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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天然災害頻傳，臺灣位處於為歐亞板塊與菲律賓板塊交界處，板塊活動密
集，加上四面環海的副熱帶氣候，所須承擔的地震、颱洪風險甚鉅，其中地震災害最不
易預測，對學校軟、硬體的破壞與影響更是難以估計。所謂「多一分準備少一分損失」，
為了達成校園防災減災的目標，本校積極參與「101年度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防災校園建置與實驗專案計畫」，藉由防災輔導團實地指導，發現學校潛在威脅，擬定
完善的災害防救計畫，建立有效應變機制，具體落實校園災害防救行動。
在執行計畫的過程，本校成立防災推動小組，系統整合內外部資源，分析探究校園
災害潛勢，擬定行動方案，優先考量師生防護需求，善用經費充實防災配備，繪製完整
的校園防災地圖，並舉辦防災知能研習、宣導、任務編組研討及避難演練等，提升學校
全體成員防災素養。此外，成立教學工作坊，設計在地化教學模組，落實防災教學，進
而培養學生自救救人的能力。
面對現今多樣化的自然災害，如何以有限的資訊做好萬全的準備，增進師生對災害
認知與警覺，化被動為主動，沈著冷靜應變，將是我們最大的責任與挑戰。以全心投入
防災計畫推動之起點，用心牽起所有興隆家族的手，用實際行動共同構築居安思危的優
質校園。

關鍵詞：校園災害防救計畫、防災避難演練、避難疏散地圖、在地化教學模組

一、前言
(一)計畫緣起與目的
2008 年 5 月汶川地震造成大批校舍倒塌，近萬名師生死亡，桑棗中學因長
期落實安全教育與緊急疏散演習，在 1 分 36 秒內成功讓全校 2300 多名師生自
救的新聞發人深省，值得我們借鏡。
今年六月臺北市接連出現瞬間豪大雨，本校所處低窪地帶為易積水潛勢
區，驚人的雨量隨即造成學校附近馬路淹水，學校四周街道宛若泥河，水深及
腰，為顧及學童安全，立即向臺北市教育局報備，以停課處置，親師生記憶猶
新。
在災害發生時，師生安全是首要考量，如何轉危為安，態度將是關鍵，希
冀透過參與「教育部防災校園建置與實驗專案計畫」
，重新檢視修正校園災害防
救措施，建立良好緊急管理機制，落實災害預防準備，提高全體師生對災害應
變能力，減少生命財產的損失，為不可預知的災害做好萬全的準備。
(二)學校環境概述
興隆國小位於文山區，地處臺北盆地南郊，瀕臨新店、深坑下游，景美溪
貫穿文山區西流，下游與新店溪匯流，學校附近擁有豐富的人文與自然生態，
是一所充滿人文氣息、溫馨和諧的社區型學園。
本校創校至今已逾 37 年，101 學年度班級數為 30 班，教職員工為 82 人，
學生總數共計 777 人，本校班級總數、各年級人數與教職員工人數如表 1-1。
校地面積為 13,215 平方公尺，主要建築呈現口字形，建築物共 6 棟，分別為行
政樓、忠孝樓、仁愛樓、信義樓、和平樓及活動中心，因校舍老舊年久失修，
近年來，學校致力爭取經費改善校園環境，先後完成仁愛樓、和平樓結構補強，
已持續進行其他建築物之耐震評估與補強工程，提供安全的校園環境。
表 1-1 學校基本資料
年級

班級數

學生人數

幼兒園

3班

88 人

ㄧ年級

4班

93 人

二年級

4班

112 人

三年級

4班

105 人

四年級

4班

89 人

五年級

5班

129 人

六年級

6班

161 人

二、執行方法
(一)成立防災校園推動小組

教師

職員(工)

