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跨港大橋災害處理小組第九次執行會議紀錄

壹、會議日期：108年 10月 5日(星期六)上午 10時 

貳、會議地點：蘇澳鎮漁會 3樓會議室 

參、主持人：交通部黃政務次長玉霖  

肆、出席單位：詳如簽到單 

伍、主席裁示： 

一、 追蹤第八次執行會議－主席裁示事項(詳如列管表)。 

二、本次會議主席裁示事項： 

(一)本災害處理小組已完成階段性任務，後續災後重建

事宜，請公路總局、航港局及港務公司成立重建前

進協調所，送中央應變中心同意後成立，並循法定

程序辦理。 

(二)請港務公司成立專案小組，由召集人駐地督導，小

組成員資料提供主席知悉。 

(三)橋樑拆除工程會前會訂於 10/8(二)上午 10點於漁

會三樓會議室召開。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下午 1時 15分 



更新日期 1081005 

「跨港大橋災害應變處理」後續追蹤列管表 
後續辦理事項 權責單位 目前辦理情形 主席裁示事項 列管情形 

1. 公路總局拆除南方澳禁止通行標示。 公路總局 已完成 解除列管 解除列管 

2. 關懷安置：

(1) 追思會：宜蘭縣府辦理，費用港務

公司負責。 

(2) 法會：港務公司辦理，宜蘭縣府協

助。 

(3) 受傷及罹難漁工家屬來台往返之

費用、入出國安排快速通關：請港

務公司、外交部、移民署及宜蘭縣

政府協助辦理。 

(4) 衛生局協助救災之支出(醫療器材

等)：費用由港務公司負責。 

港務公司 

(1) 追思會名稱改為「心安晚會」，心安晚

會由宜蘭縣政府衛生局主辦，辦理時間

暫定 10/7、10/9各一場，辦理地點 13

號碼頭後線，港務公司已於 10/4辦理

現勘。 

(2) 法會辦理時間預定於 10/10上午 8 時，

辦理地點暫定蘇澳港旅客服務中心旁。 

(3) 受傷及罹難漁工家屬之慰問金已全數發

放完成，家屬來台港務公司已安排快速

通關，罹難者 6具大體預計 10/10運送

返國，受傷及罹難漁工家屬來台往返之

費用港務公司將持續辦理。 

(4) 衛生局協助救災之醫療耗材、人事支

出，下周會提供明細予港務公司。 

(1) 後續辦理事宜由港務公司全力及全

面協助。 

(2) 請港務公司持續辦理。 

(3) 請港務公司持續辦理。 

(4) 後續傷者住院、門診費用，請港務公

司負責辦理，務必做好家屬關懷事宜。 

持續列管 

3. 補償：罹難者每人賠償 500萬元，壓毀

3艘漁船補償已達成協議，漁民補償部

份請農委會協助主政，港務公司為窗

口，未盡事宜仍可協商。

農委會漁

業署、 

港務公司 

 3艘漁船將依新船總價賠償，港務公司

刻正辦理訪價作業。

 請港務公司於 10/7前完成漁船訪

價，再與蘇澳區漁會協商，儘速完

成賠償事宜。

 請港務公司研議先行支付船東部分

補償船價(5~10%)，並請儘速預撥

經費協助船東重建漁船。

 請港務公司洽漁業署研議承銷人工

持續列管 



更新日期 1081005 

後續辦理事項 權責單位 目前辦理情形 主席裁示事項 列管情形 

廠、卡車營業損失賠償之可行性。 

 有關受災者財物發還由宜蘭地檢署

列冊，並由受災者及港務公司確認

後，返還受災者。 

4. 航道需監控管制：漁業署發公文予漁會

轉知，並請海巡通報各安檢港口漁船臨

時航道需監控管制，自即日起至 11月

15日(含)適用。  

農委會漁

業署、 

港務公司 

 農委會漁業署已於 10/4發函轉知各地

區漁會及漁業電台。 

 臨時航道浮燈標寬度監測，港務公司已

委請台灣整合防災工程技術顧問有限

公司一日 2次進行監測並做成紀錄，

10/6起將以通訊軟體群組轉知海巡及

漁會。 

 港務公司已於 10/5完成臨時航道紅綠

燈管制號誌設置。有關規劃臨時航道漁

船進出港管制作為,港務公司已於 10/5

召集漁會、海巡署及航港局研商, 並訂

定「南方澳臨時航道進出港船舶管制原

則」，10/7前函送各單位施行。 

請港務公司持續辦理。 

持續列管 

5. 橋樑拆除： 

(1) 公路總局 10/7(一)提供拆除橋樑

施工計劃書，包含流程、時間、證

據保全等內容，並與航港局、港務

公司協商後送宜蘭地檢署會商，據

以執行後續拆除作業。 

(2) 拆除時程將另行公告，預計

公路總局 

(1)(2)(3) 

