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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1年 3 月 11日強震、海嘯、核災複合式的世紀浩劫侵襲日本，使我們開始反思

學校在防災教育是否有更積極且全面的作為。本校於去(100)年度申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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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教育的主旨在教給孩子「帶著走的能力」，故本校從修訂災害防救計畫書開始，完

善災害應變機制。接著搭配校外教學參訪台北市立防災科學教育館，組織教師設計在地

化及學校本位的教材教具，期望讓學生從認識災害到面對災害，培養學生自救能力。同

時，辦理校內研習及災害情境兵棋推演會議，提升教職同仁災害覺察與知能。最後，綜

合上述成果，結合社區資源，辦理災害境況模擬全員同步演練。期許藉由實施防災計畫，

讓學校與社區達到「生活防災、防災生活」的目標，讓每天的練習成為防災校園網絡建

置最重要也是最堅實的基礎。 

 

關鍵詞：校園災害防救計畫、災害情境兵棋推演、校園安全地圖、防災教育教材教

具設計、防災教育校外教學參觀活動、災害境況全員同步演練 



一、前言 

(一)計畫緣起與目的 

本校自民國 98年自基隆市仁愛之家遷移至現今校址後，每學期皆舉行全校性防災

演練，並辦理相關宣導及教育活動。防災教育為本校固有課程，加之學校所在地區過去

常為颱洪所苦，如何發展與落實在地化防災教育，一直是本校教職員工共同努力的目

標。然而，缺乏經費補助的情況下，難以添購所費不貲或數量龐大的必要防災設備。 

2011年 3 月 11日強震、海嘯、核災複合式的世紀浩劫侵襲日本，日本強韌的公民

秩序，以冷靜及理性面對災難，讓人體認到日本防災、救災的軟實力。此次日本的大災

難，讓人意識到：我們無法阻止災難的發生，萬一發生了甚或發生在臺灣，如何勇敢去

面對？對於防災，要有最壞的打算，最好的準備。本校去(100)年度申請防災校園建置

及實驗專案計畫，添購安全帽、輕便型輪椅、防災應變小組臂章等災害時必備器材設備，

今年欲更進一步落實防災教育，運用購得的防災設備進行境況同步模擬演練。有別於以

往分項分段演練，改為全員同步演練，師生更能接近實際災害發生的情形。 

為明確發展具在地化特色的防救災計畫，將計畫目的分為以下四項： 

1.設計學校本位防災教育教材教具。 

2.修訂本校複合式災害防救計畫書。 

3.辦理境況模擬全員同步演練。 

4.辦理防災教育宣導 

 (二)學校環境概述 

本校 101學年度設有高職部綜合職能科九班、國中部混齡一班、國小部混齡一班，

學生數為 130人，學生障礙程度類別以中重度智能障礙為主，另教職員工數為 60人。

校園共分為三部分（圖 1-1）：一、南棟行政區與專科教室區；二、北棟教學區；三、多

功能活動中心。本校為地下一層（防空避難室）地上三層之 RC結構建築，包含普通教

室 15 間、行政辦公室、導師室、教師研究室、教師助理員室、實習教室、專科教室、

遊戲室、圖書室、健康中心、哺乳室、警衛室、多功能活動中心、司令臺、運動場、景

觀、圍籬、全基地排水設施、公共藝術設置……等，總樓地板面積 8471平方公尺。 

 

