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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和“明天”  何者先到? 

1081001南方澳大橋坍塌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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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化偏見」(Normalcy Bias) 

• 人們往往會以過去累積的經驗(過去的訊息)，
來了解眼前正在發生的事，並且預期未來將會
發生的事。 

• 低估災害與意外發生的可能性和影響範圍 

• 高估自己面對災害的應變能力 

災難電影全演錯了！不論是911事件、
鐵達尼沈船還是龍捲風肆虐，災難
當頭大家總是放聲尖叫、倉惶逃命，
但從實際事件和相關研究中發現，
人們在面對災難時要冷靜得多。想
想地震發生的當下，我們是不是都
先觀望，假設這次會和以往那些慢
慢歸於平靜的無害地震一樣，這就
是「正常化偏見」，而這會導致我
們錯失逃命的寶貴時機。 

機率低不代表「晚」 
(很久以後才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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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5月 
臺中地區15日大雨

大甲地下道淹水 

勇母！  誤闖淹水地下道 
滅頂前奮力將兒女推高 
捨命救2子 
104年1月12日 
獲中市府國賠831萬 

~~防災知識絕對要有，但最好備而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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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後，送幼兒回家的幼兒園巴士遭海嘯吞噬，奪走五人
幼小生命。「如果留在高台地的幼稚園，應該還活命」 

3.11當日，地震發生後，幼兒園巴士載
了12人(含其中的5名死者)出發。在門脇
小學讓７人下車後，接收到大海嘯警報，
司機轉向驅車回園途中遭遇海嘯。 

3/14找到孩子們的遺骸及幼兒園車。車
身已遭焚燒變形。男性司機倖存，隨車
女性職員迄今行蹤不明。 

斎藤園長說明為何讓園車發車：「大地
震發生時讓孩子們留在園裡是原則」，
然而「園庭避難後的孩子們出現不安的
樣子，天氣也冷，所以想讓他們早點回
到父母身邊」。 

    喪失女兒的西城靖悲述:「孩子們應該
是相信大人所以上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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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散不當學童枉死 日震災家屬獲國賠 
在2011年日本東北大地震中，遭到海嘯重創的宮城縣石卷市立大川國小當
時共有108人，有74名學童及10名教師罹難，其中有23名學童家屬以學校沒
適切地引導學童避難提出訴訟，要求每人賠償1億日圓，總額達23億日圓(約
臺幣8億968萬元)。2審仙台高等法院108年10月11日宣判原告勝訴，命令
宮城縣和石卷市賠償14億3,600萬日圓(約臺幣5億552萬元)。罹難學童家屬
提告，主張強震發生後校方應該要知道會有海嘯發生，但大川小學讓學童在
校園內等待50分鐘，才引導他們到附近約7公尺高的河堤上避難，導致逾8
公尺高的海嘯襲來時，多達74名學生和10名教職員遭海嘯捲走罹難。 

學校距離北上川河口約4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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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榮獲 
國家永續發展獎項 

榮譽 

防災教育推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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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921集集大地震 2009年莫拉克颱風 
(八八水災) 

2011年日本 
311東北大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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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壹、前言 
貳、臺灣必須面對的真相 
參、校園災害管理的重要性 
肆、掌握環境災害潛勢 
伍、編修災害防救計畫書 
陸、加強災害防救教育 
柒、地震防護與演練 
捌、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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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災害防救─全球共通的重要議題  
2018年國際重大災害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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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2017年全球災害經濟損失統計 

2011年 
全球災害經濟損 
失最高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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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功能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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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13強烈颱風哈吉貝襲日 

衛星雲圖 颱風路徑 

根據日本國土交通省統計：截至19日凌晨5時，全國共有71條河流、
128處決堤。長野縣千曲川、栃木縣秋山川等關東、東北地方多條河
流的決口氾濫導致房屋被淹，附近居民緊急撤離。截至當地時間18
日晚間6時52分，哈吉貝造成日本神奈川縣、栃木縣、福島縣、群馬
縣、千葉縣、埼玉縣、宮城縣、岩手縣、靜岡縣、茨城縣、長野縣共
79人死亡、11人下落不明及396人受傷。  