(1)  

a. 公路總局訂於10/7(一)下午召開拆除

橋梁施工計畫書討論會議，港務公司

已完成施工計畫書初稿。 

b. 10/7討論會議前如有相關書面資

料，請公路總局先行提供宜蘭地檢署

參閱。 

請公路總局持續辦理。 

持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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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辦理事項 權責單位 目前辦理情形 主席裁示事項 列管情形 

108/11/15以前完成橋樑拆除。 

(3) 拆除工程進行時將管制漁船進出

港，拆除期間之交維，與漁民協

商。 

(4) 提供 8-9號碼頭供漁船靠泊事

宜，請港務公司與漁會再行協調。 

(5) 拆除之組件需進行拼裝編號及儲

放。 

c. 為因應颱風來襲之災害應變，請納入

施工應變計畫。 

(2)(3)拆除時程已於會中訂於 10月 9日上午

8時先拆除鋼拱段，施工期間將影響航道進

出，港務公司已於 10月 5日發文漁會及相

關單位進行通知。 

港務公司 

(4)(5) 

(4) 未來拆除工程將管制漁船進出港，港務公

司確認提供 8-9號碼頭供小型漁船靠

泊，並已協調漁會總幹事知悉，漁會將於

管制前以電台廣播通知漁民。 

(5) 橋樑拆除工程期間，港務公司已委託廠商

架設 CCTV設備拍照及錄影(含水下)，並

已規劃 11號倉庫及管制區內 8號碼頭後

線空地(含 CCTV連線監控設備)，作為物

件存放位置及檢調人員工作場域。 

請港務公司持續辦理。 

持續列管 

6. 橋樑拆除需封閉漁港航道一至三天，將

影響漁民作業，有關補償(或開放漁船

進出港)再行協商。  港務公司 

港務公司已於航道封閉期間提供 8-9號碼頭

供小型漁船靠泊，有關補償部分將與漁會再

行協商。 

航道封閉期間，請漁船先行出港至港務

公司提供之 8-9號碼頭靠泊，如特殊狀

況需滯留漁港之漁船，由漁會與港務公

司雙方再行協調並請農委會漁業署協助

辦理。 

持續列管 

7. 設備設置及建築物(道路)復原： 

(1) 有關漁港碼頭損壞(如照明燈、繫

纜柱等)，於橋樑拆除後再行會

勘，並由港務公司負責修復。 

港務公司 

(1) 目前預計 11/15完成拆除，將於完成後

3日內辦理會勘，儘速完成修復。 

(2) 海巡作業區所需 CCTV監控設備，港務

公司已於今(5)日辦理會勘，並與海巡確

請港務公司持續辦理。 

持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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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辦理事項 權責單位 目前辦理情形 主席裁示事項 列管情形 

