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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為提升國內師生之防災知識、態

度及技能，邀集具有災害防救經驗之學

術機構共同推動防災教育，期藉由人才

培育、教材研發逐步導向落實在地化防

災校園之建置，擴大形成防災校園網絡。

近年來以「建構韌性防災校園」作為防

災教育願景，從「安全學習設施」、「學

校災害管理」及「降低風險與韌性防災

教育」作為全方位校園安全架構的3大

核心，並扣結聯合國「2030永續發展目

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分別從硬體面、制度面與軟體

面著手，降低師生因災害而傷亡的機

率，面對預期災害也須持續推動教育，

透過教育強化具備氣候智慧的防災能力
(UNESCO, 2013；IFC, 2010)。[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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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學習設施

↘ 永續循環校園
↘ 校舍耐震補強
↘ 校舍拆除重建

A B

C

D

學校災害管理
↘ 組成校園防災組織
↘ 研擬校園災害防救計畫
↘ 繪製校園防災地圖
↘ 環境資源掌握
↘ 建立防災教育輔導團隊

韌性防災教育
↘ 研發防災工具或教具
↘ 編撰各學習階段防災教材
↘ 培育防災種子教師
↘ 發展融入式防災教育課程
↘ 辦理防災活動

A
↘ 整備防災器具與設施設備

防災教育核心
整合國家至地方災害
管理計畫

B
↘ 發展在地化教學模組
↘ 建置防災空間

圖1｜全方位校園安全架構

C
↘ 社區防災合作
↘ 學校防災演練

D
↘ 校園環境調查
↘ 災害潛勢調查



為協助學校推動校園防災工作、完善 

《校園災害防救計畫》、健全防災整備

資源、熟悉防災避難演練，編製《校園

防災操作手冊》(以下簡稱本手冊)，讓各

縣 (市)政府教育局(處)、防災教育輔導團

及各級學校新進人員迅速了解校園防災

工作實質內容。防災教育輔導團團員能

順利協助縣市轄屬學校執行各項防災工

作，並以在地特色規劃縣市防災教育資

源中心。教師能完整掌握防災工作流程

與內容，落實各項防災工作。

本手冊依防災工作推動程度區分為「校園

防災基礎工作」、「校園防災進階推動」，

各項工作內容配合學校學年度計畫，學校

掌握各項工作之推動目的、執行重點以及

步驟流程，以提高防災工作執行成效。

教育部持續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建

置防災校園，全國各級學校須完成「校

園防災基礎工作」，並以PDCA循環 (由 

「計畫Plan、執行Do、檢核Check、行動

Act」等組合而成的管理流程) 持續檢討

更新，以朝「校園防災進階推動」持續精

進，鼓勵締結夥伴關係，逐步建構「地區

防災教育資源中心」。[圖2]

本手冊所列各項防災工作操作流程，係

提供各級學校參考使用，學校得依需求

進行調整，並依據教育部及各縣 (市 )政

府教育局(處)相關規定辦理，防災教育輔

導團得運用 [附表1、附表2] 協助學校檢

視執行情形。

圖2｜校園防災工作的 PDCA 流程

Plan 計畫 Do 執行

Check 檢核Action 行動

依計畫(P)之課程安排及演練

規劃來辦理課程及演練活動。

檢核執行過程與結果辦理檢討與改善會議

針對檢核(C)進行檢討
與提出改善方式

檢視計畫(P)和執行(D)的落差

滾動修正 (含軟硬體)

校園災害防救計畫

學校

防災地圖
辦理課程

課程
安排

演練
規劃

實地
勘查

辦理演練

Plan D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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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進行「校園防災基礎工作」包含：

① 校園災害防救組織之規劃 / 更新 

② 校園防災整備工作 (含災潛評估、環境檢核)

③《校園災害防救計畫》修訂與上傳 

④ 校園災害防救演練

⑤ 災害防救教育訓練及課程教學
     相關工作說明請上教育部「防災教育資訊網」查詢。

A

圖3｜校園防災基礎工作推動參考流程

8月 組織規劃 / 更新

組織規劃 / 人 員 更新

防災整備 (含災潛評估)

防災整備 (含災潛評估)

防災演練

防災演練

計畫修訂/ 上傳

計畫修訂/ 上傳

訓練
．

教學

訓練
．

教學

9月

1月

3月

7月



 A.1 校園災害防救組織之規劃／更新 A.1 校園災害防救組織之規劃／更新 1312

校園災害防救組織之
規劃 / 更新A.1

「校園災害防救組織」由校長召集全體

教職員工，召開防災工作會報，討論各

項防災工作內容及任務指派，確認分工

內容。校園災害防救組織分工如遇到人

事異動，須持續更新。[圖4]

任務編組 負責單位 任務

. . .通報組 總務處

搶救組 . . .
. . .. . .