圖 1-1 



本校位於基隆市七堵區堵南街，鄰近基隆河旁（圖 1-2），民國 89年的象神颱風與

90年的納莉颱風肆虐北臺灣，造成洪水氾濫（圖 1-3）。本校位於基隆河旁更是慘忍不

堪；雖政府關切後造就了員山子分洪道，解決了長年來逢雨必淹之苦，但近十年來，颱

風來襲轉為在南部地區登陸，尚未能真正檢驗分洪道排洪成效。 

 
            圖 1-2                             圖 1-3 

由於地處工業區範圍且位於交流道旁，校門口前道路為大貨車及聯結車等大型車輛

通行必經之路，尤其鄰近高速公路出口的千祥橋仍在施工中，造成車流量無法有效疏

通，上下課時段進出校園的學生及教職員工，處於車輛易肇事之危險地帶。 

再者，本校因位於交流道旁，距校舍 100公尺左右，有加油站及天然加氣站各一處

（圖 1-4），雖發生意外機率不高，但若平日未做好萬全準備，加油站或天然氣站氣爆一

旦發生火災，將造成本校無可預期之災害。 

 
圖 1-4 



最後，目前臺灣已經在運轉中的核能發電廠共有三座，設於北部的有兩座，最靠近

本校的核能發電廠，垂直距離約 13公里（圖 1-5），若發生核輻射外洩，本校勢必遭受

嚴重影響。 

 
圖 1-5 

二、執行方法 

  本計畫全員同步演練之執行分為「任務分工」、「情境產出」及「演練」三階段（圖

2-1）。任務分工階段應針對應變小組任務內容進行分配，務使全體教職員工了解編組內

容。情境產出階段將邀請專家學者到校指導，依以往演練腳本為基本架構，整合學校環

境狀況，編修出情境腳本；校內人員根據情境腳本，透過會議討論對話，完成校內兵棋

推演。最後演練階段，所有人員將了解腳本情境及內容，熟悉各種情境的因應對策，且

有隨時應變能力，並擇一情境完成實兵演練。 

 

圖 2-1 

   



