23日 

上午 9：00 

【上午 9 點，在環保署空品監測網站顯示，觀音、大

園、中壢以及桃園測站監測數據，AQI 已達到 169、

158、174與 164測值，指標污染物皆為 PM2.5。環保局

立即由空保科張科長陳報呂局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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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成立局層級空氣品質防制指揮中心條件。

呂局長裁示於市府 11樓 1101會議室成立局層級空氣

品質防制指揮中心。】 

 

  

-27-



 
 

※階段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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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23日 

上午 9：30 

【上午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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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揮官為環保局呂局長，

專案會議中環保局空保科張科長向指揮官進行報告，

說明當日預定執行應變的項目，並向專家學者中研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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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23日 

下午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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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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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由鄭市長裁示於原地點成立府層級空氣品質防制指

揮中心。 

鄭市長指派指揮官由環保局呂局長擔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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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進駐防制指揮中心。 

環保局同時也於官網發布新聞稿，由媒體持續宣

導，請民眾加強自我防護。桃園市因應空氣嚴重惡化

已成立府層級防制指揮中心應變。】 

11月 23日 

下午 2：30 

【由進駐應變單位進行專案會議報告。】 

【因空氣品質暫無改善，指揮官指示持續執行應變任

務，並由相關單位留守指揮中心，並由空保科綜合管

理單位負責資料彙整與上傳至環保署應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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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軸 【】司儀口述；◎演練人員口述 

11月 23日 

下午 4：30 

【下午 4點 30分，環保署預報隔日全台 AQI將超過

400，環保局通報市長相關資訊，市長與市府相關單位

共同會商後，決定宣布隔日各級學校、幼兒園等停止

上課，並停止勞工所有戶外工作或活動，並指示各區

區公所請里長以鄰里廣播系統，通知室內避難收容所

地點，並安置無室內避難處之民眾，如遊民或外籍遊

客；相關單位如社會局、衛生局及民政局，規劃熱食、

盥洗等物資供應；警察局與消防局增購通訊軟硬體設

備，以隨時掌握災情與運輸路線之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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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四：災害惡化 

時間軸 【】司儀口述；◎演練人員口述 

11月 24日 

清晨 5：00 

【空氣品質持續惡化，台灣北部各縣市受到沙塵暴壟

罩，在沙塵暴影響下，桃園市區能見度一度降到影響

交通系統，並危害民眾健康狀況。】 

【桃園市轄內空品測站 AQI持續上升，受境外影響最

嚴重之觀音測站 AQI已超過 400。】 

 

※階段五：災害應變中心成立 

時間軸 【】司儀口述；◎演練人員口述 

11月 24日 

上午 8：00 

【因應轄內空品測站 AQI已達 400以上，依據「災害

防救法」內容，防制指揮中心將結合災防辦共同辦理，

開設地點移至消防局 6樓桃園市災害應變中心，並通

知應變單位派員進駐。由桃園市長擔任指揮官，環保

局局長擔任副指揮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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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六：第 1次專案會議報告 

時間軸 【】司儀口述；◎演練人員口述 

11月 24日 

上午 9：30 

【上午 9 點 30 分，由市長擔任指揮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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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超過 400，觀音站 444，平鎮站 423，

龍潭站 401，中壢站 411，大園站 410，桃園站 422，

指標污染物皆為 PM2.5，屬於空氣品質嚴重惡化一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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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環保局先開始。 

◎環保局：環保局報告，環保局於 11月 22日接獲環

保署預報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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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利用簡訊通

報各應變分工單位，通報執行應變任務。 

◎環保局：於 11月 23日環保署成立中央空氣品質防

制指揮中心，並且轄內空品測站 AQI持續惡化，已

陸續成立局層級與府層級空氣品質防制指揮中心。 

◎環保局：今日早晨，因轄內空品測站 AQI>400並與

環保署確認，在未來 12 小時沒有空品惡化減緩趨

勢，依據「災害防救法」內容，防制指揮中心將結

合災防辦共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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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由固定、逸散及移動組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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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軸 【】司儀口述；◎演練人員口述 

