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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北市泰山區同榮國小位於區蘇厝窠山巒下，由於地處山坡，學校每當颱風過後，

倒、設備損毀，甚至有些地方出現小規模的土石滑落，社區與學校受到可怕的傷害。學

校於 99 年積極參與「新北市防災教育示範學校」、「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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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學校與社區之人力及資源，去發現校園潛在的

安全威脅，擬定災害防救計畫，建立有效應變機制，並透過防災師資培育的推動及校園

防災宣導、演練，提升師生的防災素養進而培養自救救人的能力減輕災害風險與損失。

當學校防災已完成階段性任務，尤其臺灣是多重天然災害的國家，我們希望把觸角可以

深入社區，讓社區的成人也能體會到防災的重要。我們體認到防救災觀念與素養建立-

需從家長會及學校辦理大型活動時宣導才能獲得最大的效益。透過會議將社區防救災資

源與學校結合-(防救災器具、物資、專業人員)和區公所及里辦公室、專業人員、社區發

展協會、把他們從防災的門外漢一同成為防災的種子、災害發生時演練避難疏散。為學

校與社區共同的重要的合作事項，期許藉由防災計畫的實施與推展，讓所有的居民與孩

子有能力維護生活環境並保護生命居家安全。 

 

關鍵詞：學校位置圖、校園安全地圖、校園防救災設備配置圖、防災避難疏散圖、

校園防災計畫、災害潛勢現況調查、歷年災害特性分析 



一、前言 

(一)計畫緣起與目的 

98學年度本校申請「臺北縣防災教育計畫」，計畫期程結束後於 100年繼

續申請「新北市防災示範學校」，經過校內同仁多次的討論與努力，通過申請成

為第一屆「新北市防災示範學校」10所學校之一，並辦理「新北市複合型防災

示範演練」邀請新莊區各級學校及社區的里幹事蒞校參觀。 

經過災害潛勢分析，發現本校屬於高潛勢災害地區，有鑑於防災教育的重要

性，100年持續申請教育部「建置防災校園」、101年「建置防災校園推廣基地」

專案，將原有的努力與成果再加深及加廣，期許能建立在地化教學模組落實於課

程教學、從校園平時防災器材、設備的整備，到避難訓練及透過學校辦理宣導活

動，將防災教育的理念推廣到家庭及社區中。 

 (二)學校環境概述 

泰山區位於台北盆地西部，東、南與新莊區為鄰西臨桃園縣龜山鄉及林口區，

北接五股區，土地總面積為 19.1603 平方公里。 

(1)基地面積 

同榮國小位於新北市泰山區蘇厝窠山巒下，面積為 2.6 公頃，鄰近林口保護

區廣大森林、區立運動場、公園等環境幽美，交通便捷，是學校教育的理想環境。

WGS84 座標約為 E=121.427427°、N=25.054499°，海拔高度約 22-34 公尺，詳細

地理位置如圖 1.1 所示。。 

(2)基地特色 

同榮國小屬山坡地形，校園內建築物沿山坡坡面興建，地形高低起伏變化如

圖 1.2所示。本校有兩棟五層樓教學大樓及一棟校長宿舍，前、後棟校舍呈現約

6公尺落差，為雙工字建築，但因學校教學大樓主體興建於山坡處，加上附近 500

公尺是有新莊斷層通過，往年遇地震時，大樓連接縫常產生均裂受損如圖 1.3、

圖 1.4所示。校園主要以大門為出入口，後棟及後山「喜緣農場」、「喜洋洋多

功能運動場」等教學場域離避難集結處較遠，遇地震時，若無妥適規劃動線，疏

散不易。 

 (3)學校規模 

本校現有國小部 34班，學生人數 905 人。幼稚園 4班，學生人數 117人。

教職員工 80人，全校人數共計 1102人。 

(5)學區分布 

本校學區包括同榮里 17-29鄰、義學村，及自由學區全興村 1-7鄰、同興村

1-12鄰、同榮村 1-16、30鄰、同興村 13-24鄰。 

(6)社區概況 

社區係屬由傳統農業社會轉型舊型社區，社區人口多為老年人為主，學區靠



近山坡轉型以休閒生活為主要特色，附近有登山步道通往瓊仔湖，義學坑自然生

態公園無論平日或假日都有不少愛好登山鄉親至該處欣賞大自然及生態景觀，可

遠眺壯闊景觀包含新莊、泰山及大台北地區。

圖

1.1 地理位置圖(資料來源：Google Earth )