12 



颱風路徑與堤防潰決位置 

※71條河流、128處發生決堤 

※46,000棟房屋受損 

※土砂災害 有20縣365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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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東、長野、福島、宮城縣的河川潰堤 日本中部長野市堤防潰決 

災民地上排字求水糧 北陸新幹線列車成了泡水車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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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推動災害防救工作 

 → 人民因天然災害死亡的機率可減低40倍！ 

低度發展國家 
高度發展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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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天然災害威脅的人口 

因天然災害死亡人數佔死 
亡總人數 

資料來源：聯合國UNDP報告(2004) 

二、災害防救工作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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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 23.58 millions  

土地總面積: 36,000 km2  

山坡地:  70% (高程 >100 m) 

    (陡坡) 10% (高程 >1,000 m) 

地質：年輕 (3 million years) 

               地質材料脆弱  

               板塊活動活躍 

                 (大量疏鬆表土)  

平均年降雨量: 2,510 mm 

    (降雨量大)  

三、臺灣位處高災害潛勢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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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縱長 : 約395 公里 

東西寬度 : 約144 公里 

最高峰海拔 : 3,952 公尺(玉山) 

臺灣河川的特性 

※長度不長，流域面積小。 
※流路短促，河床比降頗大，上游多超過1/100，下游則介於1/200至

1/500間。 
※降雨集中於5月至10月，水量豐枯懸殊，豐水期流量大，雨季及颱風

季節甚至泛濫成災，枯水期細水涓涓，甚至乾竭。  
※集水區地質多屬砂、頁、板岩，質地脆弱，易崩塌，河水含砂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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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經常行經路線上 

人口稠密 社會發展快速 土地使用程度甚高 地質敏感破碎 

颱風 地震 

SEP. 1945-2016 

太平洋地震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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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921地震 
東星大樓倒塌 

2005年「世界銀行」公布 

臺灣是「地球上自然災害最多的地方」 

有98.9％的人口，同時曝露在2種以上天然災害的威脅。 

2009年莫拉克颱風 
臺東金帥飯店倒塌 

2008年9月辛樂克颱風 
南投縣南豐村加油站被土石流淹沒 

2010年4月25日國道3號 
約3.1公里處發生嚴重走山崩塌 

臺灣處於天然災害
發生的高風險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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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世界銀行報告(2005) 

                    National Disaster Hotspots – A Global Risk Analysis 

國家名 受威脅之土地面積(%) 受威脅之總人口(%) 

臺灣 73.1 73.1 

哥斯大黎加 36.8 41.1 

萬那杜 28.8 20.5 

菲律賓 22.3 36.4 

瓜地馬拉 21.3 40.8 

厄瓜多 13.9 23.9 

智利 12.9 54.0 

日本 10.5 15.3 

越南 8.2 5.1 

索羅門群島 7.0 4.9 

暴露在三種以上天然災害威脅的國家 

資料來源：All Women Stalk - Top 20 Dangerous 
Places to Go to for a Vacation 

Taiwan offers the beautiful city of Taipei as well as 
access to the largest collection of Chinese artifacts in 
the world Despite its cultural sites, the country is 
plagued with natural disasters. In fact, more than 
70% of the island is prone to experiencing at least 
three different types of natural disasters, including 
floods, earthquakes, typhoons, windstorms, and 
landsides. 20 



新北市災害類型 

災害

類型 

地震 

土石流 

坡地坍塌 

核子事故 

公路 

長隧道 

三鐵交通

運輸 火災 

爆炸 

毒化災 

颱風 

洪水 

旱災 

疫災 

土石流潛勢溪流235條 

淡水河系 
山腳斷層 

核電廠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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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2豪雨事件(2017年6月2日) 

 
有2名死亡、1
名失蹤及1名輕
傷，三芝、石門、
金山受創嚴重。 

蘇迪勒颱風 
(2015年8月6日) 

造成新北巿3
人死亡、4人
失蹤及 52 人
受傷。 

新店安養中心火警 
(2016年7月6日) 

6人死亡，
28人受傷。 

（NCDR災害防救電子報） 

中和區興南路火災 
(2017年11月22日) 