全校總人數

70 人

12 人

859 人

本校為落實平時減災、災害發生時緊急處置，每學年初由校長擔任召集人，
邀集各處室同仁、學年主任及相關人員，成立防災校園推動小組，平時職司防
災教育規劃與檢核，共同研擬與推動防災教育活動，檢視修正年度校園災害防
救計畫，使學校於災害發生時能有妥善之緊急應變程序。
考量學校現有人力、物力，將防災推動小組與災害防救應變組織相結合，
依業務性質進行任務編組，分為指揮官、副指揮官(兼發言人)、搶救組、通報
組、避難引導組、安全防護組以及緊急救護組，各分組設置組長、副組長及組
員數名，平時熟悉任務內容及接受相關技能訓練，於災害發生初期快速啟動分
組，執行任務緊急應變。本校災害防救應變組織架構圖如圖2-1所示。

圖 2-1 災害防救應變組織架構圖
(二)檢核在地化災害潛勢
為掌握學校災害特性，強化災害潛勢資料之完整性，經防災推動小組研議
乃先針對地震、坡地、土石流、淹水潛勢進行調查，參考臺北市政府所製作之
災害防救圖資及公布災害潛勢資訊，教育部防災校園建置教師研習營及防災輔
導團專家蒞校指導，針對學校週遭可能發生的、潛在的災害進行調查分析。
本校地震災害潛勢從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臺灣活動斷觀測系統網站查
詢，登錄興隆國小學校地址定位，下載活動斷層圖如圖2-2，從圖2-2可知，本
校所在非位活動斷層上，離活動斷層尚有一段距離，無立即災害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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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活動斷層圖
(資料來源：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從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網站查詢得知，臺北市文山區坡地災害潛勢如圖
2-3，學校附近有幾處坡地，本校所在之興旺里坡地災害之累積雨量門檻警戒值
為 430mm，惟近年來因氣候異常瞬間雨量急劇，應做好防範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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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臺北市文山區坡地災害潛勢地圖
(資料來源：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災害潛勢地圖網)
從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土石流防災資訊網公告之文山區土石流
潛勢溪流位置圖，如圖 2-3，本校不屬於上述災害潛勢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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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土石流潛勢溪流位置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土石流防災資訊網)
本校同時參考「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之災害潛勢地圖網站」所公布之 24
小時降雨 600mm 淹水情形示意圖資料，如圖 2-5 所示，當 24 小時累積雨量達
600mm 時，本校附近街道淹水情形為 1~2 公尺。
興隆國小

圖 2-5 臺北市文山區淹水潛勢地圖
(資料來源：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之災害潛勢地圖網)
(三)製作防災地圖
校園防災地圖是「校園災害防救計畫」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項目，本校為配合
臺北市教育局指示每學期進行全校複合式地震演練之需求，以地震災害為主
題，製作防災避難疏散地圖，以學校現況、尺度之校園平面圖進行繪製，將學
校各建築物之位置、樓層、空間、樓梯及走廊動線清楚標示，考量教室位置與
使用人數，規劃逃生路線，以供全校師生、家長及蒞校民眾之用。

同時考量當人數過多造成逃生不便的情形，將疏散避難地分 2 區集結，分別
為疏散地點(一)、疏散地點(二)，最終集結於大操場。各樓層教室疏散路線表，
如表 2-1 所示。
表 2-1 各樓層教室疏散路線表
樓 樓
教室代號
疏散路線
名 層
3F 五年 1~4 班教室
下行政樓梯，往最終疏散地(操場)
忠
2F 四年 1~4 班教室
下行政樓梯，往「疏散地點(二)—校門前」
孝
先到「疏散地點(一)中庭」集合，再往最
樓 1F 幼稚園教室
終疏散地點(操場)。
仁 3F
愛 2F
樓 1F

圖書室
視聽教室

下仁愛樓梯，往疏散地點(一)中庭集合，
再往「最終疏散地點—操場」

低年級課輔班教室

先到疏散地點(一)集合，再往操場。

班書教室

下仁愛樓梯，先至疏散地(一)，再往操場

五年 5 班、六年 6 班

下信義樓梯，往「最終疏散地點—操場」

環保教室、三年 1 班

下仁愛樓梯，先至疏散地(一)，再往操場

三年 2 班、備課教室

下信義樓梯，往「最終疏散地點—操場」

1F

一年級教室

先到疏散地點(一)，再往「操場」。

4F

資優 1、資優 2 及六年 3~5 班 下和平樓梯，往最終疏散地點(操場)