圖4｜校園災害防救組織規劃 / 更新參考流程圖

1   

2

3 4確認「校園災害防救組織」分工

召開防災工作會報

討論防災工作內容及任務分配

持續更新「校園災害防救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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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災害防救組織於「平時階段」結合學

校校務運作，各處室業務執掌統籌辦理。

災害或緊急事件時，轉換為「應變階段」

的緊急應變小組，由校長 (或代理人)擔任

指揮官統籌指揮決策，執行應變及搶救

任務。 [圖6] (詳細內容請參閱《校園災害

防救計畫》)

圖5｜召開防災工作會報 (臺南市善化區善糖國民小學) 圖6｜校園災害防救組織架構

平時階段

總務處(組) 緊急救護組/救護班

發言人

校長/指揮官

教務處(組) 搶救組/滅火班

學務處(組) 通報組(班)

會計室(人員) 避難引導組(班)

輔導室(組) 安全防護組(班)

應變階段

減災整備、設備採買

防災教育

防災演練

預算統籌

心理輔導

任
務
轉
換

＊負責單位和任務編組
   沒有絕對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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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潛勢地圖網站
災害潛勢是描述某一地去過去曾發生災害，
或未來有較高的致災機會。

淹水
潛勢

坡地
災害

海嘯
溢淹

工作手套

個人防護具

消防衣

安全帽

防災頭套

簡易式口罩

安全鞋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應變中心

○○縣(市)
災害應變中心

○○鄉/鎮/市/區
災害應變中心

教育行政主管機關

1991
專線

2009/8/8 
發生時間
災害類型
發生地點
災害規模
人員傷亡
財務損失
設備損失

1999/9/21
發生時間
災害類型
發生地點
災害規模

校園防災整備工作A.2

歷年災害事件受災地點與情況調查

可透過「教育部防災教育資訊網→防災

校園專區→GIS圖臺」，套疊學校校廓與

各類災害潛勢圖資，確認學校各類災害

潛勢狀況，配合實地勘查校園環境，進

行環境安全自主調查與改善。 [圖7]  ( 各

類調查表請參閱《校園災害防救計畫》

附件1 )

1   調查校園歷年災害事件

圖7｜校園防災整備參考流程圖

2

4

6

3

5

7

校園災害潛勢評估及分析

檢討修改校園防災地圖

建立支援單位聯絡清冊

校園環境安全自主調查與改善

整備災害應變器材

設定1991報平安留言平臺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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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防災器具整備 (宜蘭縣壯圍鄉過嶺國民小學)
圖9｜防災器具整備 (國立屏東特殊教育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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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校園環境踏勘 (高雄市甲仙區小林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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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防災地圖須依教育部公告《校園防

災地圖繪製作業說明》進行繪製，流

程如 [圖11]，並定期更新。原則以「地

震」災害繪製，其他災害疏散避難原則

標註在資訊欄。避難疏散路線須透過防

災演練檢視安全性及流暢性。地圖完成

後，製作看板、海報張貼於校園四周

明顯位置，且沿避難疏散方向張貼指示

牌，於災時能迅速疏散教職員工生至避

難集結點。

學校應考量教職員工生數量和特殊需求

整備災害應變器材，放置於固定地點管

理，定期每學期檢查一次。 (參閱《校

園災害防救計畫》表3.1災害應變器材

檢核表)

支援單位聯絡清冊納入應變中心、教育

行政主管機關、縣市主管機關、警政、

消防、醫療單位、公共設施負責單位、

其他支援單位。 (參閱《校園災害防救

計畫》表 3.2 支援單位聯絡清冊)

災時若電話線路不通或壅塞，學校可於

「內政部消防署 1991 報平安留言平臺」 

(ht tps://www.1991.tw/) 設定學校「約

定電話」，作為災害或緊急事件時，資訊

發布的管道之一。

當校園空間環境有所變動時，須
檢視防災地圖內容正確性及適用
性，並透過防災演練檢視疏散動
線之可行性。

圖11｜校園防災地圖繪製參考流程圖

1 2

3

5

7

4

6

8

籌組工作團隊 教育部「防災教育資訊網」首
頁下載防災地圖範例版型

選擇尺寸(A0或A1) 
及型式(直式或橫式)

依實際情形標示圖例
及防救災資源

檢視及完成

繪製校園平面圖 (改善現有平
面圖或描繪衛星空照圖)

繪製避難疏散路線

印製並張貼在明顯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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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校園災害防救計畫》修訂 / 上傳參考流程圖

A.3

校園環境檢視及調查後，進行《校園災

害防救計畫》修訂與更新，依各縣(市)政

府教育局 (處)規定時程內上傳至教育部

「防災教育資訊網」或縣 (市 )政府指定

上傳處。[圖12]

修訂與上傳
《校園災害防救計畫》

 2   修訂《校園災害防救計畫》內容    

 3   上傳教育部「防災教育資訊網」

 4   檢視 / 更新《校園災害防救計畫》

 5   上傳教育部「防災教育資訊網」

圖13｜校園災害防救計畫討論會議 (臺中市北區篤行國民小學)

人員異動或發生災害事件後，視需求更

新並上傳，依規定每2年至少修訂1次，包

含校園基本資料、校園防災地圖、防救災

設施設備等，確保校園災害防救組織能

順利啟動與運作，校園防災地圖提供正

確且安全的疏散避難路線與相關資訊，

防災器具能正常使用且符合學校實際所

需，以保障教職員工生之生命安全。

 1   下載《校園災害防救計畫》(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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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狀況 . . .
. . .. . . . . . . . .