為進一步延伸防災教育影響層面，將鼓勵校內教師研發具在地化特色的學校本位課

程，並帶領學生及家長參觀校外防災科學教育館，落實與推廣防災教育。 

 (一)編修與實務結合之校園災害防救計畫 

本校位於基隆市七堵區堵南街，鄰近基隆河及六堵工業區，方圓 100公尺內有加油

站及天然加氣站各一處，與校舍垂直距離 1.3 公里有核能發電廠一座。經評估後發現，

本校災害潛勢為颱洪、地震、輻射及人為災害，不可不慎，必須研擬符合本校環境現況

與在地化災害潛勢之校園災害防救計畫。本校依據災害防救計畫範本（教育部防災教育

數位平台），已於 100學年度編修完成初版校園災害防救計畫書；然，由於過程倉促且

範本內容廣泛，難以立即掌握編修要意，計畫書內容多所闕漏，需要進一步修訂。 

為確立修訂方向，故依據初版修編過程遭遇障礙，作為第二版計畫書修訂重點，茲

條列重點如下： 

1.確立災害防救體系，更有效地組織資源。 

2.增加校內防災平面圖與實際照片。 

3.跨處室合作，檢核校內人員任務分配。 

4.依據災害潛勢平台提供的資料，針對相關災害進行修訂。 

首先，由訓導處為專責單位，召開會議研擬合適的校內人員組織。人員組織可能隨

著時間推移改變，會議內容應包含更新人員名單、詳細具體區分組織任務及整併不必要

的組別。根據過往經驗，大多數災害防救計畫書由於內容繁多且雜，讀來費力且難以推

廣，故依據本校災害潛勢，分為颱洪、地震、輻射及人為災害四大類型，刪除不必要之

章節，為災害防救書進行「瘦身計畫」。最後，選擇容易發生的災害情境，研擬情境腳

本，將修訂後計畫書內容融入腳本內，並納入社區資源實際演練之，使理論與實務得以

結合。 

 (二)撰寫境況模擬演練腳本 

自員子山分洪道建造完成以來，侵襲臺灣本島的颱風未曾在基隆市七堵區釀成災

情，代表目前為止員子山分洪道仍能發揮排洪功能，本校颱洪、地震、輻射及人為等四

種災害潛勢中，以颱洪災害發生的可能性最低，故暫時將其排除在情況模擬演練外。 

撰寫腳本前，將先依照災害潛勢，想定五種災害情境，依照時序發展，設定災害狀

況。接著跨處室召開防災兵棋推演會議，與會人員於會議中反覆推演災害發生時，如何

依據校園災害防救計畫所列步驟因應，且記錄因應策略，完成兵棋推演成果，並邀集專

家學者到場給予建議。兵棋推演完成後，考量本校人力、物力以及社區資源，選定其中

一種災害情境，撰寫全員同步演練腳本；並於全校性會議中說明，將全體教職員工納入

推演過程，使全校教職同仁皆能在演練前掌握災害情境應變策略，收集意見於會後修改

演練腳本。 

 (三)辦理境況模擬全員同步演練 

過去本校辦理全校防災演練為「分段情境演練」，即一次只發生一種特定狀況，如

「學生由於地震受傷，緊急救護組如何進行包紮」。分段情境演練優點為演練項目專一，

人員得以全心全意處理當下情況；專一的結果容易流於形式、難以類化，當真實災害發



生時，可能發生現場混亂無法控制的情況，此為該演練形式之缺點。 

本校自創校以來，訓導處與總務處每學年皆共同辦理全校性防災演練，人員對分段

演練皆十分熟稔，單一狀況演練已無問題，唯缺同步演練讓防災應變更上層樓。執行方

法分成三階段：說明、推演及演練。 

「說明」階段旨在讓教職員工了解何謂全員同步演練和培養防災知識技能，將舉辦

校內說明會，以研習的形式教導全校教職同仁如何進行同步演練，會中教導防災器材的

使用、學生避難疏散要點及同步演練相關注意事項。 

「推演」階段為全體教職員工依照腳本內容，於會議室內沙盤推演，想像真實演練

時應如何達成任務，組員與組員間討論如何分工，降低演練時的慌亂。 

「演練」階段分為四次演練，前三次視為防災實兵演練的暖身運動，藉由實際操作，

熟悉腳本內容，俾使防災實兵演練當日無人手持腳本照本宣科。為求演練真實，將結合

社區資源共同參與演練，如消防隊等。每次演練結束，將由指揮官統一檢討該次演練缺

失，勉勵全校師生共同達成目標，以防災代替救災。防災實兵演練當日亦將邀請專家學

者到場指導。 

 (四)校內研發在地化防災教育教材教具 

  特殊教育的目的是教給學生「帶著走」的能力，所有學校活動皆應以符合此一原則

為前提進行設計。防災教育教材教具設計以「生活防災、防災生活」為主題，以班級為

單位設計符合學生能力及需求的教材教具，培養學生防災知能與技能。 

  防災教育教材教具研發將由教務處教學組統籌，舉辦教學研究會議，教師於會議中

討論教材教具研發方向，凝聚校內共識，設計出同時具有地方本位及學校本為特色之課

程。為達校內資源共享，班級導師與專任教師共同設計出教案、教材及教具後，將實際

教學，並將教學過程錄製成一節課 50 分鐘長度的影片，做為未來教師教學時的參考。 

 (五)辦理防災教育校外教學參觀活動 

  本校師生不論低年級或高年級，每學期均期待參加校外教學參觀活動，教師平日教

學成果得以在校外教學時評量，校外教學的活動內容也能帶給所有人啟發，是一項很重

要的全校性活動。本校校外教學其中一項特色是家長參與率高。家長平日忙於工作，鮮

少參與學校活動，許多家長藉由全校校外教學活動，特別請假或調班也要來參與，實為

學校與學生的福氣；校外教學活動不再是老師與學生，更加入家長的角色，讓教學資源

能分享到學生家庭。本(100)學年度撰寫校外教學活動計畫時，配合校園防災建置及實驗

專案計畫，特別將臺北市立防災科學教育館納入參觀活動地點。 

  整個校外教學活動分為「活動前」、「活動中」及「活動後」三個步驟進行。 

  校外教學活動前，訓導處將連繫臺北市立防災科學教育館，預約實施日期、時間；

敲定行程後，撰寫校外教學參觀活動計畫，並著手辦理相關細節，如外包遊覽車公司、

尋覓用餐地點等。為使活動流程順暢，將舉行校內說明會，安排活動人力及宣導活動安

全注意事項。校外教學活動當天，將以車次為單位，教師跨班帶領學生及家長參觀防災

科學教育館，完成校外教學參觀活動。活動結束當天，將發下回饋問卷，針對防災教育

校外教學進行檢核，確認此次教學活動是否有效，做為未來辦理防災教育校外教學參觀



活動之參考。 

三、執行成果 

(一)編修與實務結合之校園災害防救計畫 

依據實施計畫目標，增刪計畫圖片資訊及人員任務分配（表 3-1）。 

頁

數 
原災害防救計畫書內容 修改後內容 

1 

學生總人數：131人 

其中包含 

智障生：  87   人 

肢障生：   1   人 

多障生：  43   人 

學生總人數：126 人 

其中包含 

智障生：  82   人 

肢障生：   1   人 

多障生：  43   人 

2 
每日接送交通車共 8輛(含外包) 

