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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苗栗縣栗林國小在歷經民國 88 年 921 地震的搖撼之後，這 10 年來陸續歷經桃芝、
艾利、海棠、辛樂克及莫拉克等颱風的侵擾。於 101 年 8 月又遭到蘇拉颱風的肆虐，造
成南邊坡地土石滑動，壓毀器材室，土石並沖進教室內，學校受到嚴重的傷害。於是學
校積極的參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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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能透過專業人員的協助，來發現校園潛在的安全威脅，擬定完善的災害防救計畫，
建立有效的應變機制，並能有充足的資源來進行防災教育融入教學及校園防災宣導、演
練，以提升師生的防災素養進而培養自救救人的能力以減輕災害風險與損失。執行期
間，學校以 Morse（1973）的危機管理理論為基礎，並配合中央、縣政府政策以及教學
現場需求，來規劃校園防災相關事宜，分為三部分：（1）編撰完整的校園防災地圖及
擬定具實用性的校園防災計畫，依據本校災害現況，所做之最佳的策略，亦為災害發生
時處置之依據。（2）學校成立防災校園推動小組，根據災害潛勢現況調查及歷年災害
特性分析，以完成各項防災設備的整備，為未發生的災害做好事先的預防工作，發揮自
我審視的保護作用。
（3）學校規劃了教師防災教育成長學習活動，共同擬定在地化的防
災教學模組、舉辦校園防災避難演練及推廣家庭防災卡等的措施，以成立災害防治管理
機制並建置災害預防的觀念。最終，期許藉由此項防災計畫的實施與推展，讓所有教師
能重視防災課題，孩子亦能提昇防災知識及態度，進而影響社區居民的觀念，由學校和
社區共同合作以維護自我的生活環境並保障人身及居家的安全。
關鍵詞：防災校園建置、防災地圖、災害防救計畫、在地化防災教學模組、疏散避
難演練

一、前言
1.1 計畫緣起與目的
學校在歷經民國 88 年 921 地震的搖撼之後，這 10 年來陸續歷經桃芝、艾利、海
棠、辛樂克及莫拉克等颱風的侵擾。於 101 年 8 月又遭到蘇拉颱風的肆虐，造成南邊坡
地土石滑動，壓毀器材室，土石並沖進教室內，學校受到嚴重的傷害。

民國 94 年海棠颱風致使鐵
皮屋頂翻掀掉落，壓壞一
樓餐廳遮雨棚及損壞玻璃
窗，造成宿舍及四週財產
物品的損失。

民國 98 年莫拉克颱風造成
樹木連根倒下，壓壞屋頂
鐡皮，並吹落教師宿舍部
分屋頂鐡皮。

民國 101 年蘇拉颱風造成附
近坡地地滑，土石壓毀器材
室及自來水設備，造成財物
損失。

圖 1-1、近年來因天然災害而損失紀錄
於是學校希望能透過專業人員的協助，來打造全方位安全校園的願景，以教導學生
防災及安全維護的知識建立，指導學生從學校、家庭生活與校外活動中落實行動，以提
昇學生整體的素質，並內化於心中，從而建構一個友善無慮的校園環境，消弭各項潛藏
的危險。最後能關照到生活的社區，以維護自我的生活環境並保障人身及居家的安全。
1.2 學校環境概述
1.學校基本資料： 學校人數部分：本校佔地面積 6276 ㎡，屬偏遠小學，101 學年
度班級數六班，教職員工共 89 人。建築物資料調查部分：本校主要建築物共有 2 棟，
分別為前棟及後棟，建築型態為一般學校建築，主要建築呈現一字形。前棟是在民國 47
年興建，陸續修補增建，是老背少的建築物， 101 年度進行補強工程，但是 101 年的蘇
拉颱風造成邊坡土石滑動，又壓毀器材室，土石並沖進一樓教室。後棟是在民國 84 年
興建，86 年增建二樓教師宿舍，但二樓缺少使用執照。
2.學校環境概況：學校位於苗栗縣大湖鄉南端，鄉內的地形大多是丘陵與山地，是
個四面環山的盆地，主要的河川有汶水溪和大湖溪。學校位在台三線 137.2k 的坡地上（X
座標 234082 Y 座標 2696404，海拔高度 400m）
，學校附近的坡地種植橘子、苦瓜等農
作物。學區涵蓋範圍廣，一日僅 5 班公車來回卓蘭及大湖間，學區部分地方未有公車到
達，孩子上下學皆需家長開車接送。90％以上的家長以務農和打零工維生，弱勢學生比