 

圖 1.2基地附近地形起伏變化(資料來源：Google Earth) 



圖 1.3 擋土牆橫梁開裂               圖 1.4 擋土牆上方磚砌圍牆開裂 

二、執行方法 

(一)編修校園災害防救計畫 

透過會議，邀請各處室相關同仁一同編修校園災害防救計畫，以符合學

校環境現況與在地化災害潛勢，且藉由學年避難疏散演練及專家學者建

議，討論出各類型災害之校園防災疏散避難地圖。 

(二) 輔導鄰近學校建置防災校園 

1. 邀請泰山區公所、泰山區義學里、同榮里、泰山區泰山國小、明志國  

小、義學國小及泰山區托兒所，共同參與本專案。 

2. 進行社區現地安全探勘，繪製社區災害潛勢地圖。 

3. 組織社區防救災人力，建立安全聯繫名單。 

4. 召開社區安全論壇，消弭社區安全死角。 

5. 擬定與社區之防災聯合演練計畫與腳本。 

 (三) 整合區域防災資源 

1.繪製社區防救災資源圖 

2.調查社區防救災資源，建立災害支援單位聯絡清冊。 

3.結合社區及專家，研商區域災害疏散及應變措施，修訂區域災害疏散

路線圖。 

4.配合區域災害疏散路線，製作並張貼於各大樓管委會及公佈欄，提升

疏散效率。 

 (四)辦理社區與輔導學校防災教育研習營及工作坊 

1. 教導工作項目、內容及執行方式 

2. 辦理防災校園推廣基地計畫說明 

3. 建置推廣基地內防救災資源(含專業人才建立、防救災器具、脆弱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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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學校與社區聯絡窗口等)  

4. 辦理學校與社區聯合防災演練 

 (五) 辦理多元特色推廣活動 

1.結合本校運動會，邀請社區組隊，辦理防災技能競賽。 

2.結合本校特色樂團-薩克斯風樂團，以繪本「聽見大地」規劃辦理社區

防災繪本宣導音樂會。 

3.辦理跨校防災藝文競賽。 

三、執行成果 

(一)防災校園推動小組(圖 3.1) 

1.修訂「校園災害防救計畫」工作手冊：透過會議，建立災害管理的作

業流程，以符合學校環境現況與在地化災害潛勢，藉由學年避難疏散

演練及專家學者建議，討論出各類災害之校園防災疏散避難地圖。。 

2.編修校園災害防救計畫：依據本校災害潛勢與類別每年編修校園防救

災計畫。 

3.另外，參與新北市防災輔導團，審核金山、萬里、三重區、淡水區等

共計 22 所學校之校園防救災計畫，並給予修改意見。 

 

 

 

 

 

 

 

 

圖 3.1 本校防災校園推動小組架構圖 

 (二) 建立學校與社區防救災組織聯繫網絡 

1.邀請泰山區公所、泰山區義學里、同榮里、泰山區泰山國小、明志國

小、義學國小及泰山區托兒所，共同參與本專案，有效擴大災害防救平



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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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防災救災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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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寬度。(圖 3.2) 

2.提供輔導學校推動防災工作參考資料與諮詢服務等，泰山國小、義學

國小為 99、100 新北市防災示範學校，明志國小在主任的努力與本校

經驗交流下，獲得 101 年度新北防災示範學校的補助。 

3.參與五股區德音國小防災演練，於檢討會議中給予建議。 

4.建置里社區災害應變圖資，並進行張貼及宣導，建立有效運用機制。 

  

 

 

 

 

 

 

 

 

 

圖 3.2 防災校園與社區網絡圖 

 

 