(2) 海巡作業區所需 CCTV監控設

備，請與港務公司現勘後擇重要點

設置。 

(3) 南興安檢所落石移除、照明、石梯

步道之維護，請港務公司及航港局

會商確認處理方式。 

(4) 蘇澳安檢所建物結構之補強及財

產之損壞，由港務公司會商辦理。 

認設置地點，預計 10/8完成設置。 

(3) 南興安檢所財損部分已於今(5)日修復

完成。 

(4) 有關蘇澳安檢所 4部私人汽車損壞，已

請海巡署先行修復，由港務公司賠付，

預計 10/9前辦理會勘盤點財損狀況。 

8. 請港務公司及航港局提供倉庫及放置

場所保存，俟宜蘭地檢署檢察官完成證

據保全工作後，通知蘇澳區漁會丶再聯

絡船東及其船員。 

(1) 拆除組件、物件 

(2) 受損漁船之船體吊起 

港務公司、 

航港局、 

公路總局 

(1) 為配合證據保全，港務公司已排定大型

物件原則放置於 8號碼頭後線丶小型物

件放置 11號倉庫，並配合宜蘭地檢署

所需，請施工廠商架設棚架，由港務公

司架設 CCTV監控設備及設置管制區，

施工廠商已納入施工計畫，港務公司於

10/8前完成 CCTV設置。 

(2) 新臺勝 266號已於今(5)日扶正，預計

10/7前吊起，放置於 8 號碼頭後線，配

合後續調查工作。 

請港務公司持續辦理。 

持續列管 



更新日期 1081005 

後續辦理事項 權責單位 目前辦理情形 主席裁示事項 列管情形 

9. 新橋招標及施工作業： 

(1) 請公路總局、航港局、港務公司進

行後續施工場地安排，相關計畫由

公路總局主政，兩週完成代辦契約

簽訂及初步計畫書。 

(2) 預計一個月上網完成招標，規劃橋

樑興建時，請航港局、港務公司應

就地方反應意見及發展做整體考

量，與交通部先行討論。 

公路總局 

航港局 

港務公司 

(1) 公路總局、航港局及港務公司持續辦理

中。 

(2) 航港局及港務公司持續辦理中。 

(1) 有關新建橋樑工程計畫請公路總局

於兩週內向黃政次報告，預計一個月上

網招標，儘速完成待辦事項。 

(2) 請航港局先行函送待辦公文予公路

總局，由三方(港務公司、航港局、公路

總局)簽訂契約。 

持續列管 

10. 橋下船隻拆除過程需防止油污污染，請

環保局協助污染防治事宜。 港務公司 

中油公司已於今(5)日完成油罐車抽油作業

並吊離，拆橋施工期間，將於吊起橋體後，

進行橋下船隻抽油作業。 

本案相關污染防治，請併入施工計畫書

辦理。 持續列管 

11. 一周內完成所有現場(含服務區)復原以

及清潔，由港務公司負責辦理。 
港務公司 

港務公司已於今(5)日辦理完成。 解除列管 
解除列管 

12. 商圈復興： 

(1) 有關港區 12、13號碼頭做為遊客停車

場航港局原則同意，並請港務公司找其他地

方做漁船曬網之用。 

(2) 請南方澳商圈協會提出「勉懷大橋」具

體計劃，針對斷橋拆除後的廢鐵可切成小碎

塊可作為紀念品及斷橋兩邊結構可作為紀

念碑等振興計畫，由航港局及港務公司交由

公路總局做後續處理。 

(3) 蘇澳鎮公所預定 11月中旬辦理魚丸節

港務公司 

航港局 

公路總局 

(1) 港區 12、13號碼頭由於腹地夠大，應

足供遊客停車場及漁船曬網共同使用，

故港務公司將以此規畫辦理。 

(2) (3)航港局及港務公司配合辦理。 

(1) 請港務公司持續辦理。 

(2) 請航港局及港務公司共同研議辦理。 

持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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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辦理事項 權責單位 目前辦理情形 主席裁示事項 列管情形 

活動，航港局及港務公司可配合協助辦理，

藉以活絡商圈發展。 

13.蘇澳港 13號碼頭

(1) 有關蘇澳港港埠服務區 II(移山路)土地

面積約 1.65公頃可規劃做為交通轉運中

心。 

(2) 蘇澳港區 13號碼頭未來可以高雄第七

貨櫃中心碼頭做為規劃藍圖，建置消波平

台，納入改建計畫據以執行。 

(3) 請研議安檢位置遷移至消波平台、做為

安檢及卸貨場所之可行性。 

(4) 為配合地方發展，未來新建橋梁下方閒

置空間應妥善規劃，請研議本方案之可行

性。 

(5) 考量蘇澳港區 13號碼頭土地使用率偏

低，後續碼頭整理應思考如何配合地方發

展、藉以活化港區土地，併入兩星期後新建

橋梁計畫方案，本計畫請港務公司主政。 

港務公司 

(1) 蘇澳港港埠服務區 II港務公司可配合規

劃為交通轉運中心。 

(2) (3)消波平台設施初步可考慮朝消波方

塊式結構進行設計，並將納入海巡需

求、橋墩設置後剩餘空間、航道需求

等，進行最適規劃與設計。 

(4) (5)有關新建橋梁下方閒置空間及蘇澳

港區 13 號碼頭開發計畫，港務公司將

先行與漁會及海巡署研議，並參考地方

意見，進行規畫，亦可將轉運站納入規

劃。 

(1) 未來請港務公司朝公辦民營方式規

劃。 

(2) (3)請港務公司持續辦理。 

(4) (5)二周內向主席報告。 

持續列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