例約占全校 54％（含單親、隔代教養、新移民子女等）。學校雖緊鄰校林派出所、村辦
公室及社區活動中心，但是距離大湖消防隊及醫療院所等重要設施則有 10 公里之遠。

學校位在台三線 138k 旁

學校平面配置圖

學校距離重要設施示意圖

圖 1-2、學校附近環境

二、執行方法
2.1 成立防災校園推動小組
1.由校長擔任召集人，主導整合各處室，使全校投入防災教育工作中。
2.依教育部「各級學校校園災害管理要點」明定減災、整備、應變與復原等四個階
段，學校將其分為平時減災/災後復原期間及災前整備/災時應變期間等二個時期。這二
時期各有不同的工作職掌。由總務處研擬年度工作計畫，全體教職員配合實施各項作為。
3.為使教職員工皆能了解防災教育之工作內容，避免人力分配不均之情形，學校於
學期初召開會議，說明各項工作任務及職掌，確實推動防災校園計畫，並不定期檢討各
項作為的缺失，務使全校教職員皆能熟練小組的運作方式和內容，有助於建置防災校園。
2.2 檢核在地化災害潛勢
1.為掌握校園所在區域之災害潛勢資料，參考直轄市、縣(市)政府所製作之災害防
救相關圖資等，或政府部門公布之災害潛勢資訊協助釐定學校災害潛勢區域。
2.邀請集專家學者針對校園內外環境，進行校園在地化災害潛勢檢核。協助學校針
對檢核出的校園安全問題，提出預防對策、具體改善建議。
3.分析歷年校園災害事件或災害潛勢，以便未來能優先針對危害度較高之災害擬定
計畫，並逐年爭取經費將現有防災缺失逐步改善。
2.3 製作防災地圖
1.藉由網路提供之電子地圖調查學校周邊環境，並繪製校區內之平面圖。
2.規劃疏散路線不只有一條，尚規劃替代路線。集結地點的選擇考慮適當之安全距
離，選擇附近沒有潛在危險地區及可容納部分或全部師生疏散人員之場所。
3.協助「校園災害防救計畫」之建置，從防災、減災與整備、災害應變及復原等各

階段建立各類防災地圖。
2.4 擬訂校園災害防救計畫
1.利用教育部校園災害防救計畫資訊系統輔助編撰學校災害防救計畫。
2.依全國災害潛勢平台所做之校園災害潛勢調查結果，研擬所需的災害防救計畫。
3.根據減災、整備、應變、復原重建等四個災害管理階段充實計畫的內涵，重新審
視校內發生災害風險較高之類型、情境或區域，藉由事先預防及整備。 於災害發生時
能有可動員之應變人力及必要之支援，能在最短時間內消弭或減輕災害之損失。
4..擬定計畫前，校長須先凝聚學校各處室的共識，平時以學校既有行政單位為執
行主體，儘量以不增加行政負擔為原則。災害中緊急應變時重點工作在於快速、有效率
建構應變組織。並以學校能主導者為重點考量，對外界事務則是以聯繫、瞭解、溝通、
協助為主要工作。並能結合社區力量共同合作。
5.在校園災害防救計畫完成後，邀請專家學者共同審視此計畫的內容，俾使計畫更
加周延完善，並更具實用性（附件0-1）。
2.5 防災避難演練
1.提昇學校師生有關災害之危機意識，並可能導致災害發生原因及避災、離災措施
有所瞭解，須舉辦學校內部預防性避難疏散行動。
2.考量學校自主能力，以簡單、易行為原則，編寫演練腳本，其情節以緊急避難疏
散、緊急安置通報及緊急救護為三大重點。還有一些學校會面臨的問題情境的情境，使
師生能熟悉緊急狀況下如何應變。
3.召開先期推演會議，使學校全體教職員工充份瞭解演練過程，透過預演－檢討－
演練－檢討，不斷修正，使學校每個人都能熟悉疏散方法。
4.在校園疏散避難演練前後，邀請專家學者共同參與演練腳本的編訂，實際觀看演
練活動的進行，俾使演練有其效益，在真正災害發生時能發揮功用。
2.6 建立在地化防災教學模組
1.本校在建立在地化防災教學模組是以 PBL 為課程設計的核心概念，以具體行動、
問題解決為導向，規劃實際能夠參與的教學，讓學生透過實際情境的感受，並能透過具
體行動對於現況進行體驗及介入的教學設計。透過問題情境的設計，讓學生針對清楚的
問題情境進行問題解決。
2.在地化教學模組的方向設定為地震、颱洪及坡地災害，以年段為單位進行主題教
案設計及教學，並將全校教師分為資料蒐集組、教材編撰組、教學推廣組及意見回饋組，
各小組視需要進行不定期之討論及檢討，互相給予意見及協助。