行報告。 

◎固定組同仁：報告指揮官，固定組已通報 36間工廠，

透過減產、降載或採行額外調整操作條件提升防制

設備效率等減少空氣污染物排放措施，經實際檢測

或排放量係數計算程序，使粒狀污染物、硫氧化物、

氮氧化物與揮發性有機物之實際削減量達許可核定

日排放量之百分之十以上，且檢查已與本府環保局

連線之連續自動監測系統(CEMS)公私場所之不透

光率是否異常，總共 11處皆無異常。現在來看看稽

查同仁目前在利芃國際觀音廠巡查狀況 

  (螢幕播放畫面說明) 

◎固定組稽查影片撥放(影片需搭配旁白) 

◎預計於觀音區利芃國際觀音廠拍攝，與廠方現場確

認相關應變作為，並查核該廠熱媒加熱程序製程，

是否確實依照該廠空氣品質惡化防制計畫之內容配

合減產。 

  (切斷畫面) 

◎固定組同仁：以上為固定組報告，報告結束。 

◎逸散組同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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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於工區外街道至少兩個小時灑水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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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逸散組稽查影片撥放(影片需搭配旁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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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軸 【】司儀口述；◎演練人員口述 

◎預計於「桃園市楊梅區一號基地及平鎮區一號基地

新建社會住宅統包工程」拍攝，內容呈現工地派員

執行工區內外加強維護營建工程管理辦法相關規定

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設置情形，並加強灑水作業。 

   (切斷畫面) 

◎逸散組同仁：以上為逸散組報告，報告結束。 

◎移動組同仁：環保局移動組報告，在機動車輛管制

方面，於 AQI>150後，已加強警告區域內機車及柴

油車輛稽查作業，以路邊攔檢、目視判煙或車牌辨

識方式進行，防止高污染車輛影響空氣品質，不符

合標準之車輛，要求限期改善並直接告發。而目前

AQI>400，除 101 年後生產製造及進口大眾運輸工

具及電動車輛外，禁止使用各類交通工具、動力機

械及施工機具。請看螢幕呈現，由稍早稽查人員作

業畫面。 

  (螢幕播放畫面說明) 

◎移動組稽查影片撥放(影片需搭配旁白) 

◎柴動計畫：於桃園市龜山區振興路執行目視判煙作

業 

◎機車計畫：針對空品惡化區域執行車牌辨識稽查，

除稽查違規行駛於路面之車輛，後續查詢辨識到之

機車定檢狀態 

  (切斷畫面) 

◎移動組同仁：以上為移動組報告，報告結束。 

【請稽查科報告】 

◎稽查科同仁：稽查科報告，早上已派員至桃園區稽

查管制餐飲業，檢視有無異常排放，並加強勸導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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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軸 【】司儀口述；◎演練人員口述 

緩或減少排放之行為，另外請民眾禁止露天燒烤行

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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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稽查科稽查影片撥放(影片需搭配旁白) 

  (切斷畫面) 

◎稽查科同仁：以上為稽查科報告，報告結束。 

【請事廢科報告】 

◎事廢科同仁：事廢科報告，早上派員巡查管制區域

內農廢露燃熱點，並在龍潭地區操作空拍機執行空

中巡邏，查看是否有稻田露天燃燒情形，請看螢幕

呈現現場稽查人員執行情況。 

  (螢幕播放畫面說明) 

◎事廢科稽查影片撥放(影片需搭配旁白) 

  (切斷畫面) 

◎事廢科同仁：以上為事廢科報告，報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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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公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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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隊影片撥放(影片需搭配旁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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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斷畫面) 

◎環境清潔稽查大隊：以上為環境清潔大隊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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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教育局報告】 

◎教育局：教育局報告，已於昨日下午宣布轄內各級

學校、幼兒園停止上課，將再評估明日是否達到停

課標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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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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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客運業者空氣品質惡化警告，包括桃園客運、新