中和區興南
路二段出租
套房發生火
警，造成9
死2傷。 

（聯合新聞網） 

八里八仙粉塵氣爆 
(2015年6月27日) 

造成15死
484傷。 

（維基百科） 

九二一大地震(1999年9月21日) 

新莊「博士
的家」倒塌
災變， 38人
死亡，7人失
蹤，730人受
傷。 

納莉颱風(2001年9月15日) 

造成汐止、瑞
芳、雙溪等地
區24人死亡，
5 人失蹤， 80
人受傷。 

（維基百科） 

部立臺北醫院附設護理之
家大火(2018年8月13日) 

造成 14 死。 
（聯合新聞網） 

新北市歷年重大災害事件 

蘆洲大囍市火警 
(2003年8月31日) 

造成死亡
13人，受
傷7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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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18花蓮秀林地震 

根據教育部校安中心統計，全國有20所學校受波及，教育部初估的災
害損失約新台幣200萬，包括台灣師範大學(男一舍有天花板輕鋼架掉
落、洗手臺倒塌情形)和花蓮縣北埔國小(體育館、圖書館、樂活教室
等多處受損)，沒傳出師生傷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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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師大校園 

中橫公路遇到的落石畫面 

羅東博愛醫院 

羅東超市 

士林幼兒園 

正義幼兒園 

花蓮崇德山區地震時山崩 

台中市長億高中地震後巡查化學教室，
金屬鈉條不慎碰到水滴，引發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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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2009 2016 

2006 
全球暖化與氣候變異 

貳、臺灣必須面對的真相 



20160124霸王寒流 

2016年一月寒流臺灣降雪分布圖 

大屯山積雪 

宜蘭四季國小 

南庄鄉鹿場部落 桃園楊梅 

新店大台北華城社區 

茂谷柑被 
冰雪覆蓋 

陽明山積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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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百年平均溫度不斷攀升  

21 世紀末上升 2.3 oC (夏季 2.5 oC ；冬季 2.0 oC) 

104.06.15  立法院三讀通過「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為我國因應氣
候變遷作為奠定法制基礎，展現出我國善盡保護地球環境的決心，更是
呼應全球減碳的具體行動。 27 



臺灣年平均降雨量有旱澇加劇之趨勢 

單日降雨量及豪大雨日數增加，四季降雨日數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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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2.18 
資料 

水庫蓄水情形 

104.04.08 
資料 

臺灣地區供水情勢(枯旱預警)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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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潭水情指標「九蛙疊像」 
• 日月潭是一座臺灣電力公司管轄的「發電用」水庫，滿水位是

748.48公尺，由於水源供給大觀1廠、2廠、明潭電廠作為水力發
電，抽蓄式的發電方式可使日月潭水位一天落差最多達2公尺，因
此在湖中擺設九蛙像讓遊客「一眼就能看出水位變化」。  

※九蛙銅像最初設計水下基椿
和平台，希望讓九蛙銅像在
湖中呈半漂浮狀態，但九蛙
像完工後，並未在湖中建造
基椿，九蛙像只好先暫置岸
邊，吸引許遊客攀爬合照，
直到民國90年，九蛙像才移
置湖中。 

104.06.23 
九蛙剩一蛙半 

104.03.25 
九蛙全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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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 站名 降水量(mm) 開始發生日期 影響天氣系統 

1 澎湖 189.8  1974/07/06 西南氣流 

2 彭佳嶼 186.0  2002/07/10 娜克莉颱風 

3 蘇澳 181.5  2010/10/21 
梅姬颱風及 

東北季風 

4 新城 167.5  2005/10/02 龍王颱風 

5 恆春 167.5 2012/08/24 天秤颱風 

6 月眉 165.5  2002/03/26 鋒面 

7 彭佳嶼 164.0  2002/07/10 娜克莉颱風 

8 鳳美 160.5  2004/09/12 海馬颱風 

9 墾丁 160.0 2012/08/24 天秤颱風 

10 福隆 157.5  2004/10/25 納坦颱風 

歷年時(整點)降水量排序前十名 

資料來源：2014臺灣氣象觀測要素排序集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歷年24小時累積降水量排序前十名 