2.7 學校防災教育教學與宣導
1.本校每學期初將防災各項作為，如主題教學實施、防災避難演練及防災教育宣傳
等時間明定於學校行事曆裏，校長並於校務會議中再三傳達防災教育理念，並促使教師
共同參與、投入防災教育。
2.製作防災教育宣導海報及校園疏散避難圖並張貼於校內公佈欄，營造防災教學情
境，並將相關資料上網公佈。
3..每學年期初即發放全校學生家庭防災卡，並結合家長日說明家庭防災卡的填寫方
法及重要性，經各班導師收齊後黏貼於家庭聯絡簿（附件 0-2）。
4.配合防災繪本閱讀活動，學生配合心得寫作，教務組同時辦理校內防災標語、繪
本小書製作學藝競賽。

三、執行成果
3.1 成立防災校園推動小組
由校長主導整合學校各處室，透過組織分工使全校教職員工皆投入防災教育中，促
使防災教育向下扎根，以達全面性防災教育持續發展之目標（附件 1-1）。

圖 3-1、防災校園推動小組表
1.平時減災/災後復原期間：為避免學校行政體制之複雜化，此期間並不執行分組，
各處室以平時業務範圍及性質來執行此期間的工作，其組織及任務如下：
表 3-1、平時減災/災後復原期間組織及任務表 3-2、校園災害防救應變組織分工表

2.災前整備/災時應變期間：因應災害發生時成立之應變組織，於災害發生時肩負
搶救災之責任，確實於災害初期即能快速啟動分組進行應變。
災害發生時，為確保應變分組之行動，各分組除負責人外需再行指定一名代理負責
人，並確實紀錄聯絡方式（附件 1-2）
，並建立輪值制度：除平時即安排緊急應變組織分
組外，亦須針對晝夜或假日規劃執勤班表，建立教職員緊急時期上班體制。各應變成員
依其分組於平時接受相應之技能訓練，以提升災時應變之能力，為使災害應變更為周
延，納入家長會、志工團體及守望相助隊等社區單位，共同協助災害發生時各項應變工
作（附件 1-3）。
3.不定期召開推動防災校園組織會議（附件 1-4），除說明各項防災工作任務及職
掌，確實推動防災校園計畫，並不定期檢討各項作為的缺失，務使全校教職員皆能熟練
小組的運作方式和內容，有助於建置防災校園。

舉辦災害防救訓練說明

舉行防災校園推動小組工作說明會

圖 3-2、召開防災校園組織會議
4.派員參加跨縣巿的災害潛勢系統應用說明會、防災校園建置計畫說明會及教師研
習營 3 場，所得到的最新資訊在教師晨會時分享，務使全體教職員皆能了解防災校園建
置的重要性。
3.2 檢核在地化災害潛勢
1. 政府部門所公布之災害潛勢資訊顯示學校有以下的災害潛勢：
（1）依據中央地質調查所資料可知道學校距離第一類活動斷層獅潭斷層約 19.11
公里；距離屯子腳斷層約 11.62 公里；距離車籠埔斷層約 10.21 公里；距離第二類活動
斷層三義斷層約 2.81 公里，有近斷層效應。
（2）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土石流防災資訊網顯示學校附近沒有溪流經過，
非土石潛勢溪流位置圖。
（3）參考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及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所公布之資料，學校有
順向坡地災害潛勢。苗栗縣政府民國 100 年 07 月 27 日府教國字第 1000148989 號建議
學校將順向坡潛勢災害納入校園防災防救計畫辦理。
（4）全國各級學校災害潛勢資訊管理系統釐定學校災害潛勢。顯示本校在 2011 年