3F

信
義
2F
樓

和 3F
平
樓 2F
1F
4F
活
動 3F
中 2F
心 1F

英語教室 1~4

下和平樓梯，往最終疏散地點(操場)

資優班

下信義樓梯，往最終疏散地點(操場)

二年 3~4 班、三年 4 班、身成 下和平樓梯，往最終疏散地(操場)
三年 3 班教室

下信義樓梯，往最終疏散地(操場)

六年 1、2 班及二年 1~2 班

直接往最終疏散地點(操場)

大禮堂

靠舞台前半部，下右側樓梯，舞台後半部
下左側樓梯，往最終疏散地點(操場)

自然、電腦、生活教室

下兩旁樓梯，往最終疏散地點(操場)

藝文館、美術、音樂教室

直接往最終疏散地點(操場)

為縮短疏散時間，特設計繪製本校避難方向指標，如圖 2-6，以壓克力材質
印製張貼於各樓層教室中間牆面、室內空間出口牆面、校園明顯處、樓層轉角…
等地方，以利災害發生時，教職員工生、家長及訪客能快速辨識逃生方向。

圖 2-6 興隆國小避難方向指標
在繪製防災地圖時，本校為方便使用者清楚辨識，將各樓層以不同顏色表
示，以箭號表示疏散避難方向，並用藍色箭號代表戶外疏散路線，紅色箭號代表

室內疏散路線，虛線箭號代表跨棟樓梯疏散路線，本校疏散避難地圖如圖 2-7。
為發揮防災地圖之功用，除了製作學校全區疏散防災地圖外，也繪製外賓、家長
常用之「圖書室」、「視聽教室」防災地圖，標示所處位置最近避難逃生路線。

圖 2-7 興隆國小校園疏散避難地圖-地震災害
(四)執行校園災害防救計畫
「校園災害防救計畫」主要是為有效管理校園環境，建立學校災害防救體
系，使學校能有一妥善之緊急應變程序，使資源靈活調度，達減災、消災與快速
緊急應變與復原之功效。本校之校園災害防救計畫於每年 8 月由學務處研擬計
畫，包含人員異動、任務編派等資料更新，同時將學校周邊社區防災組織、校外
救援單位及醫療單位資料，納入校園災害防救計畫。
每學年初召開防災推動小組會議時，由學務處向相關人員說明計畫大綱及小
組工作內容，並委請總務處協助檢視學校軟硬體設施或設備，修正計畫內容，以
使校園災害防救計畫更周全完備，於緊急時能明確快速執行計畫內容。
校園災害防救計畫中有關應變組織器材整備，已依各分組使用器材需求項目
數量，逐漸申購補足，以本次「防災校園建置專案計畫」經費提列申購所需「通
訊對講機」，全校每位學生皆配發防災頭套一只，教職員工及愛心志工配發防護
帽、哨子，級任老師再配發緊急聯絡卡板夾，並增購背掛式簡易救護包予每學年
主任(含科任)，其餘防災設備於學校相關經費補列，以作好災前整備工作。
(五)校園疏散避難演練
為提升全校師生校園防災應變能力，本校每年至少進行 2 次以上防災演練，
以簡單、易行為原則，考慮學校自主能力，而非校外救援力量，也就是將學校所
能掌握並能實施的項目為演練內容，於設計演練腳本前須審慎評估學校本身能力
及所需的支援，必要時與其他單位溝通協調，建立通報及支援管道。
目前本校先以「地震災害」編寫防災演練腳本內容，依學校面臨地震時進行
「情境想定」，演練項目分別為地震發生與察覺、學生逃離與避難引導、緊急應
變組織的啟動及災情回報、緊急搜救與傷患救助、避難所的開設與學生之安置、
災情的掌握及通報等 6 項，目的在於讓全校教職員工生了解避難疏散時機及執行
程序，明白緊急狀況下如何自保，熟悉疏散避難路線，提高自救、保命的機會。
防災演練前召開工作協調會議詳列各執行程序之權責編組及銜接介面，確保