排序 站名 降水量(mm) 開始發生日期 影響天氣系統 

1 阿里山 1,748.5 1996/07/31 賀伯颱風 

2 阿里山 1,623.5 2009/08/08 莫拉克颱風 

3 石磐龍 1,583.5 2009/08/08 莫拉克颱風 

4 奮起湖 1,572.5 2009/08/08 莫拉克颱風 

5 南天池 1,448.5 2009/08/08 莫拉克颱風 

6 尾寮山 1,414.0 2009/08/08 莫拉克颱風 

7 尾寮山 1,402.0 2009/08/08 莫拉克颱風 

8 馬頭山 1,380.0 2009/08/08 莫拉克颱風 

9 溪南 1,340.5 2009/08/08 莫拉克颱風 

10 御油山 1,290.0 2009/08/08 莫拉克颱風 

1080518阿里山時雨量超過50mm，造成阿
里山公路78.3k邊坡坍方，雙向交通中斷 

99年梅姬颱風造成蘇澳災情慘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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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知本溪 
金帥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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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6年 

國民所得(美元) 人口數 

153(48年) 
 
189(53年) 
203(54年) 
 
 
 
 
10,302(82年)破萬 

11,092(83年) 
 

12,330(88年) 

 

14,398(98年) 

 

21,310(106年)破2萬 

21,566(107年) 

10,484,725 
 
12,325,025 
12,698,700 
 
 
 
 
20,995,416 
21,177,874 
 

22,092,387 

 

23,119,772  

 

23,571,227  

23,588,932 

八七水災(668人) 

白河地震(106人) 

華航名古屋空難(264人) 

集集大地震(2,445人) 

莫拉克颱風(695人) 

防救天然災害及
善後處理辦法 

白河地震 

八七水災 1959 

1994 

1964 

1965 

約30年 

洛杉磯大地震 

防救天然災害及善
後處理辦法時期 

華航名古屋空難 

災害防救方案 

1999 集集大地震 

2000 災害防救法 

災害防救方案時期 

災害防救法時期 

約10年 2009 莫拉克颱風 

臺灣防救災法令與體系發展歷程 

※人口排名世界第56名 
※人口密度650.95人 / km² 
    (世界第10名)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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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陽平原之美 
民宿家數 
2006年1月    218家 
2019年1月 1,423家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 34 



南投縣仁愛鄉─清境民宿 
清境地區農場134家民宿，其中
只有4家完全合法，其餘130家
「有一些是完全違法，有一些
是或多或少合法」，李鴻源說，
有些是農地違法改建民宿，有
些是實際坪數與登記坪數不符，
但是合法不等於安全，違建不
等於危險，請外界不要誤會。
(2013/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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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開發，集流迅速→淹水機會增加 

逕流示意圖 

不同土地開發下的水文歷線圖 

土地開發前 
降雨大部分經由滲透入地底， 
貯留於地下水層中。 

土地開發後 
減少綠地被覆面積，縮短集流時間， 
增加洪峰流量，低漥地區淹水機率大增。 

新北市新店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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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校園災害管理的重要性 
災害對學校軟、硬體所造成之破壞影響，直接造成

大量年輕學子的傷亡，衝擊學生學習機能，甚至持
續影響學生求學、家庭安詳與社會和諧的發展。 

校園為學生及教職員工聚集的場域，災害發生時，
也可能做為民眾避難之處所。 

 學校內部自主性的救災行
動就越顯得重要，自主性
的救災行動，往往可以趕
在第一時間糾合內部人力
及資源，即時搶救生命或
重要的設備，大幅減輕災
情損失。 

 於允許之狀況下，收容附
近受災之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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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規依據 

《災害防救法》(108年05月22日修正) 

第22條第2項：「為減少災害發生或防止災害擴大，各級
政府應依權責實施災害防救教育、訓練及觀念宣導」。 

《教育部主管各級學校及所屬機構災害防救要點》 
(103年11月12日修正) 

《維護校園安全實施要點》 
(101年11月16日修正) 

《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 
(108年11月19日修正) 