坡地災害潛勢結果為高，颱洪、地震、人為災害潛勢為中（附件 2-1、2-2、2-3）。

栗林國小

。栗林國小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的

全國各級學校災害潛勢資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的圖

圖資顯示學校位在順向坡
警戒區內。

訊管理系統釐定學校災害
潛勢

資顯示學校位在順向坡警戒
區內。

圖 3-3、學校災害潛勢圖
2.北區防災教育服務團於 101 年 6 月 14 日及 7 月 12 日到校協助學校檢核在地化災
害潛勢，給予學校許多專業上的意見，對於學校如何因應在地化災害具有相當參考的價
值。

學校向與會專家做基本環境簡介

學校與專家至現場檢核在地化災害潛勢

圖 3-4、北區防災教育服務團到校協助檢核災害潛勢
3.整理歷年校園災害事件，以便研擬各類潛勢之相關因應措施（附件 2-4）及未來
能優先針對危害度較高之災害擬定計畫，並逐年爭取經費將現有防災缺失逐步改善。
3.3 製作防災地圖
1.依據教室內座位（老師桌及學生桌）的安排、電源開關、緊急避難包放置地點等
繪製班級教室、電腦教室、音樂教室、自然教室及圖書室等室內疏散路線圖（附件 3-1），
並張貼在各教室的公佈欄上，讓師生知道當災害發生時，能先將門打開並將電源關掉，
依老師指示及避難指示標誌，疏散到操場上。
2.依全國各級學校災害潛勢資訊管理系統顯示學校災害潛勢來製作校園災害潛勢
地圖，並依學校災害潛勢類型來規劃適宜的避難疏散路線，標示在防災疏散地圖上，張
貼在校園明顯地點上，在教室前後門、轉角處標示疏散避難方向標誌使全校師生皆能正

確清楚的疏散到操場上（附件 3-2、附件 3-3、附件 3-4）。
3.為使防災網絡更加周延完善，全體教職員共同討論學校危險地點，如車輛進出頻
繁、偏避、水深、土石易滑落之處，標示在校園安全死角地圖上並張貼在學校公佈欄上，
提醒學生為維護自身安全，不要進入或逗留在這些地點上。另外製作校園消防設備圖，
一旦火災發生，師生都能迅速知道學校消防設備所在地點，以便快速滅火，自救救人。
4.此外，為使家長及學生更能了解生活圈中所存在的災害潛勢，防災疏散地圖亦擴
及整個栗林村學區。

轉角處張貼校園避難指標

校園前棟張貼防災地圖

教室內張貼教室疏散路線圖

圖 3-4、張貼學校避難指標
3.4 研訂校園災害防救計畫
1.學校在民國 99 年開始利用教育部校園災害防救計畫資訊系統研擬編撰學校本位
的校園災害防救計畫（附件 4-1）。
2.因學校為 6 班以下的偏遠小學，教職員工僅 15 人，校長考量學校組織的實際運
作情形而調整其應變架構、人員編組及任務執掌。
3.在總務處完成學校校園災害防救計畫初稿後，再與教導處研議，藉由不同角度及
不同立場，提出執行上可能面臨之困難及改善建議，並整合現有的災害防救相關計畫，
以使緊急應變計畫更具完整性及實用性。使得相關工作負責人員，能更明確的勝任其任
務，了解其職掌。
4.民國 100 年及 101 年，依據學校硬體設施及人員變動實際狀況，加以檢討補強計
畫內容（附件 4-2）。
5.民國 101 年 7 月 26 日府教國字第 1010150130 號公布審查校園防救計畫結果並要
求就部分內容（學校概況及是否位在淹水潛勢區）做修正，修正後通過（附件 4-3）。
6.民國 101 年 08 月 14 日，北區防災教育服務團審視學校災害防救計畫，給予以下
的建議，學校依其建議，進行整體性的修正，使其內容趨於周詳，更能符合學校之特性
與需求。