其中可搭載輪椅之交通車：2輛 

每日接送交通車共 9 輛(含外包) 

其中可搭載輪椅之交通車：3 輛 

9 

校園災害防救應變組織共五組： 

通報組、搶救組、避難引導組、安全防

護組、緊急救護組。 

校園災害防救應變組織共三組： 

避難引導組、安全防護組、緊急救護組 

11 輪值人員代理人 陳淑慧 輪值人員代理人 林燕玲 

13 司令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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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檢查人：陳淑慧                                                

檢查日期：100.12.15 

檢查人：林燕玲                                                

檢查日期：101.12.11 

29 
 將「通報組」、「搶救組」併入「安全防

護組」及「避難引導組」 



35 

 

 

40 
檢查人：陳淑慧                                

檢查日期：100.12.15 

檢查人：林燕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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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生避難設備表 

滑梯、逃生救助袋、緊急搬運帶 

逃生避難設備表 

滑梯、逃生救助袋、緊急搬運帶、緊急

逃生椅 

表 3-1 

 (二)撰寫境況模擬演練腳本 

1.情境設定 

依據校園災害潛勢，想定「上課時間烹飪教室火災」、「上學時間校外大貨車失控追

撞」、「午餐時間的地震」、「午休時間學生集體中毒事件」及「放學時間核能電廠輻

射外洩」等五種災害情境。設定條件分為災害類型、時間點、預警有無等三項。（表

3-2） 

災害情境 災害類型 時間點 預警有無 

烹飪教室火災 人為災害（火災） 上課時間 無 

校外大貨車失控追撞 人為災害（車禍） 上學時間 無 

午餐時間的地震 地震災害 午餐時間 無 

學生集體食物中毒 人為災害（食物中毒） 午休時間 無 

核能電廠輻射外洩 輻射災害 放學時間 有 

表 3-2 

2.特殊考量： 

(1)災害情境以人為災害為主：本校為新蓋校舍，若師生躲在建築物中，天然災害

直接造成危害可能性低，故災害情境發展方向以人為災害為主，天然災害為輔。 

(2)納入輻射災害：輻射災害雖然發生率極低，然而考慮此災害一旦發生影響嚴重，

仍將其納入災害情境想定腳本中。 

(3)無預警災害多於有預警災害：實際情形中，人為災害時常難以預料，而發生時

又多半情況嚴重，因此災害情境想定偏重無預警之災害情境，期望師生隨時做

好防災準備。 



(4)防災應變倚賴教職員工：本校學生為智能障礙為主的身心障礙學生，且多為中

重度智能障礙者，本身自救能力缺乏，故演練腳本內容著重教職員工如何靈活

運用災害防救思維，於第一時間讓學生免於災害影響。 

3.演練時機：由於本校學生為中重度智能障礙為主的身心障礙者，時間的結構化在

教學過程中非常重要，學生務必先學會在固定的時間點熟悉相關災害因應，始能類

化到其他情境設定，故本次演練時機為定時定點演練。 

4.參加對象：全校所有教職員工生均須參加演練，並有基隆市消防局七堵消防分隊

參與演練。 

5.防災兵棋推演講稿腳本：依據前述情境、特殊考量及演練時機，完成包含五種災

害情境之防災兵棋推演講稿腳本。（附件 1） 

(三)辦理境況模擬全員同步演練 

全員同步演練成員包含全體教職員工生以及社區人力資源，旨在經過充分地人員聯

繫及腳本推演後，盡量貼近真實地進行災害情境演練。本校選擇大範圍且需動員大量人

力及物力的地震災害做為演練情境，依據校內兵棋推演所想定之情境撰寫實兵演練腳