學校每學期開學後一個月內應辦理至少 

1次校園災害防救演練，災害情境需考量

邏輯性與合理性。[圖14]

演練內容依不同目的，模擬可能發生

災害類型、規模，進行設計。演練結束

後，召開檢討會議，檢核災時是否能有

效執行任務、全校教職員工生是否落

實執行防災演練避難、疏散、搶救及

安置等應變，記錄改善建議 (參考《校

園災害防救計畫》附表1.7演練檢討會

議紀錄 )，並針對檢討內容滾動式修正

《校園災害防救計畫》、防災地圖、設

施設備等，作為下次演練強化項目。彙

整校園災害防救演練紀錄，上傳至教育 

部「防災教育資訊網」。

校園災害防救演練A.4

圖14｜校園災害防救演練參考流程圖

1

3

2

4

演練腳本撰擬

演練後檢討會議及紀錄

預演及實際演練

上傳教育部「防災教育資訊網」



A.4.1 校園災害防救演練 演練腳本 A.4.1 校園災害防救演練 演練腳本 2726

演練腳本撰擬運用矩陣式腳本 [表1] 兵

棋推演，以時序設定、角色設定、情境

及狀況擬定等方法，確認各編組之權責

任務。

校園災害防救演練
演練腳本

A.4.1

矩陣式腳本主要建構「災害時
序」概念及「情境想像」能力，
在同一時間或狀況下，各組人員
各自需要負責的工作，災害「情
境想像」有助預想各種最壞的狀
況，預先防範和準備。

表1｜矩陣式腳本(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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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1 校園災害防救演練 演練腳本 A.4.1 校園災害防救演練 演練腳本 2928

演練腳本注意事項

若參考其他學校腳本進行撰寫，請因地制宜更新內容

腳本用字遣詞應正確
家庭防災卡為教育部公告正式名稱，非緊急聯絡卡。

急救站為教育部公告正式名稱，非醫護站。

地震規模無單位、地震震度有單位。

情境設定時的注意事項
明確寫出斷層名稱；地震規模無單位、地震震度有單位。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於109年1月1日將地震震度分級進行調整，調
整後分級為0、1、2、3、4、5弱、5強、6弱、6強、7。

腳本情境應清楚、詳細。
例如：天氣狀況、地震規模、 震度、全校幾名教職員工。

確實討論情境想像。
例如：設定的震度造成建築物、設備損毀程度、人員的受傷及死亡數量。

災害發生後的狀況想像應確實符合現實。
例如：地震發生後不太可能立即有大量家長或媒體聚集於校門口。

演練相關注意事項
除非辦理示範觀摩演練，毋須設置司儀一職，演練應比照真實災
害狀況辦理。

演練前，全校教職員工生 應維持日常作息，毋須預先準備
戴防災頭套、搬點 名板到集結點等

A

B

C

D

1

1

1

2

2

2

3

3

4

5

腳
本
撰
寫
注
意
事
項

情
境
設
定
注
意
事
項

若學校有地震速報系統，應直接播放地震警報音效；若無，得指
定人員廣播通報，透過其他音效提醒，並經常練習。 

校長透過集結時告知災害規模及狀況。

地震發生第一時間
→若在室內：優先保護頭頸部，並在情況允許下移動到相對安全位置進
行「趴下、掩護、穩住」。

→若在空曠處：應避開可能傾倒之物品，若無墜落物之疑慮，則以就地
等待為原則。

地震發生第一時間不須立即關閉水、電、瓦斯，及打開教室門窗
等動作。

班級導師或教師是全班的指揮官，就地掩蔽由教師下達指令。
校長是全校的指揮官，全校疏散由校長(或代理人)下達指令。

通報組應詳實記錄指揮官(校長)於災害發生時的所有指令及決策。

疏散時隨手拿取班級緊急避難包移動至集結點，老師亦須確保自
身安全。
進行「趴 下、掩護、穩住」動作或配戴安全帽等防護用具。

老師須與學生一起演練，以熟知各個流程。

疏散時，可用具備「緩衝」及保護功能的物品保護頭頸部 (＊) 
若學生行走需要牽手或老師引導，建議可用頭套或安全帽等輔助
器材。＊例如：較輕的書包、軟 墊、墊板等反凹摺以形成緩衝空間

各編組相關工作應確實執行，依照《校園災害防救計畫》進行檢核。

若發生事故(人員失蹤或傷亡)，應優先通報119，再通報教育局(處)；
災害穩定後，依規定通報校安中心。

所有狀況應確實因應，例如：學生受傷，應思考是否通知家長、
是否安排教師陪同就醫，後續更能進一步思考大規模災害狀
況，學生受傷數更多，應如何調整因應。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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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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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2 校園災害防救演練 演練方式 A.4.2 校園災害防救演練 演練方式 3130

演練可單獨針對班級、年級、樓層 (棟

別) 或宿舍分別演練。演練可分時段，

依實際需求設計並辦理實務演練，例

如：通訊對講機練習、避難疏散演練、警

報測試與廣播等。

以單一災害情境、有預警方式進行演

練，待熟悉應變流程後，再逐步加入多

種災害情境或進行無預警演練，避免演

練僵化。

校園災害防救演練
演練方式

A.4.2

依據可能發生之災害類型、規
模、時段 (例如：上課、下課、午
休或夜間宿舍) 等狀況辦理演練。

圖15｜防災演練急救傷患 (臺南巿立安定國民中學)



A.4.2 校園災害防救演練 演練方式 A.4.2 校園災害防救演練 演練方式 3332

圖16｜防災演練 (屏東縣立中正國民中學)
圖17｜地震防災演練 (屏東縣立萬丹國民中學)

圖18｜地震防災演練 (臺北市士林區文昌國民小學)
圖19｜老師引導學生正確避難逃生要領 (彰化縣鹿港鎮海埔國民小學)