所需資源與人力，讓全校教職員工充分瞭解演練過程，強化自己擔任學校緊急應
變組織之任務分工內容，於災害發生時必須扮演的角色及所處支援位置，避免於
救災時人力分配不均之情形延誤搶救之時機，本校疏散避難演練任務編派內容。
(六)建立在地化防災教學模組
為提升本校教師對災害潛勢認知及提升教師防災教育融入現有課程知能，分
別於暑假備課日、開學後週三教師進修辦理防災知能研習(如表 2-2)，實施教職
員防災素養檢測，聘請學者專家及防災校園績優學校猴硐國小教師蒞校指導，透
過講座精闢解說及教師專業對話分享，介紹防災教育數位平台網站、土石流防災
資訊網…等教材資訊，增進校內教師對在地化防災教學模組認識及專業知能，進
而於學年會議從事防災課程相關研討，完成防災課程設計。
表 2-2 教職員防災知能研習活動表
研習時程與主題

辦理情形

1

2

3

(七)學校防災教育教學與宣導
1.防災課程教學
為增進師生災害防救知能，學務處彙整提供相關地震、颱洪、土石流…等防
災影片、簡報、講義等教材，結合在地化防災教學模組設計，請老師將防災教
學模組、防災教育融入式生活課、自然課及健康課等課程實施相關教學。
本校疏散避難演練以地震災害主題，故將地震防災教育納入綜合活動課程，
依不同年級進行防災課程教學，包括防災頭套之使用、家庭防災卡功能、緊急
救護指導、逃生注意事項等，演練前必須針對演練項目及正確避難逃生進行教
學，務求避難逃生過程做到不跑、不語、不推擠的目標。除此，為讓學生認識
災害發生的遠近因、瞭解如何面對災害的發生與處遇、心肺復甦術操作技能，
引進外界支援單位進行專題演講及急救安全教育教學與認證。

2.防災教育宣導
(1)防災頭套：參考日本學生防災頭套功能及 100 年申請防災校園建置學校使
用經驗，購置每生防災頭套一只，並利用綜合活動課程及兒童
朝會向學生宣導使用方法及提示將頭套放置室內隨手可取處。
(2)防災地圖：向學生宣導學校防災地圖張貼地點及功能，說明避難逃生路線
與集結地，說明災害發生時，各應變小組所處位置，方便學生
尋找緊急救護站、通報用。
(3)家庭防災卡：為便利學生攜帶家庭防災卡，發下宣導小單張於家庭聯絡簿，
推廣學生與家長共同填寫，得每日攜帶於名牌後或貼於聯簿，
以備不時之需，學務處於學期中不定期進行防災卡抽查。
(4)緊急聯絡網：學期初請各班建置班級緊急聯絡表，每班分 5~6 小組，設置
小組長，學校日向家長宣導說明緊急狀況時依分組快速聯
繫，老師須將班級緊急聯絡網及防災通訊資料放置可攜式板
夾，方便緊急時取用。
3.防災教育學藝競賽
為加強學生對防震、防火、防颱、防洪等防災教育認知，喚起學生重視防
災教育，本校 101 年度防災教育計畫中辦理各項防災教育學藝競賽，實施辦
法以「防災教育」為主題，分項進行比賽，希望透過學藝競賽活動，培養學
生對災害危機的意識，建立防災正確的觀念，進而在生活中勇於實踐。防災
教育學藝競賽內容如表 2-3 所示。
表 2-3 防災教育學藝競賽內容
活動項目
1. 地圖著色比賽