防災專家到校審視學校環境特性

與會專家給予修正及建議

圖 3-5、北區防災教育服務團到校協助審視本校校園災害防救計畫書
3.5 校園疏散避難演練
1.101 年 05 月 16 日舉辦地震、人為（火災）複合型避難演練，除了地震疏散外，
還邀請苗栗消防局大湖分隊到校協助，示範煙霧體驗、緩降機使用、滅火器滅火、水柱
噴水等，使全體師生都能有親身體驗的經驗，以產生更深刻的印象（附件 5-1、5-2）。

煙霧體驗

滅火器減火

緩降機使用

圖 3-5、101 年 5 月 10 日防災避難演練
2.民國 101 年 08 月 14 日，北區防災教育服務團就學校初步演練的腳本，給予以下
的建議，學校並據此修正腳本，使其更有功能和效益。
3.民國 101 年 09 月 21 日配合全國防災日活動，舉辦地震避難演練，並在 9 月 14
日和 9 月日 18 預演二次，都做實況錄影，預演後隔日就錄影內容做避難動作的修正，
務使全校師生都能有正確的應變程序，不致因真正的災害發生而產生混亂。
4.民國 101 年 10 月 12 日舉辦地震、坡地災害、火災等複合型避難演練，其中加入
學生失蹤、受傷等處理，學校需自行後送等情節，並在 10 月 05 日預演，再度修正不足
之部分。當日，除了北區防災教育服務團到校實地觀察外，尚有教育處長官及海寶國小
主任到校指導、觀摩，邀請學校義工協助拍照、實地參與。並在演練後立即舉行檢討會
議，給予學校更具實用性的意見，灌注老師更大的能量（附件 5-3、5-4、5-5）。
5.總務處整合學校現有的防災器材及設備，製作清單目錄以定期管理及維護，使這
些設備能在災害發生時發揮最大的效用。

學生躲在桌子下避難

救助傷患

家長到校接回學生

發放乾糧及水

先期推演說明會

舉行避難演討會

圖 2-8、101 年 10 月 12 日防災演練及檢討
2.6 建立在地化防災教學模組及推動教育宣導
1.民國 101 年 07 月 30 日教導處配合防災校園建置計畫，在課程發展委員會議中和
全校教師討論並研擬防災教學模組實施方向及重點（附件 6-1）
2.各年段主題教學群教師，根據不同主題及年齡層的學童規劃建置在地化教學模
組，並作協同教學（附件 6-2、附件 6-3、附件 6-4）。
3.除主題教學外，並要求各領域教師在任課內容中能適時融入防災教育教學。
4.民國 101 年 09 月 14 日逢甲大學地理資訊系統研究中心團隊到校辦理「守護水土
林─防災與環境教育應用推廣」社區教育活動（附件 6-5）。
5.民國 101 年 09 月 21 日配合國家防災日做地震避難演練宣導，並融入低年級主題
教學。
6.民國 101 年 07 月 10 日總務主任、教導主任以及訓育組長參加防災校園建置及實
驗專案計畫教師研習營，讓學校各處室能了解此計畫的重要意涵（附件 6-6）。
7.民國 101 年 09 月 28 日全校親師生參觀台北防災科學教育館，由專業導覽員介紹
各項防災知識並做實際演練體驗活動。
8.民國 101 年 10 月 12 日全校性避難演練，設計不同情境，以考驗教師應變能力，
並邀請家長共同參加，使其了解防災的重要性，並推廣至每戶每家。
9.民國 101 年 10 月 17 日在各年段教學模組教案實施完成後，舉辦全校性防災學藝

競賽，低年級作宣導卡片，中高年級作防災教育繪本；讓學生從學習中產出自己的想法
及作品，並於 11 月 02 日社區暨學校聯合運動大會上作成果展覽，並行宣導推廣之效益。
10.學校配合檢核在地化災害潛勢，並在 101 年 10 月 19 日及 102 年 1 月 11 日辦理
學生社區環境踏查，參觀四份水土保持教室及薑麻園，使學生能了解社區環境。

