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105年7月15日至17日啟動熱浪因應措施彙整(最高溫：15日36.6℃、16日37.7℃、17日38.2℃)
通報/宣導/輔導/稽查
回報單位 實施日期 實施時間
實施項目
動員人次 動員車次
實施地點(對象)
實施結果
媒體宣傳
/關懷相關單位數
回收水取用處：迪化污水
忠孝西路、南京東路1-4段、
廠、內湖焚化廠、木柵焚化
忠孝東路1-4段、八德路2-4
廠、北投焚化廠、內湖污水
1050715 11:00-15:00 道路高溫灑水降溫
11
12
-段、市府議會周邊道路、羅斯
無
廠
福路1-3段、中山南路、民權
用水量：90 噸
東路1-4段
灑水里程數：36 km

環保局

1050716 11:00-15:00 道路高溫灑水降溫

1050717 11:00-15:00 道路高溫灑水降溫

1050715 08:00-16:00 植栽澆灌

公園處

6

6

28

6

6

17

備註

第三科

忠孝西路、忠孝東路1-4段、
羅斯福路1-3段、中山南路

回收水取用處：迪化污水
廠、內湖焚化廠、內湖污水
廠
無
用水量：45 噸
灑水里程數：18 km

第三科

--

忠孝西路、忠孝東路1-4段、
羅斯福路1-3段、中山南路

回收水取用處：迪化污水
廠、內湖焚化廠、內湖污水
廠
無
用水量：45 噸
灑水里程數：18 km

第三科

--

公園：士林官邸、福林、志
成、青年、二二八、瑠公圳、
天和、克強、大豐、北投、親
水、中庸、七星
道路：大度路、大業路、承德
用水量：自來水84 噸、污水
路六~七段、延平北路五段、
廠回收水18 噸
無
洲美街、至善路三段、北安
2
澆灌面積：6936 m
路、公館圓環、市府前花缽、
新仁愛路、光復南路、安和
路、仁愛圓環、仁愛路、建
國、新生南路、景福門、台北
賓館、外交部、信義路

--

1050716 08:00-16:00 植栽澆灌

8

8

--

公園處

1050717 08:00-16:00 植栽澆灌

1050715張貼(或跑馬燈播放)熱浪警語及
市場處
08:30-17:30
1050717
食品安全宣導海報

7

84

7

--

通報各市場自治會
84 及張貼食品安全宣
導海報：84

1050715

10:06 疑似中暑、熱衰竭救護

--

--

1

1050716

12:54 疑似中暑、熱衰竭救護

--

--

1

1050717 08:53-10:52 疑似中暑、熱衰竭救護

--

--

2

消防局

公園：青年、二二八、瑠公
圳、華山、林森、康樂、榮
星、三民、大湖、潭美、碧
湖、上塔悠綠地、下塔悠綠
地、明水
道路：大度路、大業路、承德
路四~七段、延平北路五段、
中山北路五~七段、天母東
路、兒育周邊、敬業三路、樂
群二路、北安路、明水路、至
善路三段、忠誠路二段、公館
圓環、市府前花缽、新仁愛
路、光復南路、安和路、仁愛
圓環、仁愛路、建國、新生南
路、景福門、台北賓館、外交
部、信義路

用水量：自來水37.5 噸、污
水廠回收水5 噸、雨水回收
水9 噸
澆灌面積：18136 m

無

2

公園：華山、林森、康樂、榮
星、三民、大湖、潭美、碧
湖、上塔悠綠地、下塔悠綠
地、明水、南港
道路：大度路、大業路、承德
路七段、延平北路五段、洲美
用水量：自來水41 噸、雨水
街、天母東路、忠誠路二段、
回收水9 噸
無
中山北路四~七段、至善路三
2
澆灌面積：12616 m
段、北安路、公館圓環、市府
前花缽、新仁愛路、光復南
路、安和路、仁愛圓環、仁愛
路、建國、新生南路、景福
門、台北賓館、外交部、信義
路

公有市場及攤販集中場(攤商) 宣導場次：84

跑馬燈6處

48歲男性外包廠商員工，送
無
榮總急救(到院前無生命跡象)
48歲女性，送忠孝醫院(體溫
信義區永吉路225巷2弄1號1樓
無
36.9度)
65歲女性，意識清醒，拒送
萬華區西寧南路194號、萬華 醫(體溫37度)；
無
區青年公園2號門
72歲男性路人，意識清醒，
送和平醫院(體溫37度)
北投區承德路7段400號

以電子郵件通知十二區健康服務
中心加強收案社區個案管理之老
1050715 08:30-17:30
人或獨居長者高溫時健康維護事
宜

--

--

1050715 08:30-17:30 輔導食品業者

6

6

--

本市17家急救責任
-- 醫院及20家非急救
責任醫院

--

--

889

--

--

36

本市12區健康服務
中心

衛生局

10507141050717

13:55 通知本市各醫院加強緊急醫療

1050715 08:30-12:30 發送預防高溫熱危害之即時簡訊

6

勞動局
105071508:30-17:30 高溫室外作業宣導及勞動檢查
1050718

社會局

教育局

通知各單位啟動高溫關懷，針對
獨居長者、獨居身心障礙者及街
1050714 08:30-17:30
友提供訪視或問安服務，必要時
並提供相關避暑物資

348

通知各單位啟動高溫關懷，針對
獨居長者、獨居身心障礙者及街
1050715 08:30-17:30
友提供訪視或問安服務，必要時
並提供相關避暑物資

166

通知各單位啟動高溫關懷，針對
獨居長者、獨居身心障礙者及街
1050716 08:30-17:30
友提供訪視或問安服務，必要時
並提供相關避暑物資
加強對於學生預防熱中暑等傷害
--之相關宣導

7月15日以電子郵件通知本局
所屬十二區健康服務中心於
本市獨居長者及心血管疾病患 社區訪視(或電訪)時，加強管
無
健管處
者之收案關懷個案
理獨居長者及心血管疾病個
案健康狀況，並提醒酷暑期
間應注意事項及應變措施
納入例行性稽查輔導業務，輔
導本市食品業者天氣炎熱時應
5處符合規定，1處不符合規
注意食品及食材之保存，並落
無
食藥處
定者限期改善。
實衛生自主管理以防止食物中
毒。
7月14日至7月16日未接獲中
傳真通知本市17家急救責任醫
暑或熱衰竭病患就醫
院及20家非急救責任醫院加強
7月17日接獲博仁醫院通報1 無
醫護處
整備及應變，並持續監測熱衰
名熱衰竭病患就醫，住院治
竭及中暑病患求診數量
療
勞檢處處勞
安中心即時
7月15日請各事業單位即刻加 電子報發布
轄內各工地之工地主任
強熱危害預防措施
「熱浪預
警」相關訊
息。

1.共關懷2,167人次(含獨居長
通報34單位(含12社
者1,928人次、獨居身心障礙
福中心、14老服中 獨居長者、獨居身心障礙者、
-者110人次及遊民129人次)
無
心、6身障資源中心 街友
2.提供電風扇、涼感衣及礦泉
及2平宅)
水等物資
1.共關懷1,449人次(含獨居長
者1,263人次、獨居身心障礙
獨居長者、獨居身心障礙者、
--者118人次及遊民68人次)
無
街友
2.提供電風扇、涼感衣及礦泉
水等物資。

47

--

--

--

--

--

共關懷228人次(含獨居長者
獨居長者、獨居身心障礙者、
212人次及獨居身心障礙者16 無
街友
人次)
--

--

--

適值暑假期
間未啟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