活動題目
依學校避難疏夋地圖進行彩繪

年級
1~2 年級

2. 防災漫畫、繪畫比賽 以 8 開圖畫紙繪畫防災教育主題

2~5 年級

3. 防災標語設計

以「防災教育」為主題設計製作

3~4 年級

4. 防災海報比賽

以「防災教育」宣導主題繪製全開海報 5~6 年級

5. 防災短文比賽

以「防災意識」或「防災經驗」為主題，
5~6 年級
字數 300~400 字以內。

4.防災觀摩演練
本校積極參與教育部防災校園示範演練觀摩，先後至新北市猴硐國小、臺北
市萬芳國小觀摩學習，透過他校示範演練經驗，檢視本校災害處置及各項應變
流程，增進整合災害處理效能，拓展應災思考面向與提升應災能力，以作為本
校辦理防災教育參考。

三、執行成果
(一)成立防災校園推動小組

本校防災推動小組亦為災害應變組織，於指揮官、副指揮官下設立通報組、
避難引導組、搶救組、安全防護組及緊急救護組等五組，當災害發生時，由指揮
官發布救災指示於各分組之組長，再由組長指派分組成員執行，同時指定副組長
為組長代理人，以確保災時各分組能快速救災，各分組任務分工如表 3-1。
表 3-1、興隆國小災害防救應變組織任務分工表
編組及負責人員
指揮官

劉碧賢校長

負責工作
1.負責指揮、督導、協調各組所有運作。

副指揮官(兼發言人)
學務主任(陳麗秋)

1.負責統一對外發言，通報中心受災情形、處置狀況等。
2.協助督導、協調各應變分組運作。

通報組
※生教組長(王明進)
◎資訊組長(劉謦豪)
註冊組長(陳瑞仁)

1.以電話通報應變中心已疏散人數、收容地點、災情及
學校教職員、學生疏散情況。
2.負責蒐集、評估、傳播和使用有關災害與資源發展的
資訊。

避難引導組
※教務主任(胡月英)
◎科任主任(姜坤成)
教學組長(曾怡君)
設備組長(沈啟聰)

1.分配責任區，協助疏散學校教職員、學生至避難所。
2.選定一適當地點作為臨時避難地點。
3.協助登記至避難所人員之身份、人數。
4.設置服務站，提供協助與諮詢。
5.協助疏散學區周遭受災民眾至避難所。

各班導師(1~6 年級) 6.協助學區周遭受災民眾至避難所，登記身分、人數。
安全防護組
1.協助發放生活物資、糧食及飲水。
※輔導主任(施春明) 2.各項救災物資之登記、造冊、保管及分配。
◎輔導組長(蘇媺雅) 3.協助設置警戒標誌及交通 管制。
資料組長(蔡佩寧) 4.維護學校災區及避難場所治安。
警衛(蘇添成洪茂友) 5.防救災設施操作。
緊急救護組
※衛生組長(卓婉瑜)
◎護理師(陳思靜)

1.基本急救、重傷患就醫護送。
2.心理諮商。
3.急救常識宣導。

特教組長、專輔老師 4.提供紓解壓力方法。
搶救組
1.受災學校教職員生之搶救及搜救。
※總務主任(張仁傑) 2.清除障礙物協助逃生。
◎體育組長(黃仁賢) 3.強制疏散不願避難之學校教職員生。
事務、文書組長、職工
※組長

◎副組長

(二)檢核在地化災害潛勢
對於影響學校的天然與人為災害潛勢地區，再做確認分析，以便能針對可能
產生的各項災害做減災、整備、復原的防救災教育宣導與活動。學校之災害防救

資料主要交由總務處負責調查蒐集，其餘處室提供資料，並請校內具有相關專業
知識之老師進行協助，調查之項目包含災害潛勢資料、校園平面及空間配置、校
內各建物之平面配置以及校內曾發生之災害及災害特性分析。
災害潛勢檢核結果為地震災害為中潛勢、颱洪災害為低潛勢、坡地災害為中
潛勢、人為災害為中潛勢，從「全國災害潛勢資訊管理系統」災害潛勢圖資如圖
3-1 可知，學校附近有些許順向坡，恐因地震、颱洪造成校園災害，值得關切。

