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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樹義國小創建於民國 89 年，時值九二一地震過後，因此在學校的建築上皆已有將

地震會對建築物造成之影響納入考量。而學校所處位於臺中市南區、烏日、大里交

界，交通上為連結各區要道，學校在交通上反而有較高的風險存在。另外就是本校校

地約有 2.5 公頃，為小班小校推行計畫後執行之新設學校，然本區於近幾年人口湧入，

學校教室有限，但學生卻年年爆滿，近幾年維持在 58 班，約 1800 名左右的學生。教

室能用空間幾乎多用盡，在這樣的情況下，教室的使用上也存在一些隱憂。 

樹義國小於 99 年度申請｢教育部中小學防災教育深耕實驗研發專案計畫｣，計畫執

行上以整體臺中市的活動為主軸進行。100 年度接續申請「防災校園網絡建置與實驗計

畫」，計畫主要在進行學校內部的防災校園建置，以本校而言，雖非屬災害潛勢高風險

區，甚至嚴格說來坡地及洪水災害都是不影響的區域，但深感需讓孩子有對於災害有

更深的了解，且地震的災害對於台灣整個區域來說還是無法完全預估的，因此 100 年

度接續申請「防災校園網絡建置與實驗計畫」外，101 年度進而繼續申請「防災校園網

絡建置與實驗計畫-第三類學校」，進行與生活實景更貼切的防災避難同步演練。 

三年申辦防災教育相關計畫，不但使學校設備更充實，並帶動師生防災的警訊意

識，也實際讓學校師生更了解在現實面上遇到狀況時的應變之道。本年度主要在實施

各種情境模擬的桌上兵棋推演以及動員全員的同步避難疏散演練，此演練跳脫以往窠

臼，包含引導演練的司儀及所有餐與人員皆不看劇本的方式讓演練更靈活、更貼切實

際。此種方式獲得學校師生好評，畢竟狀況是活的，人也是活的，各組發生工作時也

是同時間而非一條線性時間的，這樣的同步實況演練更能貼切實際。 

除了主要的兵棋推演與同步演練，學校也搭配 2012世界末日話題結合學校本位特色

(資訊)新增了藝廊的數位展-【2012世界末日特展-浩劫與重生】，結合 QRcode數位的展

出方式更能呈現災害發生的動態現況，著實為一場有趣而生動且發人省思的藝展。 

災害無法預估、無法避免，但唯有做好準備，才有生存的機會。希望遇到災害發生

時我們能說的是：「能做的我們都做了！」而不是「啊！這應該之前先做起來的」。防

災的路很長也沒有終點，這一路辛苦也不一定看到成果，因為有實質上的成果表示有災

難發生，這也都不是我們想遇見的。但，唯有做，才不會在事情發生時後悔。對孩子有

意義的事，做！就對了。 

關鍵詞：樹義國小、99 年度教育部中小學防災教育深耕實驗研發專案計畫、100

年度防災校園網絡建置與實驗計畫、101 年度防災校園網絡建置與實驗計畫-第三類學

校、同步實況演練、兵棋推演、劫後餘生藝廊的數位展 

 