竹客運以及中壢客運。另開放黃線及紅線停車，並

暫停路邊停車收費，以上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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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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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室內不可外出；目前已完成通

報 30 家。另針對避難收容所，已準備相關避難物

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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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也準備醫療

物資準備送往避難收容所。以上報告。 

【請勞動局報告】 

◎勞動局：勞動局報告，昨日已通報 492家事業單位

應停止勞工所有戶外工作或活動，執勤之外人員應

留處屋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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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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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虎頭山、小烏來風景區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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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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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消防局報告】 

◎消防局：消防局報告，將協助發布警告通知轄內各

消防分隊，並視狀況加派人員並啟動相關應變措施，

以載送增加之病患，並指派分隊前往避難收容所待

命，以上報告。 

【請警察局報告】 

◎警察局：警察局報告，將協助發布警告通知轄內各

警察分局與分駐派出所進行維持秩序，已加派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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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避難收容所，並增加戶外巡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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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各區避難收容所已設置完成，

並將無避難處之民眾，如遊民及外籍遊客等，運送

至緊急避難所安置，目前皆無意外發生，以上報告。 

◎指揮官：謝謝各單位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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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4

日 

上午1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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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聯繫環保署說明應變執行情形】 

◎指揮官：空品變化趨勢需要密切掌握，請環保局電

話聯繫，詢問中研院莊銘棟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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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在這一天到兩天的時間，

持續受到強烈東北季風影響，其挾帶的懸浮微粒嚴

重影響台灣北部至西半部的空氣品質。依照大氣條

件評估，此情形大概會再持續半天至一天，待東北

季風減弱後，空氣品質才可能逐漸改善，謝謝。 

  (影片播放完畢) 

◎指揮官：謝謝莊教授，現在請開啟視訊會議，與環

保署報告目前應變執行情形。 

◎環保局：收到，指揮官，立刻連線環保署。 

(電話鈴響) 

◎指揮官：環保署業務同仁好，桃園目前已開設防制

指揮中心，針對本次空品不良事件各應變單位皆妥

善執行應變分工任務。 

(播放連線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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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指揮官好，受到境外污染物移入影響，今

天台灣北部至西半部地區空氣品質皆嚴重超標，目

前已有12個縣市成立應變中心，進行減少空污的因

應措施，環保署將協調經濟部及台電公司，針對各

大電廠降載減排。請縣市政府務必提醒民眾注意防

範，敏感族群或是老人、小孩等抵抗力較弱者，建

議停止體力消耗活動及戶外活動，必要外出時應配

戴口罩。 

(影片播放完畢) 

◎指揮官：現在時間為10點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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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請各應變單位派員留守防制指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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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4日 

下午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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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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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宣導空品不良訊息，許多民眾亦能分享訊息及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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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里長向里民宣導停止

戶外活動，注意自身防護，以上報告。在查處成果方

面，接著請環保局固定組、逸散組及移動組同仁做詳

細報告。 

◎固定組同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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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逸散組同仁：環保局逸散組報告，今日應變共通報

100處營建工地停止運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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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行僱派水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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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動組同仁：環保局移動組報告，除了大眾運輸及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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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車輛外，已禁止各類交通工具行駛，因開放黃線及

紅線停車及暫停路邊停車收費關係，路上除了緊急

救難或警察機構外，無其他車輛，以上報告。 

【請稽查科報告】 

◎稽查科同仁：稽查科報告，餐飲業部分，今日派遣稽

查人員，稽查管制未加裝防制設備之露天的燒烤行

為，共稽查 23家大型餐飲業業者，皆無違規情事發

生，也無異常陳情事件，以上報告。 

【請事廢科報告】 

◎事廢科同仁：事廢科報告，今日派員巡查管制區域內

露天燃燒熱點，於龍潭地區發現有路邊稻草燃燒，火

勢不大經由現場同仁撲滅後控制狀況，但未發現行

為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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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下午 3點前已洗掃 50公里，將持續達