1991
專線

A.5 災害防救教育訓練及課程教學 A.5 災害防救教育訓練及課程教學 3534

災害防救除了掌握基本應變原則之外，

持續透過相關研習課程或工作坊進行

增能，確保正確的防救災觀念及應變技

能，依在地災害特性及教職員工需求，

辦理相關防災知能研習及情境工作坊，

以協助學校推動防災工作。

防災教育課程與教學，結合校內相關領

域教師，善加運用各災害防救業務主管

機關、教育部及各縣市研發之防災教育

教學資源，教學課程內容可結合在地自

然、人文、實質環境及在地災害特性，

開發在地化教材、教案，融入各科領域

教學尤佳。

防災知識推廣課程可依災害不同階段 (減

災、整備、應變、復原重建) 及不同對象
(教職員工生、家長及社區人員等)，規劃

不同課程內容和主題探討。[圖20]

A.5 災害防救教育訓練及
課程教學

藉由學習其他學校推動經驗，作
為學校推動防災教育參考方向。
防災知識推廣課程可結合週會、
班親會、校慶、運動會或節慶活
動辦理，落實推動至社區及家庭
中，以發揮實質功效。

圖20｜防災知識推廣課程分類

認識及觀察環境、環境巡視及改善… 防災知識與應變技能、緊急避難包準 
備、1991操作、家庭防災卡填寫…

1

3

2

4

減災

應變

整備

復原重建

緊急應變組織運作、CPR急救、AED
操作…

環境復原、災害應變討論與修正、心
靈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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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里校聯合防災運動會(臺東縣成功鎮信義國民小學)
圖22｜1991宣導 (臺北市國語實驗國民小學)

圖23｜耆老教導搭建避難小屋 (屏東縣牡丹鄉石門國民小學)



A.6 小結A.6 小結 3938

災害來臨時，定期檢視及滾動修正《校 

園災害防救計畫》及校園防災地圖，落 

實防災工作，減少災害所造成的損失。

小結A.6

HI～各位防災夥伴，關於防災校園基礎工作是否有任何疑問呢?

歡迎隨時向所在縣市之防災教育輔導團進行洽詢，輔導團會非常

樂意向您提供各項資訊及建議喔!倘若已完成校園災基礎工作，

但是對於防災工作實在欲罷不能，我們還可以朝向校園防災進階

推動持續邁進，讓學校作為在地防災基地繼續發光發熱。所有的

密技內容，都在下一章喔!



學校訂定發展目標，並盤點可運用資源、確立學校特色主

題，邀請合作夥伴召開共識會議，確認合作意向與目標，

盤點學校課程及規劃防災融入模式，同時進行情境空間規

劃與建置。

學校得視學校資源、環境特性、合作關係、發展面向等條

件，評估調整短、中、長程的目標及優先合作對象。[表2]

PA R T 校 

園 

防 

災

進 

階 

推 

動

B

表2｜「校園防災進階推動」短、中、長程目標建議

1年

短程
建議目標
① 確認防災相關資源
② 盤點學校特色主題
③ 與外部單位建立共識目標
④ 建構夥伴合作模式
⑤ 規劃學校防災課程
⑥ 建立學校推動防災目標
⑦ 規劃、建置防災情境空間
⑧ 知識推廣宣導

建議目標

① 持續布置防災情境空間

② 持續知識推廣宣導

③ 結合區域學校形成遊學路線

④ 夥伴關係營運

建議目標

① 持續營運既有成果

② 遊學路線細緻化並持續邀請 
    外部人員參訪

③ 與在地社區共同建立災害管 

    理機制及防災資源共享

④ 夥伴關係營運

3 年

3 年以上

中程

長程

優先合作夥伴

鄰近學校、家長

優先合作夥伴
縣市轄屬學校、在地社區

優先合作夥伴
全國學校及其他組織 (社

區、NGO、NPO、企業、

政府機關等)



 B.1.1 進階工作啟動  會議啟動與目標訂定 B.1.1 進階工作啟動  會議啟動與目標訂定 4342

進階工作啟動
會議啟動與目標訂定

全體教職員工討論推動目標與內容：結
合在地特色發展系統性防災教具與教
案，運用巧思提升防災教學成效，與
社區 (或鄰近學校) 擴大建立防災夥伴關 
係，並共同推動防災教育活動，結合跨
領域課程，激發學習動機，持續優化學
校防災工作。

B.1.1

圖24｜與社區合作防災校園推動工作 (新竹縣湖口鄉湖口國民小學)



 B.1.2 進階工作啟動  資源盤點與策略擬定 45B.1.2 進階工作啟動  資源盤點與策略擬定44

工作坊

戶外防災教室

全民防災運動會

遊學課程

進階工作啟動
資源盤點與策略擬定

學校盤點校內資源，確認可利用資源，

並納入鄰近社區及產官學等可利用資源
(包含夥伴、人才、設施設備等)。[圖25]

學校邀請社區(或鄰近學校)一同執行防

災工作，進行社區環境踏勘，辨識區域

內風險或災害問題、蒐集與防災相關的

地方俗語、諺語、俚語等，製作相關圖說

或辦理工作坊討論防災對策，並結合活

動辦理相關課程成果。

學校與社區攜手針對學校所在區域所面

臨災害之風險，結合產官學資源，跨領

域合作發現學校與社區所共同面臨之災

害問題，並討論如何解決問題及提出解

決方案。

學校掌握防災資訊，探討風險或災害問

題的解決方案，透過計畫申請，結合實

際操作課程，逐年完成環境改善。

學校社區踏勘可結合課程，進行社區環

境及學生通學動線安全調查。

B.1.2

學校與社區共同製作學校與社區防災

地圖，張貼公告及宣導里民，提醒民眾

在從事任何活動時，都應該避開災害風

險，減少生命財產損失。

踏勘調查後，以衛星圖、空拍圖
製作圖資，標記歷史災害事件，
手繪淹水高度、範圍或淹水圖
片，以淺顯易懂、富趣味與教育
意義方式，傳達生活防災常識。

圖25｜資源盤點與策略擬定參考流程圖

1

3

2

4

確定目標與策略

社區環境聯合踏勘與合作

校內、外可用資源盤點

外部合作夥伴設定與合作規劃

包含夥伴、設施設備、人才等等。



 B.1.2 進階工作啟動  資源盤點與策略擬定B.1.2 進階工作啟動  資源盤點與策略擬定 4746

圖26｜帶領學生走入社區認識環境 (雲林縣口湖鄉金湖國民小學) 圖27｜社區安心模型 (屏東縣瑪家鄉北葉國民小學)