《教育部校園安全及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作業規定》 
(101年12月18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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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校園災害管理工作手冊(幼兒園及各級學校適用) 
     民國102年03月出版 

※檔案請至教育部防災教育資訊網 

(https://disaster.moe.edu.tw/WebMoeInfo/home.aspx)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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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 

復原 減災 

整備 

災害 

災害防救 
計畫 

•防災校園規劃 
•建築結構物強化 
•防洪水利設施強化 
•…… 

•災害防救組織規劃 
•防災救援器材整備 
•資訊通訊器材整備 
•…… 

•緊急應變體系 
•災情蒐集通報 
•疏散避難對策 
•…… 

•復原重建體系 
•復課補課對策 
•心理復建對策 
•…… 

災害防救範疇 

總務處 
 

教務處 
 

學務處 
 

輔導室 
 

生輔組 
 

衛生組 
 

… 

…
 

… 

… 

… 

涉及各處組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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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兒園：尋求協助 
                     (災時引起父母及師長之注意) 

 國小：自救  

 國中：自救 + 初步協助他人 

 高中：自救 + 協助他人 + 配合救災 

 大專：自救 + 協助他人 + 主動救災 

 社會成人：自救 + 協助他人 + 主動救災 

各學習階段防災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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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手冊定位與使用方式 

手冊依據《災害防救法》分為災害預防、災害
應變及災後復原三部分，其中颱洪及坡地災害
因有預警而能夠臨災整備，故在災害預防之部
分較地震及人為災害增加「災前整備」階段。 

手冊定位為幼兒園或校園面臨地震、颱洪、坡
地及人為災害時，教職員工可依照手冊內容、
程序、步驟、表單進行災害預防、應變及災後
復原三個階段之相關作為，並據以編撰各幼兒
園或校園之災害防救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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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冊各學習階段差異分析 
主要差異項目 幼兒園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大專 

使用對象 

獨立幼兒園(非國小、
國中、高中職及大專
附設之幼兒園 )教保
服務人員 

國小教職員工 
(含附設幼兒園) 

國中教職員工 
(含附設幼兒園) 

高中職教職員工 
(含附設幼兒園) 

大專教職員工 
(含附設幼兒園) 

災害防救 
應變組織 

分3組(大部分)或5組 
(搶救組、避難引導
組及通報組，5組者
增加安全防護組及緊

急救護組) 

分3組或5組 
(搶救組、避難引導
組及通報組，5組者
增加安全防護組及緊

急救護組) 

分3組或5組 
(搶救組、避難引導
組及通報組，5組者
增加安全防護組及緊

急救護組) 

分5組 
(搶救組、避難引導

組、通報組、安全防
護組及緊急救護組) 

分5組 
(搶救組、避難引導

組、通報組、安全防
護組及緊急救護組) 

權責單位 縣市教育局(處) 縣市教育局(處) 縣市教育局(處) 
直轄市教育局/ 

中部辦公室 
教育部 

災害潛勢資訊 請至教育部防災教育資訊網查詢 

災害防救計畫 請至教育部防災教育資訊網編修 

防災地圖 
(疏散避難路線) 

空間配置較單純  

教職員工50人以上，
班級數多，設備增加，
較複雜 
教職員工49人以下，
班級數少，路線簡單 

教職員工50人以上，
班級數多，且不同科
目教室多，設備增加，
較複雜 
教職員工49人以下，
班級數少，路線簡單 

班級數多，且不同科 
目教室多，設備增加 

較複雜 

空間大，人數多 
地形變化亦大，可先
規劃疏散至第一集結
點，待災情掌握後再
將全校儘量集中至最

終集結點 

請至教育部防災教育資訊網下載版型繪製 

開設 
災民收容所 

無 有 有 有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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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災害防救委員會[召集人：校長] 

平時減災/災前整備/災後復原期間 

(依校園災害防救委員會執行相關工作) 

執行秘書(含管考與協調) 

減災規劃組 推動執行組 財務行政組 

災時應變期間 

(依緊急應變組織執行相關工作) 

校園災害防救應變組織 

國中小 

校園災害防救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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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階段組織任務 
(校園災害防救應變組織) 