到 60公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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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教育局報告】 

◎教育局：教育局報告，今日轄內學校皆停課，待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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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裁示明日是否恢復正常上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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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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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車輛數明顯較平常

日低，另外民營客運業者也已在車站放跑馬燈進行

宣導並協助加開班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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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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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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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請勞動局報告】 

◎勞動局：勞動局報告，已通報 492家事業單位，210

家事業單位回報，原訂今日外出工作延期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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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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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15分鐘宣導 1次，宣導民眾及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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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注意自身防護，以上報告。 

【請消防局報告】 

◎消防局：消防局報告，各地區消防分隊值勤皆無異

常，救護案件也無增加，以上報告。 

【請警察局報告】 

◎警察局：警察局報告，轄內巡邏狀況良好，勸導路上

行人盡量趕緊回家避免外出，避難收容所也無特殊

案件發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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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明日停課事

宜，待專業團隊稍後評估夜間及明日大氣狀況，統一

晚上 6 點向外發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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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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九：空氣品質防制指揮中心解除 

時間軸 【】司儀口述；◎演練人員口述 

11月 25日 

上午 8：00 

【現在時間為 11月 25日上午 8點，環保局觀測桃園 6

個空品測站 AQI 逐漸降低，並與環保署及中研院莊

教授確認後，得知大氣條件已改變，且在未來 6小時

空品惡化會逐漸減緩，已達災害中心解除條件，由環

保局電話聯繫指揮官報告。】 

(電話鈴響) 

◎環保局：喂，指揮官好! 環保局報告，上午 8點觀測

各測站測值 AQI數值皆已低於 400，並與環保署及中

研院莊教授確認後，得知大氣條件已改變，且在未來

6小時空品惡化會逐漸減緩。建議解除災害中心指揮

中心，恢復於市府開設府防制指揮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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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改於市政府 11樓 1101會議室設

置府層級防制指揮中心；另外，請通知應變單位，須

持續執行空品的應變任務。 

11月 25日 

下午 2：00 

【現在時間為 11月 25日下午 2點，環保局觀測桃園 6

個空品測站 AQI皆小於 200，已達府層級防制指揮中

心解除條件，由環保局向指揮官報告。】 

◎環保局：報告指揮官! 環保局報告，下午 2點觀測各

測站 AQI數值皆已低於 200，已達府層級防制指揮中

心解除條件，建議將府層級改為局層級防制指揮中

心，報告完畢。 

◎指揮官：瞭解，現在改於市政府 11樓 1101會議室設

置局層級防制指揮中心，雖然解除府層級防制指揮中

心，但須持續執行空品預警一級的應變任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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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解除府層級指防制揮中心，改開設

局層級防制指揮中心，若未來空品持續改善，將會再

解除局層級防制指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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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5日 

下午 6：00 

【經過 4小時，時間來到下午 6點，桃園 6個空品測站

AQI皆下降低於 150，已符合解除局層級防制指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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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為預警二級等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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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質測站已有 3個以上測站 AQI低於 150，並且推估

未來空氣品質將會逐漸改善，故解除局層級防制指揮

中心，應變成果資料請空保科彙整，並陳報環保署本

市已解除局層級防制指揮中心。雖空品已明顯改善，

但仍達二級預警範圍，應變單位須持續執行應變措

施，做好自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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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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十、災害警告解除 

時間軸 【司儀口述】；◎演練人員口述 

11月 26日 

上午 10：

00 

【現在時間 11 月 26 日上午 10 點，環保局觀測桃園市 6

個空品測站 AQI<100，解除空品預警二級等級應變作

業。】 

【環保局彙整各單位應變成果，並將資料填報至環保署空

氣品質不良應變管理資訊系統。】 

- 
【感謝各單位配合，109年度桃園市懸浮微粒物質災害應

變兵棋推演與演練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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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