(三) 整合區域防災資源 

1. 建置社區防救災資源圖資(圖 3.3、圖 3.4) 

2. 建置防災資料庫：整合社區防救災人力、物力資源，建立災害支援單  

位聯絡體系，增進  災害救援效能，整合內容如下： 

(1)社區內防救災專業人才的調查，分消防人員、救護人員、土木工

程人員、水電工程人員、心理導人員、其他等六大類，共計 148

人。 

(2)建立社區防救災資源清單。社區內老年人、身心障礙者等弱勢族

群經泰山區公所資料提供，身心障礙者 839 人，65 歲以上的老人

5239 人，共計 6078 人。 

3. 配合區域災害疏散路線，製作並張貼於各大樓管委會及公佈欄，提升

疏散效率。 

4. 里內與學校防災設備之調查與資料建置。 

5. 泰山區社福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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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機構名稱 地址 電話 

1 天主教奇蹟之家 泰山區新生路四號 02-29062242 

2 華山文教基金會 新北市泰山區公園路 9 號 02-8531-1559 

3 泰山區老人會 泰山區楓江路 26 巷 26 號 2 樓 02-2900-0530 

4 義仁社區發展協會 泰山區明志路 2 段 177 號 02-29001108 

5 山腳社區發展協會 泰山鄉福德街 14 號 02-2909-6161 

6 貴子社區發展協會 泰山區工專路 55 號 02-29022869 

7 大科社區發展協會 泰山區大科里 38 號 0932083941 

 

 

 

 

 

 

    

 

 

 

圖 3.3 全興里疏散避難圖               圖 3.4義學里疏散避難圖 

圖 3.5 社區防救災人員調查 

趙木山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身心障礙者 65歲以上老人 

人數 

人數 

圖 3.6 泰山區弱勢人口統計調查(資料來源：泰山區公所) 

(四) 推動區域防救災工作坊 

1.辦理工作坊(認識防災校園推廣基地)，教導工作項目、內容及執行方式，

社區至少 30 人參加。 

2.工作坊內容包含辦理防災校園推廣基地計畫說明及實務操作。 

3.辦理防災演練(學校與社區)一場。 

 

 

 

 

 

 

 

 

 

 

 

 

 

 

 

 

 

 

全興里防救災編組人員資料表 

 

 

    里防救災組織示意圖 

 

組長：沈金田 

組員：黃智榮 

      鄭貴芳 

組長：黃淑萍

組員：胡淑玲 
組長：李岱霖

組員：吳麗珠 

     陳秋燕 

組長：郭秀雯

組員：陳美女 

組長：陳家才 

組員：吳如欽 

      葉高文 

      康舜為 

趙木山里長 



   

 

 

   

 

   

圖 4.1 邀請全興里里長來學校討論防

災相關事宜 

圖 4.2 啟蒙啟動辦理防災校園推廣基

地計畫說明 

圖 4.3、4、5、6、7、8 辦理防災社區工作坊，與推動夥伴討論社區內的現況

與現地探勘 



   

 

   

 

  

 

 

圖 4.9、10 調查社區防救災資源，拜訪區公所了解救災設備及物資 

圖 4.12 泰山托兒所到本校進行避難 圖 4.11 本校幼兒園戴防災頭套進行疏散 

圖 4.13 集結區 圖 4.14 進行滅火示範演練 

圖 4.15聯合社區暨周邊學校辦理社區居家安全宣導體驗活動 



 (五)創新及特色作法 

1. 裂縫監控課程：本課程利用 3mm 玻璃片黏貼於學校建物裂縫，並請

學生組成「防災小尖兵」，玻璃片在簽上日期及姓名，定期並於地震後

進行觀察記錄，協助小朋友瞭解地震對坡地建物的危害，提升學生對

坡地災害的重視與關注。(圖 5.1) 

2. 建構防災學習角：善用學校角落營造防災環境亦為本校防災教育重要

內涵，透過與內政部消防署合作，授權本校將防災手冊重製做為防災

教材，內容包含坡地、地震、颱洪、人為等災害介紹及救難知識等單

元，讓小朋友能透過環境教育，提升各項災害防救知能。(圖 5.2、圖

5.3、圖 5.4) 