B.1.3 進階工作啟動  夥伴共識建立與合作 4948  B.1.3 進階工作啟動  夥伴共識建立與合作

進階工作啟動
夥伴共識建立與合作

與社區、民間團體 (或鄰近學校 )締結夥

伴關係，訂定雙方的合作目標，建立學

校與社區防災推動組織，擬定組織架

構圖並建立聯繫窗口，辦理防災夥伴共

識會議，擬定後續共同合作計畫與營

運規劃。

B.1.3

圖28｜與社區共同合作發展戶外防災課程 (屏東縣恆春鎮恆春國民小學)



 B.2.1 推廣營運方式  情境空間打造B.2.1 推廣營運方式  情境空間打造 5150

推廣營運方式
情境空間打造

學校規劃建置防災教室或防災教育資源

中心等防災空間；運用校園各式空間形

成防災學習角，包含樓梯間、走廊、穿

堂等，研發防災工具、教案、教具或教

材，配合學校教學需求使用，或提供對

外遊學參訪推廣。

為有效使用及推廣，擬定營運推廣計

畫，檢視成效及滾動修正，以達有效推

廣使用。

學校與社區、部落、協會或公所等單位

共同合作，透過諮詢或蒐整社區部落耆

老的歷史經驗及傳統智慧，結合社區防

災宣傳及災害防救相關工作推動。

原住民重點學校可著重原住民族文化融

入防災教育之在地化課程設計，建立專

屬於原住民族地區或文化特色防災教育

基地。

B.2.1

圖29｜船艙防災教室 (連江縣莒光鄉東莒

國民小學)

圖30｜防災情境教室 (新竹縣關西鎮東光國民小學)

圖31｜南澳高中泰雅族傳統糧倉 (宜蘭縣立南澳高級中學)



 B.2.2 推廣營運方式  夥伴關係實質合作B.2.2 推廣營運方式  夥伴關係實質合作 5352

推廣營運方式
夥伴關係實質合作

B.2.2

夥伴關係營運策略

①以學校作為社區的防災教育核心，積極

分享學校防災教育成果，凝聚社區意識。

②尋求外部單位及社區合作，整合社區營

造資源，共同建置自主防災特色社區。

③邀請社區、鄰近學校或防災教育輔導

團、外部人員 (例如：消防隊、村里長、

社區協會理事長、總幹事等 )共同召開

討論會議、研擬活動規劃，分享經驗並

共同合作。

④與縣市防災教育輔導團共同研議防 

    災課程。

⑤規劃縣市內遊學基地，形成夥伴學 

    校網絡。

分享學校防災教育成果，凝聚社區意識。

造資源，共同建置自主防災特色社區。

團、外部人員 (例如：消防隊、村里

長、社區協會理事長、總幹事等)共同

召開討論會議、研擬活動規劃，分享

經驗並共同合作。
圖32｜夥伴學校遊學課程 (屏東縣枋山鄉加祿國民小學)



 B.2.2 推廣營運方式  夥伴關係實質合作B.2.2 推廣營運方式  夥伴關係實質合作 5554

防災校園諮詢指導
學校分享自身推動防災工作與推廣防災

教育經驗外，協助鄰近學校(含幼兒園)

推動「校園防災基礎工作」。

學校可提供不同的諮詢方式，例
如：電話聯繫、網路社群群組交
流、到校輔導、工作坊等。

圖33｜夥伴學校工作坊 (花蓮縣玉里鎮松浦國民小學)



 B.2.2 推廣營運方式  夥伴關係實質合作B.2.2 推廣營運方式  夥伴關係實質合作 5756

防災知識推廣宣導
學校透過活動 (例如：運動會、家長會、

親職座談會、工作坊 )或社區活動 (例

如：刊物、學習社團、才藝課程、祭典活

動、跳蚤市場、閒置空間再利用)等，規

劃適合的推廣方法，將防災教育觀念

與議題融入，並製作活動計畫書。建議

至少辦理2場次，以觀察推廣績效。 圖34

圖36

圖34｜與外部單位合作辦理演練活動 (新北市鶯歌區建國國民小學)
圖35｜全民運動會闖關活動 (苗栗縣獅潭鄉獅潭國民小學)
圖36｜VR課程 (高雄市甲仙區小林國民小學)
圖37｜遊學課程 (屏東縣枋山鄉加祿國民小學)

圖35

圖37



 B.2.2 推廣營運方式  夥伴關係實質合作B.2.2 推廣營運方式  夥伴關係實質合作 5958

聯合防災演練
學校與社區(鄰近學校)透過共同防災演

練 (例如：兵棋推演或實兵演練 )，檢

視、掌握平時災害防救資源及災時災害

防救能量。

通報組

搶救
組

圖38｜與消防局合作辦理避難演練 (屏東縣滿州鄉滿州國民小學)
圖39｜結合社區防災組織辦理聯合演練 (嘉義市西區興嘉國民小學)