一、前言 

1.1 計畫緣起與目的 

本校創建於 89 年，時值九二一地震過後，因此在學校的建築上皆已有將地

震會對建築物造成之影響納入考量。而學校所處位於臺中市南區和烏日區、大里

區的交界，該區亦無坡地也不屬溪流洪患區，唯學校不遠處設有臺中市的水資源

回收中心(原名污水處裡場)，因此推估本校所屬區域應為原臺中市低處區。不過

也因為處水資源回收中心，因此該區域在排水上特別被重視(否則一但淹水，水

資源回收中心的污廢水將隨之溢出)。然本區因為位於臺中市南區、烏日、大里交

界，交通上為連結各區要道，學校在交通上反而有較高的風險存在。 

本校校地約有 2.5 公頃，為小班小校推行計畫後執行之新設學校，今年(101

學年度)為招收學生的第十一屆。然本區於近幾年人口湧入，學校教室有限，但學

生卻年年爆滿，是目前少數還需要總量管制的學校，近幾年維持在 58 班，約 1800

名左右的學生。教室能用空間幾乎多用盡，在這樣的情況下，教室的使用上也存

在幾個隱憂： 

(一) 設於角間的語言及音樂科任教是僅有一個門，是不大適合做為教室的，

單一門的教室對於逃生避難時是有其隱憂的。 

(二) 自然課程並無專門的實驗教室，自然科教師們幾乎是提著實驗器材至

教室上課，教室的桌以為配合學同身高的單人座，因此在進行實驗時

以不同高低且無防火材質的木桌椅拼湊對於實驗而言是很危險的。 

(三) 學校午餐廚房的設置，於建校時即設立於教學大樓一樓，學校用火最

大的地區就是餐廳廚房，一般來說廚房之設置以與教學區隔離開來為

佳，但目前亦無校地可以另外增建，因此對於該區之火源管理及災害

防制更需加強。 

本校於 99 年度因緣際會下申請了 99 年度｢教育部中小學防災教育深耕實驗

研發專案計畫｣，計畫執行上以整體臺中市的活動為主軸進行。100 年度接續申

請「防災校園網絡建置與實驗計畫」，計畫主要在進行學校內部的防災校園建置，

以本校而言，雖非屬災害潛勢高風險區，甚至嚴格說來坡地及洪水災害都是不影

響的區域，但深感需讓孩子有對於災害有更深的了解，且地震的災害對於台灣整

個區域來說還是無法完全預估的，因此 100 年度接續申請「防災校園網絡建置與

實驗計畫」。101 年度進而繼續申請「防災校園網絡建置與實驗計畫-第三類學校」，

進行防災避難同步演練，搭配其他項目進行推動，本案目的有： 

(一) 建立在地化防災教學模組。 

(二) 追蹤在地化災害潛勢。 

(三) 研修學校災害防救計畫。 

(四) 辦理境況模擬全員同步演練。 

(五) 增繪各樓層防災地圖。 

(六) 新增藝廊數位特展【2012世界末日特展-浩劫與重生】 



1.2 學校校園災害環境概述 

1.2.1 學校基本資料 

(一)101 學年度班級數 58 班，分時段資源班一班，人數含師生(1757)員共 1879 人

(截至 101 年 9 月 20 日)，本校主要建築物共分有 2 區，分別為教學大樓區(包

含樹德樓、人傑樓、明哲樓、義學樓等四棟大樓)以及活動中心區(樂群樓一

棟)。本校班級總數、各班級人數與教職員工人數、建築物棟數等詳細資料，

如災害防救計畫中的表 1-1-1 與表 1-1-2 所示。 

(二)建築物資料調查部分，含校舍基本資料、校舍資料及校舍現況調查等資料，

詳見災害防救計畫中的表 1-1-3。 

(三)環境概況 

1.周邊設施：本校半徑百公尺內附近並無重要設施，唯距學校約 450 公尺的

地方有臺中市水資源回收中心。 

2.校園內建築物風格及特色：本校建築型態為閩南式風格建築，主要建築呈

現口字形，為一無校門(大門圍完全開放式)且小門寬度很小(約一人通行)之

設計。 

3.校園平面配置圖及周邊道路，如災害防救計畫中的表 1-1-1 所示，其中學校

南側雖為福田三街，但學校與福田三街中間仍有一塊土地尚未徵收因此無

法直接與福田三街連貫通行，原駐車彎設計其功能未能使用；西側目前為

尚未徵收地屬無法使用道路，兩側皆有學校周邊人行道，但因無法對外直

接連結，固車輛也無法利用該兩側與學校交通連結。 

1.2.2 災害環境概況 

(一)災害潛勢分析 

    為掌握本校所在區域之災害潛勢資料，參考中央地質調查所

(http://www.moeacgs.gov.tw/main.jsp)活動斷層圖(災害防救計畫中的圖 2-2-1 及 2-2-

3)，從該圖中可知道學校位於哪些斷層上或周邊；以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