國中小 

教職員工數50人以上(含50人) 教職員工數49人以下(含4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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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
害
防
救
作
業
流
程 

(

各
類
災
害
通
用) 

預
防 

應
變 

復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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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1 危地不居、險地不入 

臺南 

松山東星大樓 台南市小東路 

三峽竹崙路 

地震 淹水 

土壤 

液化 
土石流 

肆、掌握環境災害潛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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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08 2012.01 

隆華國小-山林生態環境崩毀 

危地不居、險地不入 

1996年賀伯颱風隆華國小受災空拍照(圖片提供／謝金德) 

投縣DF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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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之前 1996賀伯颱風 1997重建 

2001重建 2009莫拉克颱風 

終於要搬離危險地了 
教育部決定遷校重建的九所學校之一 

1999集集地震 

南投縣信義鄉神木村隆華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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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信義鄉民和巷65之6號 

南投縣信義鄉神木村隆華國小現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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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潛勢評估的目的 

何謂災害潛勢？ 

可能發生的、潛在的災害。依據自然條件與人為

因素考量，提出災害高潛勢、中潛勢與低潛勢的

評估。 

 
低潛勢≠安全 

《各級學校災害潛勢評估作業規定》 
 (103年10月20日發布) 

《各級學校災害潛勢評估原則及方法說明》 
 (104年7月13日發布；108年10月01日修正第五點、第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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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isaster.moe.edu.tw/WebMoeInfo/hom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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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圖臺 

地震災害潛勢：應綜合考量校舍耐震補強評估結果及學校與活動斷層距離 
淹水災害潛勢：應綜合考量學校與校園周邊淹水潛勢及未來氣候變遷趨勢 
坡地災害潛勢：應綜合考量學校是否位於順向坡及土石流潛勢溪流影響範圍 
人為災害潛勢：應綜合考量校園內、外可能致災源及擴散之影響，提醒學校師 
                                生，但不另做等級判釋 
輻射災害(核子事故)潛勢：應綜合考量核電廠位置及核輻射可能擴散影響範圍 
海嘯災害潛勢：應綜合考量地震可能發生位置及海嘯可能溢淹影響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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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於地震部分，多數欠缺校舍耐震評估資料，其主要以圖
資判釋為主，以下為目前幼兒園判釋作法。 

附屬幼兒園 

私立幼兒園 

可依國中(小)建物之校
舍耐震評估 

目前無校舍耐震評估資
料，以圖資判釋為主 

若與國中(小)同一校舍 

若與國中(小)不同校舍 

獨立或位於公寓大廈內 

幼兒園於淹水、坡地及人為災害，亦無近5年災損情形資

料(教育部校安中心)，故以圖資判釋為主。 

幼兒園災害潛勢判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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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潛勢分級

評估小組會議 

完成年度災害

潛勢評估原則

及方法 

更新各級學校

判釋圖資 

各級學校更新承

辦人基本資料並

查詢判釋結果 

辦理 

申復作業 

依學校判釋結果

據以擬定各項災

害防救作為 

每年災害潛勢評估預訂重要期程 

每年3月 每年5月 每年7月 每年9月 隔年1月 

依教育部實際
公告為準 

每年滾動檢討 學校作業期程 

依學校判釋結果
據以擬定各項災

害防救作為 

無疑義 

有疑義，可先詢問計畫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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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 
低 

100年 
低 

101年 
低 

102年 
中 

103年 
高 

104年 
中 

105年 
中 

106年 
中 

107年 
中 

108年 
中 

2015年9月 2009年8月 2012年10月 

2018年10月 

新北市鶯歌區鳳鳴國小(淹水潛勢) 

106年 
57 



NCDR災害潛勢資訊查詢 

https://dmap.ncdr.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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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可透過系統直接將”災害潛勢評估結果”及”災害潛勢圖資判釋結
果”帶入「災害防救計畫」中。 

伍、編修災害防救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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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5地震災害潛勢圖資(系統自動帶出) 

圖2- 6淹水災害潛勢圖資(系統自動帶出) 

圖2- 7坡地災害潛勢圖資(系統自動帶出) 