認識校舍年齡及補強擴柱

校園護衛總動員-清理水溝

校園坡地安全檢查

家庭防災卡宣導

參觀防災科學教育館

坡地災害大富翁遊戲教學

防災避難演練-就地避難

繪本製作競賽

防災教育學藝競賽成果展覽

參觀四份水土保持教室

家長共同參與避難演練

薑麻園環境踏查

圖 3-9、教學及宣導成果
2.7 學校防災教育創新及特色作法
1.爭取經費，改善學校硬體建設，打造一個安全完善的校園：

（1）本校前棟校舍為民國 43 年陸續增修建而成的， 99 年經詳細評估後耐震度「確有
疑慮」，101 年執行校舍補強工程，完工後的校舍，不僅是一個安全的校園環境，也呈
現煥然一新的面貌。

補強前

補強中

補強後

圖 3-10、101 年前棟校舍補強工程
（2）民國 101 年 8 月的蘇拉颱風，使得坡地土石滑動，重創學校校舍，學校向縣府爭
取經費，進行坡地水土保持工程，改善校園環境，保障師生的安全。

災損情形

災損搶修

水保工程（已發包）

圖 3-11、101 年蘇拉颱風災害搶修工程
（3）本校後棟校舍位在坡地上方，風雨稍大時，老舊的屋頂不僅會漏水，甚至屋頂鐵
皮會被吹落，砸到地面上，產生危險。民國 101 年 2 月 29 日縣府補助防水防漏經費，
修繕後棟屋頂，維護校園安全，減少財產損失。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圖 3-11、101 年蘇拉颱風災害搶修工程
（4）本校北側因沒有道路通過，長期以來只好讓車輛穿過操場到北邊送貨或工作，當
學生在操場上課或遊戲時，險象環生。民國 100 年 2 月 8 日縣府同意核定經費，進行人
車分道工程，保障人、車行的安全。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圖 3-12、100 年校園人車分道工程
（5）同時，學校有在校門口設置義工、替代役及教師做交通導護，加裝監視器鏡頭，
以維護校舍、人員的安全，並防止學生燙傷，調低學生用的飲水機溫度等措施，以更進
一步打造全方位的安全校園。

校門口導護

加裝監視器

調低學生用飲水機溫度

圖 3-13、其他安全措施
2.創新多元的教學方式，提昇防災的成效，營造一個優質的學習空間：
（1）採用參訪、踏查、體驗等活動及遊戲教學、影片觀賞、戲劇演練等動、靜態交錯
多元的教學方式，以活絡教學氣氛，提高學生的參與度。

遊戲教學

戲劇表演

體驗活動

圖 3-14、創新多元的教學方式
（2）教學成果有學習繪本、標語卡片、防災地圖、四格漫畫、心得作文及學習單等，
呈現豐富多元的面向，使得防災觀念更在學生內心紥根。

住家防災地圖

四格漫畫

防災繪本

圖 3-15、豐富多元的學習成果
（3）為了宣傳及推廣防災教育，學校將學生自我產出的防災作品參加苗栗縣 101 年苗
栗縣閱讀閱有趣比賽，在繪本製作及心得寫作項目上獲得佳作，表現亮眼。

三年級繪本製作佳作

五年級繪本製作佳作

五年級心得寫作佳作

圖 3-15、優秀的競賽成績
（4）為了要讓學生對於在地的環境有更深刻的印象，教師不但只在課堂上講授，更帶
領學生走出教室，進行實境教學，使得學習效率更大化。

認識防災設備

了解防災避難地圖

觀察學校的坡地災害

圖 3-16、有意義的實境教學
（5）為了了解學生的學習成效，教學上實施前、後測，分析學生學習前後的差異，避
難演練活動後有回饋表，檢核各項教學活動的績效，使得教學質、量並重。

避難演練回饋表

教師防災素養前後測分析

學生防災學習成效分析

圖 3-17、質性量化的績效檢核
（6）以學校為中心，利用家長日、運動會及其他親職活動時間，全面關照家長與
社區，宣導防災的觀念，共同參與各項防災活動，以收潛移默化之效。