土保持局土石流防災資訊網(http://246.swcb.gov.tw/School/school-toknew.asp)所公布土

石潛勢溪流位置圖(災害防救計畫中的圖 2-2-2 及 2-2-4)，瞭解本校周邊之土

石 流 潛 勢 溪 流 ， 另 外 淹 水 潛 勢 參 考 國 家 災 害 防 救 科 技 中 心

(http://ncdr.nat.gov.tw/chinese/default.asp)，所公布之資料，釐定學校災害潛勢區域(災

害防救計畫中的圖 2-2-5、2-2-6 及 2-2-7)。 

(二)歷年災害 

    本校蒙受之災害類型主要包含地震、颱風、水災、坡地災害、火災、傳

染病災害以及交通事故等災害，歷年災害之情形統計如災害防救計畫中表 2-

2-1，確實紀錄歷年受災之類型，及校內財務損失之狀況。 

(三)災害特性分析 

    校內災害特性分析已於 100 年度由總務處邀請專家學者協助分析

(100.09.02)，針對學校地理位置，確實分析校內之潛在災害並做災損評估，

如災害防救計畫中表 2-2-2。 



二、計畫之執行方法 

2.1 建立在地化防災教學模組： 

(1)結合校內相關領域之教師，共同建立具在地化災害特性之教學模組教案及

教材等壹套以上。 

(2)針對完成之教學模組教案進行試教，提供未來其他教師教學上之應用。 

2.2 追蹤在地化災害潛勢： 

(1)依 100 年度學校所屬區域進行之在地化校園災害潛勢檢核作業定期追蹤檢

討是否有新增之災害潛勢。 

(2)災害潛勢之檢核包含活動斷層、土石流、淹水、…等。 

2.3 研修學校災害防救計畫： 

(1)檢討學校現有災害防救計畫，討論是否需進行修定。 

(2)依新年度編制修正新年度之組織編組名單。 

(3)加強有系統之校園災害防救組織及繪製校園防災地圖等推動工作。 

2.4 辦理境況模擬全員同步演練： 

(1)針對在地化災害特性設定防災演練實境、擬訂境況模擬泉源防災演練腳

本。 

(2) 針對 5 套依學校實際需求設計之腳本進行桌上的兵棋推演。 

(3)於 101 學年度上學期辦理一次以上全校動員之境況模擬演練，以及一場非

定時之全市性全員同步防災示範觀摩演練，主題為學校在地化災害潛勢威

脅（下課時間之地震及學生受傷）。 

(4)依實修正家庭防災卡。 

2.5 增繪各樓層防災地圖： 

(1)增繪各樓層由教室出發之防災避難疏散地圖，完整建置全套校園防災避難

疏散地圖。 

2.6 新增藝廊數位特展【2012 世界末日特展-浩劫與重生】： 

(1)利用學校資訊融入教學特性，建置線上數位展。 

(2)使用平板或是智慧型手機結合現下流行的 QRcode 掃描方式，進行藝廊的

數位特展。 

(3)利用數位方式解決災害現場實境為動態紀錄較無法作為藝展的方式。 



三、計畫之執行成果 

3.1 建立在地化防災教學模組： 

結合校內相關領域之教師，共同建立具在地化災害特性之教學模組教案

及教材等壹套，本市教案著重在引導孩子們實際簡略繪出家裡的避難疏散

圖，藉以讓孩子思考在家裡遇到災害時該怎麼辦。並針對完成之教學模組教

案進行試教，提供未來其他教師教學上之應用。 

在地化教學模組學生實作作品 

 

3.2 追蹤在地化災害潛勢： 

延續 100 年度學校在地化潛勢資料進行討論評估，本年度並無新增災害

潛勢，唯於 101 年 8 月蘇拉風災中，學校新增災損一筆(操場跑道)。 

3.3 研修學校災害防救計畫： 

檢討學校現有災害防救計畫並討論後，因各組人力 101 學年度有所變

動，除各項相關人數資料外，僅需修訂災害防救計畫中的表 2-1-2 校園災害

防救編組名冊以及表 2-1-3 輪值人員班表如下圖，以及災害防救計畫中其他

人數相關資料。 

  



災害防救計畫主要修改 

 

 

3.4 辦理境況模擬全員同步演練： 

(1)針對在地化災害特性設定防災演練情境、擬訂防災演練計畫與腳本 5 套。 

在地化防災演練計畫與腳本 5 套(詳參附件) 

 

 

 

  



(2)針對 5 套依學校實際需求設計之腳本進行桌上的兵棋推演。 

第一次桌上兵棋推演 101.10.05(2種情境)  

   

第二次桌上兵棋推演 101.11.09(3種情境)  

   

(3)於 101 學年度上學期辦理一次全校動員之境況模擬全員同步防災示範觀摩

演練，主題為學校災害潛勢威脅（地震及學生受傷）。 

全市性防災觀摩演練-樹義國小 101.12.07-全校動員性同步演練 

(下課時間之地震避難) 