圖2- 8人為災害潛勢圖資(系統自動帶出) 

圖2- 9輻射災害潛勢圖資(系統自動帶出) 

圖2- 10海嘯災害潛勢圖資(系統自動帶出) 

圖2- 12家庭防災卡 

圖3- 3校園防災地圖(地震災害)(範例) 

災防計畫需定期更新的內容 
表1- 1 幼兒園基本資料(園長、防災業務窗口等)  

表1- 2 年度幼兒人數  

表1- 3 建築物基本與現況調查資料  

表1- 4 幼兒園周圍環境  

表2- 1 幼兒園災害防救小組名冊  

表2- 2 幼兒園災害防救應變組織分工表  

表2- 3 外部支援單位聯絡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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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3坡地災害就地避難疏散路線圖(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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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2海嘯災害避難疏散路線圖(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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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 演練腳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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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  幼兒園環境安全檢查表之掃描檔 

請利用教育部出版「校園災害管理工作手冊(幼兒園適用)」內
之各類幼兒園環境安全檢查表，印出紙本，進行幼兒園環境安
全自主檢查，並經業務檢查人及覆核人核章後，將掃描檔剪貼
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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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幼兒園環境安全自主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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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  演練腳本 

1. 地震災害「在教室時的應變（含用餐）」演練腳本 
2. 地震災害「在午睡時的應變」演練腳本 
3. 地震災害「在教室地震後發生火災」演練腳本 
4. 地震災害「在戶外遊戲場(室外)」演練腳本 
5. … 

時間 
演練 
項目 

狀況內容 對白 地點 

10 
： 
02 
至 
10 
： 
04 

一 
、 
事 
故 
發 
生 
與 
察 
覺 

 
（一）情境 
模擬與介紹 
 
（二）師生 
安撫與指導 
狀況內容 

              （演練開始） 
「司儀」：現在進行演練項目一「地震事故發生與察覺」，本
日000年00月00日10時02分嘉義梅山斷層發生大地震，本園
所在地雲林縣震度為5級，搖晃時間持續30秒。 
1.「司儀」：廣播內容：「地震！地震！全校師生  
        請立即就地避難掩護!」。 
2.導師正確指示： 

 1.「拿防災帽（書包）保護頭部」。 
      2.「蹲下」。 
      3.「掩護」。 
      4.「穩住」。 
      5.「別擔心，老師在」。 
3.導師應變作為： 
……. 
…… 

教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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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災害管理工作手冊」 

P194.防震演練計畫範例 

P212.颱洪演練計畫範例 

P223.坡地災害演練計畫範例 

教育部防災教育資訊網 
(https://disaster.moe.edu.tw/WebMoeInfo/home.aspx) 72 



依據地震發生時間之避難
與疏散應變流程包括： 

教室/活動室 

戶外遊戲場 

午睡 

戶外散步/園外活動 

游泳池/玩水 

幼童專用車/娃娃車 

上學/放學 

假日等非上課日 

幼兒園地震應變參考程序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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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3  幼兒園災害防救計畫書簽核之掃描檔 

幼兒園災害防救計畫
書編撰完成後，請會
簽園長、各相關處室
及家長代表(或家長會)
核章後，將掃描檔剪
貼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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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官方統計，有6,434人死亡，43,792人受傷，房屋受創而必須住
到組合屋的有32萬人。 

有超過3成4的民眾是靠自己脫困，超過3成1則是由家人協助逃出，
另外還有2成8左右則是靠鄰居或者是朋友才幸運撿回一條命。 

資料來源：消防心論壇http://fireman.tw/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071 

發生時間1995年1月17日上午5
時46分52秒。 

震央在淡路島北部的明石海峽海
域，震源深度為16公里，地震
規模為日本氣象廳地震規模7.3。 

該地震是由淡路島的野島斷層地
殼活動引起，屬於上下震動型的
強烈地震。 

陸、加強災害防救教育 
1995年阪神大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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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減災の基本 