圖 3-1 興隆國小颱洪、坡地災害潛勢地圖
(三)製作防災地圖
1.教室內疏散路線圖：教室內學生座位依前門及後門位置，區分為 2 條疏散路
線，老師平時須指導學生迅速於走廊進行避難疏散。如圖 3-2 所示。

圖 3-2 教室內疏散路線圖
2.圖書室、視聽教室防災疏散地圖：本校視聽教室、圖書室分別位於仁愛樓 2、
3 樓，平時多開放予家長學生使用，在緊急災害事件發生時，從視聽教室、
圖書室前、後門避難疏散方向，以紅色箭頭指示，分走信義樓梯、忠孝樓梯
進行疏散，最終疏散地為大操場。如圖 3-3 所示。
3.全校性防災疏散地圖：全校性防災地圖以活動式壓克力板張貼於前穿堂及活
動中心，師生、家長及訪客得依圖 3-3 可了解教室平面位置及避難疏散動線。

視聽教室防災疏散地圖

圖書室防災疏散地圖
圖 3-3 防災疏散地圖

全校性防災疏散地圖

(四)研訂校園災害防救計畫
本校除了透過「校園災害防救計畫資訊系統」進行計畫初步架構編擬，為使
校園災害防救計畫內容趨於周詳，符合學校之特性與需求，乃針對學校實際現況
與組織調整及業務執行需求，重新檢討、補充、更新相關資料，依規定修正，本
學年度已於101年9月完成校園災害防救計畫整體編修。
(五)校園疏散避難演練
在參與防災校園建置專案計畫後，本校結合防災教育宣導與教學，於兒童朝
會、上課時間執行低中高年段班級疏散避難演練 3 次，全校性校園疏散避難演練
4 次，自 10 月份起將家長會、愛心志工、交通導護納入演練支援對象，使其了
解演練腳本、所擔任之角色及任務內容，於演練完畢召開檢討會議，希冀透過逼
真確實之演練，建立學校全體成員的災害防救知能。演練項目如表 3-2 所示。
表 3-2 疏散避難演練項目表
時間

演練項目

演練重點
就地掩蔽、防災頭套使用、辨識避難指標與
避難行進路線、最終疏散地

1

9/11(二)

低年級防災演練

2

9/13(四)

中年級防災演練

3

9/14(五)

高年級防災演練

4

9/21(五)

全校性地震防災

就地掩蔽、熟悉避難路線、逃生避難引導及

AM8:00

演練

行進不語不跑不推擠之指導

5

9/21(五)
AM9:21

全校性複合式
防災演練

逃生避難分站訓練、各組通訊對講機演練、
應變小組分工執勤

6

10/15(一)
AM8:05

全校性複合式
防災演練

逃生避難演練、緊急救護傷患救助演練家長
蒞校接回學生動線管制

7

10/18(四)
AM8:10

防災校園建置
示範演練

逃生避難演練、緊急救護演練、緊急安置通
報、家長接回、維安動線管制

(六)建立在地化防災教學模組及推動教育宣導
1.在地化防災教學模組：成立防災教學工作坊，以學年老師組成教材研發與教
學團隊，利用學年會議檢視本校災害潛勢，擬定颱洪、淹水或土石流主題，
共同研討在地化防災教學模組與架構，設計防災教育教案，將其教案內容整
合於學年會議記錄本。相關在地化教學模組架構主題及內容，詳見表 3-3。
表 3-3 在地化防災教學模組內容表
主題
哭泣的大地

教學架構

設計內容

防颱大作戰

風事知多少

「颱」灣之
洪水猛獸

2.防災教育教學與宣導
(1)實施在地化防災教學模組：將已設計完成之在地化防災教育教案融入各學習
領域之教學，檢討修正教案，以提供本校教師實施。工作坊運作請見表 3-4。
表 3-4 在地化防災教學工作坊

邀請外校老師協助指導

依據災害潛勢設計教案

融入領域實施防災教學

(七)學校防災教育教學與宣導創新及特色作法
1.防災教育宣導活動：規劃兒童朝會、綜合活動課程及防災演練進行防災素養宣
導，希望藉此提升全校對災害防救的重視及知能。相關宣導活動如表 3-5。
表 3-5 防災教學宣導活動