本。腳本撰寫完成後，運用校內研習及兵棋推演會議增進相關人員應變知能，以求 

1.所有教職員工於境況模擬全員同步演練時能不照本宣科，必須充實人員防災知能

與熟悉災害情境應變處理，故演練前辦理校內教職員工防災知能研習及災害情境

兵棋推演會議。 

(1)校內教職員工防災知能研習（附件 2） 

 a.說明災害防救應變組織架構，各組人員確實掌握組內任務 

 b.說明防災情境兵棋推演目的及實施方式 

 c.班級防災地圖繪製教學 

 d.教導就地掩護及避難疏散要領 

 e.教導防災相關器材操作，如對講機、防災頭套、逃生椅等 

(2)災害情境兵棋推演會議（附件 3） 

a.說明同步演練與分段演練之異同 

b.說明情境兵棋推演實施方式 

c.就地震災害情境「午餐時間的地震」進行全校教職員工兵棋推演 

2.境況模擬全員同步正式演練當天，邀請相關專家學者及防救災單位到校觀摩外，

亦邀請家長觀摩： 

(1)臺灣大學氣候天氣災害研究中心研究員馬國辰博士、研究助理王家玲小姐 

(2)基隆市消防局七堵分隊 

(3)校內高職部學生家長 

  3.演練過程，拍照及攝影相關記錄工作，責成本校教務處資訊組組長楊勝文老師進

行拍攝。 

  4.境況模擬全員同步演練後，由校長召集各應變小組組長，共同於本校會議室與臺

灣大學天災中心馬博士與王小姐進行座談暨檢討會。（圖 3-1）（附件 4） 



 
圖 3-1 

(四)創新及特色作法 

雖然計劃重點為全員同步演練，然而，本著防災教育應是「帶著走的能力」，不應

侷限在每學期一次的演練活動。務使防災知能及技能深植全校教職員工生心中，故依照

教學目標認知、情意與技能三大範疇，規畫教材教具設計、校外學參觀活動及交通車防

災教育系列活動。 

1.研發在地化防災教育教材教具（附件 5） 

  以班級為單位，共分為九組，各組依據學生能力現況及學校災害潛勢，完成教學

簡案，並將教材教具及實際教學過程拍照或錄影後燒錄成光碟。 

   (1)召開教學研究會議，全體教師共同研討教材設計 

   (2)導師與專任教師一同開發課程（表 3-9） 

教學領域 單元/活動 教學班級 教學者 

綜合活動 逃生路線 國中部、國小部 陳任勛 

社區生活 災害發生的應變－認識逃生包 高職部 101 班 胡珮熙 

社區生活 防災高手 高職部 102 班 楊士毅 

家庭個人 災害的防範與應變能力 高職部 103 班 鄭富騰 

家庭個人 認識火災及滅火器 高職部 201 班 謝宜蓉 

家庭個人 電器的使用與維護 高職部 202 班 曾華君 

家庭個人 電器的使用安全與電線走火的預防 高職部 203 班 施華菁 

家庭個人 

職業生活 

我是小護士－繃帶的使用 
高職部 301 班 

劉玟伶 

曾立薇 

家庭個人 災害前的準備－準備避難維生包 高職部 302 班 陳怡如 

表 3-9 

2.辦理防災科學教育館校外教學參觀活動（附件 6） 

  於 101 年 10 月 30 日辦理全校性校外教學參觀活動，帶領全校師生及家長共同參

觀臺北市立防災科學教育館。 

   (1)由訓導處統籌辦理，另責成總務處租用符合安全規定之交通車公司及教務處擔

任各交通車領隊維護師生安全。 

      (2)防災科學教育館以影片、展覽及動手操作等方式，讓學生及家長體驗防災應如 



何落實於生活中。 

3.辦理交通車防災教育系列活動 

 本校學生每天皆搭乘交通車上放學，最高單人每日交通時間接近兩個小時，佔每

日上課時數四分之一，交通車接送過程安全至關重要。防災教育即安全教育，故

特別辦理交通車防災教育系列活動，俾使防災教育環環相扣。 

 (1)交通車人員知能研習：針對本(101)學年度學校交通車承包廠商辦理研習，教

導交通車司機及導護各項相關知能，如身心障礙學生特質、性別平等議題宣

導、緊急傷病處理、司機導護工作職掌說明等。更邀請廠商主管到場一同研習，

研習人數達 20 人。（附件 7） 

   (2)交通車逃生演練：利用上學時間，學生練習當交通車發生事故時，利用前後門 

進行疏散。共九輛交通車完成逃生演練，演練人數達 120 人左右。（圖 3-2、3-3） 

 