家長參與防災宣導

社區人士參加防火演練

家長參加社區踏查

圖 3-18、家長共同參與防災活動

四、成效評估
4.1 量化方面

1.校園防災地圖數量計有室內疏散地圖共計 10 張，學校災害潛勢圖 1 張、疏散避難
地圖 2 張、校園安全死角地圖 1 張，消防設備位置圖 1 張及學區災害潛勢圖 1 張，總計
有 16 張校園防災地圖，由學校全體教職員工共 15 人參與。
2.編修校園災害防救計畫計有地震、颱洪、坡地、火災、傳染病、交通事故及其他
校園安全等 7 種災害類型。
3.101 年度辦理 6 場防災演練（含預演）
，範圍涵蓋有地震、火災、坡地等災害避難
演練，共計有 555 人次參與。,
4.製作在地化防災教學模組共計有三組，分為低、中、高年段，每組除了 2 名導師
之外，尚加入 1 名科任老師及 1 名行政人員協助，共計有 12 人參與。
5.舉辦 2 場防災學藝競賽，低年級為標語卡製作，共計 19 人參加，中、高年級為防
災繪本製作，共計 55 人參加。
6.舉辦 1 場校外防災參觀活動，並邀請家長共同參加，總計參加人數有 108 人。
7.舉辦 2 場對家長宣導的家庭防災卡說明會，共計有 32 人參加，家庭防災卡填寫比
率為 100%。

8.和台中逄甲大學合作，共舉辦 2 場防災教學或研習活動，前者有 55 人參加，後者
有 20 人參加。
9.辦理災害防救宣導活動，教師方面有校務會議 2 場及教師晨會 28 場，學生方面有
週集會 8 場及社區踏查活 2 場。
(二)質化方面

1.計畫執行前後教職員及學生的防災素養檢測的差異分析。
（1）教職員工部分：防災態度上約有 40％的人較前測有明顯的改變，防災知識上
約有 67％的人較前測有進步，在防災技能上約有 73％的人較前測有所增加，可見透過
整體防災計畫的實施，教職員工在防災的表現都能較前提昇。
（2）學生部分：學校低年級學生在經過教學後，能了解地震會給人類帶來切身的
災害，對地震發生的原因以及臺灣地震的形成原因有了基本認識，並對逃生的觀念及實
地避難技巧有大幅提升；前後測答對率從 42%升至 78％。中年級學生在經過教學後，能
知道歷年風災對栗林的具體災害受損狀況，並能了解颱風來襲時應有的危機處理觀念；
前後測答對率從 54%升至 93％。高年級學生在經過教學後，能了解所居環境的地形，能
對所居住的環境所可能發生的災害更加明瞭，並能學習主動關懷個人所處的環境，並重
視水土保持保護山坡地；前後測答對率從 77%升至 91％。
2.具體影響防災教育的表現在於學生防災的觀念改變及深植，學生透過文字和圖畫
來表現自我對防災的想法，學校並將學生防災繪本投稿苗栗縣閱讀越有趣繪本製作競
賽，並獲得不錯的成績（附件 6-7）。

五、結論與建議
藉申辦防災計畫以充實校園防災的各項設備，並帶動師生防災的意識，進而啟動地
區整體防災資源的機能。不論是颱洪、土石流或者是地震帶來的落石、山壁滑動，對學
校而言，都是潛在的災害。對學童而言，都是可能威脅生命安全的致命危險。因此認識
災害發生的近因，瞭解如何面對災害的發生，如何學習保護自己，是學校刻不容緩的教
育內容。為此，我們發展了屬於我們在地的防災教學課程，希望能提昇學生的防災觀念、
充實學生的防災知能，能瞭解自己生活的社區所存在的災害潛勢，且舉辦多場防災演
練，不斷修正學生避難動作，希望能在災害發生的第一時間把可能的傷害減到最小。
當然除了防災教學活動及宣導外，學校教職員工在檢核在地化災害潛勢、製作防災
地圖、研訂校園災害防計畫、舉辦校園疏散避難演練時，也能從做中改變自己對防災的
態度，以更正面、積極的想法來實施各項防災作為。
希望能學校持續不斷的努力下，從改變孩子開始，就能慢慢影響社區居民的觀念，
未來若能由學校和社區一起合作，就能將防災教育在地深耕，共同維護生活環境並保護
生命居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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