兒童朝會-防災卡宣導

兒童朝會-緊急救護宣導

專家學者防災宣導

2.防災教育學藝競賽：學校於防災教育宣導活動結束後，舉辦一系列防災學藝競
賽，依學生得參與不同項目，經評選得獎作品公布於穿堂布告欄及牆面，除鼓
勵學生優異表現，期能發揮防災境教效果。學藝競賽得獎作品請見表 3-6。

表 3-6 防災教育學藝競賽得獎作品

防災學藝競賽-地圖著色

防災學藝競賽-繪畫比賽

防災學藝競賽-標語設計

3.打造愛心服務走廊：結合社區愛心商店資源，凝聚社區民眾力量，繪製本校愛
心服務站安全地圖，邀請愛心服務站發揮守望相助精神，共同攜手打造社區安
全走廊，協助學校推動防災、安全教育，守護興隆學子安全。愛心服務站分佈
圖與教學情形如表 3-7。
表 3-7 愛心服務站分佈圖設計與教學

繪製愛心服務站分佈圖

愛心服務站地圖教學

認識我們的愛心商店

4.防災宣導階梯：設置防災標語宣導階梯，於樓梯側面張貼防災標語口號，發揮
境教與宣導功能。宣導階梯詳見表 3-8。
表 3-8 防災宣導階梯

設計防災標語口號

張貼防災標語

時時提醒防災重要性

5.防災科展製作：自然老師帶領五年級小朋友進行科展研究，以「創意雨量筒警
報器」為主題進行相關研討，歷經數次實驗與失敗檢討，終於完成視覺與聽覺
兼具之「雨量筒」，當雨量達到 150mm 觸發警鈴與閃光同時運作，以聲光效果
提醒大家警覺，進行防災避難措施。防災科展製作實驗情形，如表 3-9。
表 3-9 防災科展製作-雨量筒製作小組實驗情形

科展小組進行實驗

倒水試驗是否能觸發電能

科展作品評選-口試

5.師生 CPR 心肺復甦術訓練與認證：為了在遇到災害時，拯救更多生命，爭取
黃金時間，加速救災效率、達到自救及救人的目的。本校定期舉辦教職員工
CPR 急救研習訓練，邀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護理人員協助認證。此外，為增
進學生急救教育知能，本校六年級學生於健康課實施 CPR 教學，護理師親自
示範 CPR 步驟並實施個別認證及知能檢測，畢業生 CPR 通過率達 100%。師
生 CPR 訓練實施情形，如表 3-10。
表 3-10 師生 CPR 訓練認證實施情形

意外傷害處理教師研習

校長參與 CPR 認證

護理師講解 CPR 步驟

四、成效評估
(一)量化方面
1.修改校園防災地圖數量、參與人數
經本年度將學校原有之防災地圖重新調整修正，參與地圖修正討論人員為校
長、學務主任、總務主任、教務主任、輔導主任、生教組長及學年老師代表，
防災地圖修正後，亦徵詢 32 位各學年、科任老師及防災輔導團意見，總計參
與修正討論人數為 40 人。經修改定案後，即輸出張貼之防災地圖，共計 4 張。
2.編修校園災害防救計畫計有地震、颱風水災、土石流、火災、傳染病災害及交
通事故等 6 種災害類型。
3.辦理防災演練次數、參與人數
本學期辦理 3 次分散式防災演練，以低、中、高年段師生為主，也實施 4
次全校性複合式防災避難演練，將全校教職員工生及家長納入演練對象。演練
時間及對象如表 4-1 所示。
表 4-1 防災演練時間及對象表
時間