圖38 圖39



 B.3 持續營運策略B.3 持續營運策略 6160

防災基地營運

①導入更多元合作對象(例如：村里長、  

社區發展協會、文史工作者等)，促進跨

域合作。

②結合專家、校本或校定課程，整合在地

特色、環境特性融入情境空間，設計主題

式防災系列課程，豐富防災教育資源。

③辦理種子教師及學生導覽員培訓，提

供師生展能機會，同時減輕推動壓力。

④協助輔導團及學校到校體驗遊學課程。

遊學機制規劃

①學校擬定遊學參訪課程與社區合作機

制，透過定價收費機制，促進社區居民

及師生在防災教育的交流合作，裨益永

續經營。

②輔導團透過轄屬學校輔導方案，規劃

學校間交流活動，促進學校締結夥伴關

係，相互學習與精進。

③縣市政府完善轄內防災教育資源中心
(進階學校 )之推動措施，持續申請教育

部補助計畫經費，協助學校遊學課程持

續營運。

持續營運策略B.3

A B

社區發展協會、文史工作者等)，促進

跨域合作。

特色、環境特性融入情境空間，設計主題

式防災系列課程，豐富防災教育資源。

供師生展能機會，同時減輕推動壓力。

④協助輔導團及學校到校體驗遊學課程。

制，透過定價收費機制，促進社區居

民及師生在防災教育的交流合作，裨

益永續經營。

學校間交流活動，促進學校締結夥伴

關係，相互學習與精進。

(進階學校 )之推動措施，持續申請教

育部補助計畫經費，協助學校遊學課

程持續營運。

C
部會計畫申請

學校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可申請教育

部或各部會計畫資源，並呼應目標以學

校特色為主軸整體規劃、發展，例如：

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防災校

園建置計畫」、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

保持局水土保持酷學校、國家發展委員

會地方創生等。



為因應持續加劇的氣候變遷以及極端氣

候全球趨勢，國際間自2005年開始接續

透過《兵庫行動架構 2005-2015 (Hyogo 

Framework for Action)》、《仙台減災綱

領 2015-2030 ( Sendai Framework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等全球性協 

定，結合聯合國宣布之《永續發展目

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強調減少災害風險與永續發

展、減緩氣候變遷的關聯性，希望透過跨

領域的制度整合，提高應變與復原準備，

進而強化災害韌性。

教育部希冀藉由「校園防災基礎工作」完

備《校園災害防救計畫》，包含：校園災

害防救組織、校園防災地圖、防災器具整

備等項目，透過防災演練不斷滾動檢討、

修正與更新，降低學校風險，提高學校耐

災能力，遇災能沉著應變，災後能迅速復

原重建，逐步達成「建構韌性防災校園」

目標及內涵。

結
語

鼓勵學校持續進行「校園防災進階推

動」，建議學校融入在地特色與文化，發

展成為「有故事的防災校園」，期許成為

「地區防災教育資源中心」，讓防災教育

擴散到社區、內化到日常生活，真正朝向

「以判斷原則的教育，取代標準答案的訓

練」，並讓「防災成為一種生活態度」。

建構韌性防災校園工作，是持之以恆、日

積月累的累積；防災教育推廣，應以「跳

脫標準答案思維，活用判斷原則思考」、

「防災與各學科連結，發展學校特色」、

「體驗激發有感度，整合多元資源協助教

學」、「防災要跟真實生活連結」等，作為

學校防災教育及校園災害管理的內涵持

續發展。



附表附表 6564

防災校園基礎工作輔導紀錄表 (輔導團隊)

學校全銜

學校類別

班級數

教職員工人數

學生人數

第1次

國小

共 ＿班

含附設幼兒園 ＿班 一般學生

以上項目請輔導團隊於印表前填寫

幼兒園幼兒

身心障礙學生

含分散式資源班 ＿班

含分集中式特教班 ＿班

有分校( )
高中/高職

有分散式資源班

第2次

國中
有幼兒園

特殊教育
有集中式特教班

1   共同執行項目

1-1 參加防災校園實務工作坊

1-2 成果報告書

2    防災校園執行 已執行

2-1
組成校園災害
防救組織及運作

① 由校長召集相關會議，明確規劃校園災害防救相關   
     業務的負責處室與聯絡清單(全校教職員均納入)。

② 規劃緊急應變小組架構，明訂各指定角色。

附表 1
輔導紀錄表．輔導團隊

2    防災校園執行 已執行

2-1
組成校園災害
防救組織及運作

③定期藉由校內會議討論災害防救相關工作並有 
    明確記錄。

④推動防災教育課程與宣導活動、校園環境安全維護  
    措施等工作。

⑤參與防災相關說明會、研習、訪視等活動。

⑥協助親、師、生了解公共事務之決策。

2-2
進行校園環境
調查及在地化
災害潛勢檢核

①確實針對學校每棟建築物、廚房與實驗室(含職業 
    類科教室)進行現況調查、編碼。

②學校於每學期開學前，至少進行1次校園環境安全 
維護與評估，對校園儀器、設備與建築物進行危險
評估，針對調查出危險項目進行改善，並定期追蹤改  
善進度，以確保教職員工生安全。