圖 3-2 

 

圖 3-3 

 

四、成效評估 

(一)量化方面 

1. 本校 100 年度校園災害防救計畫共分為五種災害類型。101 年度修訂後，計畫仍

維持五種災害類型，分別為地震、颱洪、火災、傳染病以及人為災害等，僅針對

內容細節進行修訂。 

2. 校園防災地圖包含一幅全校防災地圖及班及防災地圖，共計修訂 12 幅。參與修

訂者為校長、各應變組織組長及全校導師，人數共 20 人。 

3. 依據當地環境災害潛勢設計出 5 種情境，最後選定一種做為實兵演練情境。 

4. 共辦理 5 場防災演練，參與人數達 200 人次，社區民眾參與人數為 2 人。 

5. 為精進本校防災演練，派遣業務承辦人員至外校觀摩實兵演練，如新北市猴硐國

小及桃園育達高中等。 

 

 



(二)質化方面 

  計畫執行過程，學校行政人員、教師、學生及社區資源總動員，完成了防災兵棋推

演、實兵演練、校內研習及教材教具設計，茲條列質化成效如下： 

1. 兵棋推演：學校行政人員及教師一改過去照本宣科的演練方式，改為共同討論災

害情境應變，皆增加人員對情境應變彈性。 

2. 實兵演練：為執行計畫，本校災害防救應變組織發函基隆市立消防隊百福分隊協

助救災，結合社區資源，連結了學校與社區的關係。 

3. 校內研習：辦理交通車人員及校內教職同仁研習，交通車人員習得緊急傷病救護

技術，校內教職同仁習得防災相關器材功能與操作，間接提高災害情境的覺察。 

4. 教材教具設計：教師共完成九套防災生活教材教具，且於校內發表教材研發成

果，達到校內資源共享，教師間相互學習，增進防災意識與技能。 

五、結論與建議 

本校申請 101 年度防災校園網絡建置暨實驗方案，希望將「預防重於治療」的概念

帶入防災教育。近年來全世界天災不斷，前年日本 331 大地震，其後接續海嘯及核能電

廠意外，日本民眾發揮平時防災訓練成果，冷靜地面對災害，告訴我們日常生活中關心

防災教育的程度與災害發生時的嚴重程度呈現反比，平常越關心各類災害防救應變，遭

遇災害來臨，越能展現訓練成效，這比災害發生後投入大量金錢、時間、人力及物力還

要有用。 

本校為特殊教育學校，學生皆為身心障礙者，申請 101 年度防災計畫之初，宗旨在

使防災觀念深入學校成員的心中，透過更密集的防災推演與更真實的情境演練，期望組

織校內人員發展防災自救流程，減少對外界救援的依賴。起初執行過程諸多困難，例如

校內人員不諳臨機應變，導致兵棋推演初期成員意見分歧，推演過程阻礙重重，讓我們

發現防災應變無法一蹴可幾，召開高達七次的推演會議後才完成五種災害情境的腳本。

經歷過這樣的訓練，校內教職員工皆體認到防災教育應融入生活中，並透過固定與經常

性的練習鞏固基礎。 

未來本校若欲繼續申請此計畫，希望將社區更多資源－甚至其他學校一併納入演練

計畫中，建立緊密互信的關係，發揮團隊合作的精神，深耕防災教育這塊田地。此外，

由於逃生設備及輔具多仰賴進口或訂製，購價昂貴，也希望能爭取更多資本門經費，購

買符合特殊教育學校需求的避難疏散器材，如逃生椅等。如此，進一步增加學校與外界

連結，同時充實校內硬體設施，方能在面對災害時發揮最大的自救能力，讓防災教育成

為每天的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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