項目

對象

參與人數

9/10

分散式防災演練

一、二年級師生

213

9/12

分散式防災演練

三、四年級師生

202

9/13

分散式防災演練

五、六年級師生

301

9/21

全校性地震防災演練

全校教職員工生

859

9/21

全校性複合式防災演練

全校教職員工生

859

10/15

全校性複合式防災演練

全校教職員工生

867

10/18

防災校園建置示範演練

全校教職員工生及家長

873

4.在地化防災教學模組

本校匯集學年及科任老師所進行之防災教學主題設計，分別為哭泣的大地、防
颱大作戰、風事知多少、「颱」灣之洪水猛獸及淹水警報-創意雨量筒等五組。
5.防災實況訪視、觀摩與研討會交流
感謝防災中心委員蒞校指導，解開學校既有的防災疑惑與迷思，相對提升
成員防災素養，進而擴大宣導對象，向學校老師及同學宣導正確的防災觀念。
本校於 101 學年度擔任臺北市國小及幼兒園防災實況訪視委員，檢視受訪
學校師生實施正確防災演練及疏散避難技能，認識防災公園及緊急避難設施，
俾利師生於災害發生時，知道往何處避難，使各校正確建置各項防災硬體設施
（校園防災設施、校園疏散避難地圖、家庭防災卡），做好災前準備。
因此，本校藉由訪視會議、研討會、實況訪視、觀摩演練及相關研習課程，
不斷累積防災知能，希冀發揮所能，將災害防救觀念擴及周遭對象，人人都能
重視災害防救，做好萬全的準備。茲將相關觀摩交流活動詳列如表 4-2。

時間

表 4-2 本校參與訪災觀摩交流活動
地點
內容

101.6.12

興隆國小

校園災害潛勢現況檢核

101.7.10

大坪林聯合開發大樓

教育部北區防災教育教師研習營

101.8.24

興隆國小

災害防救計畫書、腳本等檢視俢正建議

101.9.28

猴硐國小

新北市防災示範演練

101.10.18 興隆國小
101.10.23 三民國小
101.10.26 敦化國小、長安國小
101.11.8 吳興國小
101.11.13 南海實驗幼兒園
101.11.1 萬芳國小

本校防災示範演練
臺北市國小暨幼兒園防災實況訪視，包
括防災演練、家庭防災卡運用情形、學
生訪談及防災設施檢核，訪視委員如下：
許民陽教授、劉碧賢校長、陳麗秋主任
萬芳國小防災示範演練

(二)質化方面
1.學生心得發表投稿
經過防災系列宣導與演練，在地化防災教學過程，老師也鼓勵小朋友將
所學習到的知識與技能，用文字記錄下來，學校以學藝競賽短文創作進行徵
件，受到許多學生踴躍參與，稿件共計 88 件。茲擇優羅列如下：
表 4-3 防災短文創作優秀作品

2.教師防災研習心得回饋
本校辦理防災研習活動，受到校內老師支持與回饋，近 8 成以上的老師對
於講座及防災內容感到很滿意，其他感受到滿意的回饋，相關調查如下：

五、結論與建議
身在這個災害型態日趨多樣性、高頻率性及複雜性的環境，面對無法預期的
天然災害與威脅，我們無法漠視、坐以待斃，而是主動積極參與災害防範與自救，
將學校內部預防性避難疏散行動列為優先訓練目標，帶動親師生防災警訊意識，
啟動學校整體防災應變機制。以本校 6 月 12 日豪大雨造成四周街道淹水，學校
在上午 7:20 緊急向主管機關報備，以停課措施因應…等作為，成功所有親師生
見證到防災工作的重要，警覺應變小組任務分工必須確實，才能有效減災，以不
變應萬變。
本校藉由申辦計畫凝聚學校成員共識，充實校園防災的各項需求，清楚了解
學校潛在災害，認識災害發生近因，面對災害的處遇及應變，發展在地化的防災
自救課程，同時以多次的演練可提昇學生及教職員有關災害之危機意識，希望在
第一時間將災害造成的影響減到最小。
感謝教育部與臺北市教育局經費浥注與人力資源協助，有防災輔導團專家學
者的指導、去年績優學校的經驗分享，使興隆國小的防災工作重新出發，親師生
的防災意識抬頭，未來我們更希望持續努力，充實防災知能，齊備防災物資，整
合社區防災資源，共同為防災教育盡一己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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