3.結合學校大型活動：園遊會、幸福家庭 123 闖關活動、.邀請親師生參

與防災技能闖關競賽。(圖 5.5、圖 5.6) 

4. 防災閱讀專區：購置防災相關書籍，於圖書館成立防災閱讀專區。 

5. 防災教育大會考：依不同學習階段熟悉不同重點，1、2 年級主題為颱

洪災害、3、4 年級主題為坡地災害、5、6 年級主題為火災，並進行前、

後測以了解生學習狀況。(圖 5.7) 

6.繪本音樂會：結合本校特色樂團-薩克斯風樂團，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水土保持局《小熊種樹》繪本加以改編，成為針對土石流宣導繪本《聽

見大地》規劃辦理社區防災繪本宣導音樂會。(圖 5.8、圖 5.9、圖 5.10) 

 

圖 5.1 裂縫監控課程 

圖 5.1 

圖 5.2 防災學習角 

圖 5.3 防災學習角 圖 5.4 防災自學步道 



新北市泰山區同榮國民小學「防災教育」自我檢核  中年級 

     年     班     號  姓名：                       

一、是非題： 

(    )1．來自山上的水變得混濁、小石子分散掉落與山谷發出鳴聲是土石流發生前

的徵兆。 

(    )2．地震發生時，要緊閉門窗等待救援。 

(    )3．地震可以預先被偵測到，然後由氣象局發佈地震警報。 

(    )4．地震一般震度分級由 0級到 7級，地震級數愈高強度愈高。 

(    )5．遇到土石流時，要往土石流的左右兩邊逃離。 

(    )6．校長是校園災害防救應變組織中的「指揮官」。 

(    )7．地震發生時，若在室內不可搭電梯，也不可靠近窗戶，以防玻璃震破，應

保持鎮靜，找尋掩蔽物。 

(    )8．在海邊如果看到海水水位突然下降，露出海底，代表海嘯快要來了。 

(    )9．我們應該要和家人討論家中緊急逃生路線與瞭解緊急防災用品放在哪裡及

如何使用。 

(    )10．地震發生之後應不斷打電話查詢最新災情。 

二、選擇題： 

(    )1．大地震後不會引起那一種災害？ (1)海嘯  (2)火災  (3)風災。 

(    )2．參加防災、減災演練是誰的責任?  (1)大人  (2)每一個人  (3)學生。 

(    )3．造成臺灣地震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1)板塊運動  (2)火山爆發   (3)

核子試爆 。 

(    )4．到海邊遊玩，碰上強烈的地震時  (1)趕緊到高處的地方避難  (2)等待看

海嘯  (3)不加理會 。 

(    )5．上課時遇到地震應該如何?  (1)立刻往外跑  (2)蹲、躲在堅硬桌子底下或

旁邊    (3)繼續上課 

(    )6．遇到火災時，以下哪種設施可以幫助安全逃生?  (1)搭電梯  (2)手扶梯  

(3)緩降機。 

(    )7．家庭防災卡是和家人互相約定的避難資訊，請問家庭防災卡不包含?      

(1)緊急集合點   (2)災民收容所(緊急安置所)   (3)警察局電話。 

(    )8．學校舉辦防災演習時，我應該要  (1)留在教室認真讀書  (2)跟同學比賽

演練的項目  (3)認真聽從師長指示。 

(    )9．災後報平安專線?  (1)119  (2)1991  (3)165。 

(    )10．避震口訣  (1)開、關、躲、逃  (2)沖、脫、泡、蓋、送  (3)拉、拉、壓。 

～ 平時多一份準備、災時少一分損失～  

  

  

  

 