 
就地掩蔽 

 
疏散 

 
清點 

 
集結至空曠地 



(4)進行境況模擬全員同步防災示範觀摩演練後之檢討會，討論需改進事項。 

境況模擬全員同步防災示範觀摩演練之檢討會 101.12.07 

   

   

   

 

 

(4)本年度家庭防災卡討論後並無修改，唯個資法實行後，可能須思考學生基

本資料外漏的問題。 

  



3.5 增繪各樓層防災地圖： 

增繪由教室出發之各空間防災避難疏散地圖，完整建置全套校園防災避

難疏散地圖。 

以各教室為出發的避難疏散地圖 

 

 
 

 

 



3.6 藝廊數位特展【2012 世界末日特展-浩劫與重生】 

結合 QRcode 方式於學校藝廊進行數位影像展，孩子們只需利用智慧型

手機會是平板電腦下載 QRcode 的讀取軟體於藝廊中的圖片進行掃描，便可

直接連結至影片，影片為世界各地的災害現場實況，主要有：風災、土石

流、山崩、海嘯、地震、火箭爆炸、…等。 

藝廊數位特展【2012 世界末日特展-浩劫與重生】101.12 

 

 

四、計畫執行結果與討論 

4.1 執行成效量化評估 

(1)建立在地化防災教學模組 1 組。 

(2)追蹤在地化災害潛勢，修改 0 件，新增 101 年度災損 1 件。 

(3)研修學校災害防救計畫，主要修訂兩張表格以及相關人數資料。 

(4)編擬在地化境況模擬全員同步演練腳本 5 套、辦理境況模擬全員同步演

練 3 場，其中含 1 場觀摩演練。 



(5)增繪各樓層教室為出發點之防災避難疏散地圖 70 張。 

(6)結合學校特色設計規畫藝廊數位特展【2012 世界末日特展-浩劫與重

生】1 場。 

4.2 執行成效質化評估 

(1)藉由課程的設計，讓孩子思考家裡的防災避難疏散路線，使防災不再只

是學校的作業，而是回歸於生活。 

(2)藉由設計在地化境況模擬全員同步演練腳本過程中，討論出更多學校危

機的可能以及預防之方法。 

(3)藉由上項同步演練的桌上兵推，讓老師們更清楚遇到什麼情況該如何

對，以利於預防及減災。 

(4)經由不定時之境況模擬全員同步演練，讓全校師生更熟悉任何時間遇到

狀況的應變之道，促以全體對災害危急時能有更完善的應對。 

五、結論與建議 

三年申辦防災教育相關計畫，不但使學校設備更充實，並帶動師生防災的

警訊意識，也實際讓學校師生更了解在現實面上遇到狀況時的應變之道。本年

度主要在實施各種情境模擬的桌上兵棋推演以及動員全員的同步避難疏散演

練，此演練跳脫以往窠臼，包含引導演練的司儀及所有餐與人員皆不看劇本的

方式讓演練更靈活、更貼切實際。此種方式獲得學校師生好評，畢竟狀況是活

的，人也是活的，各組發生工作時也是同時間而非一條線性時間的，這樣的同

步實況演練更能貼切實際。 

除了主要的兵棋推演與同步演練，學校也搭配 2012世界末日話題結合學校

本位特色(資訊)新增了藝廊的數位展-【2012世界末日特展-浩劫與重生】，結

合 QRcode數位的展出方式更能呈現災害發生的動態現況，著實為一場有趣而生

動且發人省思的藝展。 

而本校也因近三年接續參加 99 年度教育部中小學防災教育深耕實驗研發專

案計畫、100 年度防災校園網絡建置與實驗計畫、101 年度防災校園網絡建置與

實驗計畫-第三類學校，透過防災輔導小組的輔導，除了 101年 3月榮獲績優學

校，並於 101年度榮獲臺中市各校防災教育成果書面審查績優學校優等。 

災害無法預估、無法避免，但唯有做好準備，才有生存的機會。希望遇到災

害發生時我們能說的是：「能做的我們都做了！」而不是「啊！這應該之前先做

起來的」。防災的路很長也沒有終點，這一路辛苦也不一定看到成果，因為有實

質上的成果表示有災難發生，這也都不是我們想遇見的。但，唯有做，才不會在

事情發生時後悔。對孩子有意義的事，做！就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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