③各災害潛勢圖應顯示出「學校」與「災害潛勢」
的相對位置和距離，而非以空白無災害潛勢的型式
呈現。

④有地震和淹水災害潛勢圖，其他依學校實際套疊結 
     果新增災害潛勢圖。

⑤若學校有任何災害潛勢，應確定可能影響區域，擬
定緊急應變措施，進行人員、器材等整備工作，並定
期演練檢視和修正，確保災時能如實啟動和運作。

⑥學校除參考災害潛勢圖之外，應蒐集環境特性、歷
史災害經驗等資料，以最嚴重情境想定執行災害防救
相關工作，於災害發生時，依權責判斷學校面臨之風
險，執行合適的因應措施。

⑦ 詳填近5年校園災害事件紀錄表。

學校於每學期開學前，至少進行1次校園環境安全 
維護與評估，對校園儀器、設備與建築物進行危險
評估，針對調查出危險項目進行改善，並定期追蹤
改善進度，以確保教職員工生安全。

各災害潛勢圖應顯示出「學校」與「災害潛勢」
的相對位置和距離，而非以空白無災害潛勢的
型式呈現。

若學校有任何災害潛勢，應確定可能影響區域，擬
定緊急應變措施，進行人員、器材等整備工作，並定
期演練檢視和修正，確保災時能如實啟動和運作。

學校除參考災害潛勢圖之外，應蒐集環境特性、歷
史災害經驗等資料，以最嚴重情境想定執行災害
防救相關工作，於災害發生時，依權責判斷學校面
臨之風險，執行合適的因應措施。



附表附表 6766

2    防災校園執行 已執行

2-3
製作防災地圖

①以地震災害繪製，其他災害疏散避難則標註因應 
原則，如海嘯及淹水災害往高處避難、土石流災害預
防性撤離。

②若經專家現地訪視或學校需因應特定災害類別，繪
製其他災害類別之防災地圖。(若不需要，亦可勾選已
執行。)

③地圖涵蓋疏散避難方向之引導、安全避難處所或安
全地點、以及顯示出現有防救災相關資源及可能致災
區等相關訊息等。

④於校園張貼或公告校園防災地圖及避難引導指標。

2-4
編修校園災害
防救計畫書

(且明確呼應學

校環境)

①依學校災害潛勢特性、地理環境及學校各項資源，
編修適校之校園防救計畫。

②詳填災害防救工作負責單位及協助單位，並依學校
實際需要及情形調整負責工作內容。

③學校若有員生消費合作社、社區大學等機構，要
求配合學校災害防救規劃或防災演練。

④校園內若有其他外部機構 (如非營利幼兒園、協會
等)，有分開撰擬校園災害防救計畫，且共同繪製防災
地圖及進行防災演練。

⑤學校之非正式編制人員(如陪讀志工、家長等)平時
熟悉避難路線，及參與防災演練。

⑥規劃「平時階段」及「應變階段」中各項工作時，將
身心障礙之教職員工生特性或需求列入考量。

⑦ 依據分組職掌，詳填「緊急應變小組分組表」或 
「緊急應變任務分工表」。

以地震災害繪製，其他災害疏散避難則標註因應 
原則，如海嘯及淹水災害往高處避難、土石流災
害預防性撤離。

若經專家現地訪視或學校需因應特定災害類別，
繪製其他災害類別之防災地圖(若不需要，亦可勾
選已執行)。

地圖涵蓋疏散避難方向之引導、安全避難處所或
安全地點、以及顯示出現有防救災相關資源及可
能致災區等相關訊息等。

依學校災害潛勢特性、地理環境及學校各項資
源，編修適校之校園防救計畫。

詳填災害防救工作負責單位及協助單位，並依學校
實際需要及情形調整負責工作內容。

學校若有員生消費合作社、社區大學等機構，要
求配合學校災害防救規劃或防災演練。

學校之非正式編制人員(如陪讀志工、家長等)平時
熟悉避難路線，及參與防災演練。

規劃「平時階段」及「應變階段」中各項工作時，
將身心障礙之教職員工生特性或需求列入考量。

依據分組職掌，詳填「緊急應變小組分組表」或 
「緊急應變任務分工表」。「緊急應變任務分工表」。

校園內若有其他外部機構 (如非營利幼兒園、協會
等)，有分開撰擬校園災害防救計畫，且共同繪製
防災地圖及進行防災演練。

2    防災校園執行 已執行

2-4
編修校園災害
防救計畫書

(且明確呼應學校

環境)