圖 5.6 園遊會防災闖關活動 圖 5.5 幸福家庭 123 闖關活動 

圖 5.7 防災教育大會考 圖 5.8「聽見大地」防災音樂會 

圖 5.9「聽見大地」防災音樂會 圖 5.10「聽見大地」防災音樂會 



四、成效評估 

(一)量化方面 

1. 編修校園災害防救計畫計有 7 種災害類型：地震、颱風、水災、火災、

傳染病、交通事故、其他等。 

2. 辦理教師進修 1 場、學生宣導 2 場。 

3. 修改校園防災地圖數量 2 種、計有 18 人參與。 

4. 辦理 2 場防災演練、計有 2200 人參與。 

5. 輔導鄰近 1 所學校建置防災校園、社區民眾參與 40 人。 

6. 辦理全興里、義學里社區災工作坊 1 場。 

7. 推廣基地內防救災資源建置種類及數量，參考附件三。 

8. 學校相互交流參加德音國小觀摩演練、到新北市三重區、瑞芳區 9 所

學校進行訪視。 

 

(二)質化方面 

1. 計畫執行前後學校行政人員、教師、學生及社區民眾的防災知識、防

災態度、防災技能素養檢測的有顯著的進步，演練後對於防災教育有

正面的肯定。。 

2. 101 年 11 月 26 晚上至蘆洲功學社音樂廰辦理「聽見大地」防災繪本

音樂會，當天下著小雨，但仍澆不熄演出者與觀眾的熱情，尤其這一

次是由學校老師重新改編行政院農業水土保持局的《小熊種樹》，配

合繪本情節融入一曲曲動人的音樂，藉此讓防災教育的宣導更加具有

效果及內涵。 

3. 經由社區現地踏查，編制完整區域防救災相關圖資，提升社區住民災

害應變能力。 

五、結論與建議 

藉申辦計畫充實校園防災設備，達到災前減災、整備之效益。並帶動親師

生防災的警訊意識，啟動地區整體防災資源的機能。建立完備的區域防救災聯

絡體系，增進災害應變效能，實現校園暨社區零災害目標，保障民眾師生安全。

建置防災校園推廣基地是我們主要目標，計畫及相關活動應與社區結合，但社

區個體大於學校，學校主導不易。在此次計畫中的訪談過程中，泰山區各學校

與區公所對於防災觀念與落實，讓我們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大家已經把

防災執行完備，憂的是我們能切入的點相對變少。 

藉由學校防災由於「防災小尖兵」關心校園裂縫，經過學校端努力爭取也獲

得改善，讓學生了解學校是個安全無虞的小山坡上的學習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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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一、近 10年內是否曾受天然災害(如：地震、坡地或颱洪等)而造成損失 

 

 (一)1.年度：2005年 8月 8日 

   2.災害類別：土石流 

   3.損害程度：操場受土石流影響，充滿泥沙(圖 1、2 ) 

(二)1.年度：2005年 

   2.災害類別：地層塌陷 

   3.損害程度：後山網球場發生地層下陷，產生約 10公尺寬的塌陷，申請經費修補(圖

3) 

(三)1.年度：2006年 

   2.災害類別：地層塌陷 

   3.損害程度：校外人行步道與圍牆交接處塌陷(圖 4、5) 

(四)1.年度：2007年 10月 6日 

2.災害類別及名稱：柯羅莎颱風侵臺 

3.損害程度：操場的籃球架吹到校門口，樹倒、物品飛、淹水造成財物損失。(圖 5、

6、7) 

(五)1.年度：2009~迄今 

   2.災害類別：坡地滑動 

   3.損害程度：校內建築連接縫及坡地多產生裂縫(圖 8、9、10、11) 



     

圖一  土石流使操場充滿泥沙                    圖二  土石流使操場充滿泥沙 

         

圖三  後山網球場塌陷，深色處是修補的範圍       圖四  校外人行步道塌陷整修 

     

圖五   校外人行步道塌陷                         圖六  籃球架被風吹到校門口 



     

圖七 柯羅莎颱風侵臺，展示架吹毀                圖八  前後棟通廊淹水及腳踝 

      

圖九  前棟樓梯用水泥修補後，又再度產生裂縫     圖十  前後棟穿堂磁磚剝落，地面壟起 

      

圖十一  前棟一樓花台外牆龜裂                      圖十二  校園圍牆傾斜 



附件二：防救災資源建置種類及數量 

 

附件三：校園防災地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