⑧依學校實際需要及情形調整負責工作內容。

⑨平時建立支援單位聯絡清冊，詳細記載支援單位能
提供支援工具或技術，將相關單位納入災害防救規劃
並參與平時防災演練，以利災時能尋求支援協助。

⑩【本文】印製紙本，單面印刷，以活頁方式裝訂成冊。
【附件】依學校需求印製，單面印刷，以活頁方式裝訂
成冊。

⑪依學校實際狀況調整計畫內文 (包含流程及任務)，
並調整或刪除標註紅字部分，並於定稿後全文設定
黑字。

⑫校園災害防救計畫應經縣市輔導團審核後並修訂
內容。

2-4
整備防災器具

①防災業務負責人及相關單位/人員依需要整備災害
應變器材。

②註記各項應變器材相關資訊，如數量、存放地點、
負責人員、檢查結果，若需補強，則說明補強內容、方
式、規劃等。

③若學校有幼兒或身心障礙學生，應考量其特殊需
求備妥相關器材或設備。

3    防災教育課程及宣導活動 已執行

3-1
開發在地化教案

組成教學團隊，教授防災教育知識與觀念；或說明
各科目中已納入與防災相關之內容。

3-2
教育課程

應將防災概念融入課程，可自行研發，或至防災教育
資訊網>教學資源專區參考範例：ht tps://disaster.
moe.edu.tw。

【本文】印製紙本，單面印刷，以活頁方式裝訂成冊。
【附件】依學校需求印製，單面印刷，以活頁方式裝   
  訂成冊。

平時建立支援單位聯絡清冊，詳細記載支援單位能
提供支援工具或技術，將相關單位納入災害防救規
劃並參與平時防災演練，以利災時能尋求支援協助。

依學校實際狀況調整計畫內文 (包含流程及任
務 )，並調整或刪除標註紅字部分，並於定稿後全
文設定黑字。

註記各項應變器材相關資訊，如數量、存放地點、
負責人員、檢查結果，若需補強，則說明補強內
容、方式、規劃等。

校園災害防救計畫應經縣市輔導團審核後並修訂
內容。

防災業務負責人及相關單位/人員依需要整備災害
應變器材。

若學校有幼兒或身心障礙學生，應考量其特殊
需求備妥相關器材或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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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防災教育課程及宣導活動 已執行

3-3
宣導活動

①將防災宣導活動納入行事曆。可結合校慶、親師
座談會、各項節慶活動、運動會等，融入具有故事性
話題，納入防災教育宣導。

②透過宣導讓家長了解防災的觀念及重要性。

3-4
推廣1991
報平安留言

①於校園災害防救計畫中詳填約定電話，並推廣與宣
導1991報平安留言，更進一步宣導家長參與及了解。

4    辦理防災演練 已執行

4-1
編擬腳本會議

①擬定防災演練計畫、腳本，並於演練後召開檢討
會議。

②腳本有充分的「情境假設」，以學校面臨的實際
問題為主，如大規模地震後，將學生留校、安撫、清
點人數，等候家長接回，而非馬上讓學生各自回家。

③腳本包含緊急避難、救護、收容、安撫之細節操作。

④腳本明定各執行程序之權責分組，並確保應變時
所需的資源與人力。

4-2
辦理演練
(含預演)

①檢核緊急應變小組是否確實執行肩負任務、全校
成員是否正確並落實執行防災演練各項動作、隨機
詢問師生是否了解演習情境及判斷依據。針對檢討內
容修正校園災害防救計畫內容。

②結合支援單位合作 (消防局、警察局、國軍等相關
單位)、與社區單位合作 (納入鄰近社區資源，並共同
合作)、開放其他學校觀摩等。

將防災宣導活動納入行事曆。可結合校慶、親師
座談會、各項節慶活動、運動會等，融入具有故
事性話題，納入防災教育宣導。

腳本有充分的「情境假設」，以學校面臨的實際問
題為主，如大規模地震後，將學生留校、安撫、清點
人數，等候家長接回，而非馬上讓學生各自回家。

檢核緊急應變小組是否確實執行肩負任務、全校
成員是否正確並落實執行防災演練各項動作、隨
機詢問師生是否了解演習情境及判斷依據。針對
檢討內容修正校園災害防救計畫內容。

結合支援單位合作 (消防局、警察局、國軍等相關
單位)、與社區單位合作(納入鄰近社區資源，並共
同合作)、開放其他學校觀摩等。

於校園災害防救計畫中詳填約定電話，並推廣與宣
導1991報平安留言，更進一步宣導家長參與及了解。

擬定防災演練計畫、腳本，並於演練後召開檢討
會議。

腳本明定各執行程序之權責分組，並確保應變時
所需的資源與人力。

綜合建議

單位 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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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校園基礎工作輔導紀錄表 (委員使用)

學校全銜

學校類別

班級數

教職員工人數

學生人數

第1次

國小

共 ＿班

含附設幼兒園 ＿班 一般學生

以上項目請輔導團隊於印表前填寫

幼兒園幼兒

身心障礙學生

含分散式資源班 ＿班

含分集中式特教班 ＿班

有分校( )
高中/高職

有分散式資源班

第2次

國中
有幼兒園

特殊教育
有集中式特教班

輔導項目

1
防災校園執行

①組成校園災害防救組織及運作。

②進行校園環境調查及在地化災害潛勢檢核。

③製作校園防災地圖。

④編修校園災害防救計畫(且明確呼應學校環境)。

⑤整備防災器具。

2
防災教育課程
及宣導活動

①開發在地化教案。

②課程教學(防災融入其他課程)。

③辦理宣導活動。

④推廣1991報平安留言。

附表 2
輔導紀錄表．委員使用

輔導項目

3
辦理防災演練
(此項為第2次輔

導訪視重點)

①擬定防災演練計畫、腳本。

②辦理演練(含預演)，並於演練後召開檢討會議。
檢核緊急應變小組是否確實執行任務、全校成員是否正確並落
實執行防災演練。

③ 各項動作、隨機詢問師生是否了解演習情境及判斷依據。 
針對檢討內容修正校園災害防救計畫內容。

④可結合支援單位合作(消防局、警察局、國軍等相關單位)、與
社區單位合作 (納入鄰近社區資源，並共同合作)、開放其他學校
觀摩等。

其他特色措施與精進作為

綜合建議

委員建議
需特別注意之災害

簽名 日期

地震

海嘯

坡地淹水

其他：

人為 輻射

辦理演練(含預演)，並於演練後召開檢討會議。
檢核緊急應變小組是否確實執行任務、全校成員是否正確並
落實執行防災演練。

可結合支援單位合作(消防局、警察局、國軍等相關單位)、與
社區單位合作 (納入鄰近社區資源，並共同合作)、開放其他
學校觀摩等。

各項動作、隨機詢問師生是否了解演習情境及判斷依據。 
針對檢討內容修正校園災害防救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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