［自助、共助、公助の連携］ 

自助：共助：公助＝７：２：１ 

公 助 

自 助 共 助 

自らの地域は皆で守る 

地震対策事業、広域受援計画、防災教育 等 

自らの命は自らで守る 

※ 一人ひとり（家族）が取り組むことのできる備えと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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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軟體重於硬體–健全的防災警覺及充分的
防災意識，勝於防災硬體設施。 

 平時重於災時–平時有充分準備，使具抗
災韌性，並能在災後迅速恢復，免得臨時
忙亂失效。 

 地方重於中央–災害來臨時，地方首當其
衝，地方政府必須確實執行防災措施，才
能發揮最大成效。 

災害防治工作基本理念 

※日本人對災害的認知：有生之年，一定會遇到!!! 
※臺灣人對災害的認知：常不在意，不會那麼倒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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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靜岡縣 

防災意識不止在學校推廣， 
                對社區民眾的紮根作為也非常重視 

社區防災倉庫 

日本山梨縣 

資料來源：新北市防災教育輔導團 
                    謝惠珠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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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及民間非常重視防災的推動與落實，每年9月1日為全
民防災演習(國家防災日)，不分學校、家庭、機構，人人視”防
災”為生活重要一環。 

賣場設置防災用品專區 

資料來源：新北市防災教育輔導團 
                    謝惠珠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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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夜，日本NHK地方台這樣提供防災資訊!! 

資料來源：土石流防災－陳振宇的公職記事 

颱風夜，NHK地方綜合台節目內容改為24小時持續直播颱風訊息。 
新聞畫面上方，會有交通情報、避難所情報、氣象情報、警報等跑馬燈訊息，除了日文外，也會

有英文訊息告知如何蒐尋英文版的防災新聞資訊。 
主畫面除颱風動態外，也針對土砂災害警戒情報、河川水位警戒等各式警報，提供相關訊息。 
針對外籍人士，也提供英文防災資訊的連結QR-code，並提供英文新聞。 

2018/09/30夜裡，潭美颱風(颱風24號)侵襲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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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土石流防災－陳振宇的公職記事 

NHK也有以RWD響應式網頁設計的網站，提供更多互動及詳細資訊。 
提醒民眾，道路淹水時，如欲前往避難處所，務必要有2人以上共同行動，並準備

長棍協助確認路面位置，避免不慎踩空，跌落水溝遇險!! 
汽車浸水時，車門因水壓太大很難開門，且會被水流走，請務必儘快離開車內!! 
如果前往避難處所的路上是危險時，建議採取垂直避難，在2樓以上且遠離山壁的

房間避難!! 

2018/09/30夜裡，潭美颱風(颱風24號)侵襲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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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兒園：尋求協助 
                     (災時引起父母及師長之注意) 

 國小：自救  

 國中：自救 + 初步協助他人 

 高中：自救 + 協助他人 + 配合救災 

 大專：自救 + 協助他人 + 主動救災 

 社會成人：自救 + 協助他人 + 主動救災 

各學習階段防災教育目標 

防災素養(literacy)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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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氣候變遷與複合型災害，除研
訂適切之防災素養評量指標與方法
外，各級學校應定期辦理素養調查，
俾持續檢討調整防災教育推動方向
與重點。 

防災
素養 

國小 
1~2年級 

國小 
3~4年級 

國小 
5~6年級 

國中 高中職 
大學 
一般 

大學 
專業 

中小學 
教師 

防災
知識 

66.7 83.7 72.8 58.8 61.2 60.3 56.0 61.7 

防災
態度 

87.8 88.0 81.6 81.3 83.4 76.9 76.0 78.9 

防災
技能 

66.2 70.6 59.8 65.8 60.8 58.4 61.3 76.0 

全國素養檢測(98) 

定期辦理素養檢測 

臺中市和平區(谷關)博愛附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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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 

斯里蘭卡 

印度 

泰國 

馬來西亞 
肯亞 

索馬利亞 

坦尚尼亞 
賽席爾群島 

緬甸 

2004.12.26 南亞地震海嘯災害 

死亡+失蹤：29.2萬人 

經濟損失難以估計！ 

海
嘯
亦
波
及
非
洲
東
部
沿
海
地
區

（
約
十
個
小
時
到
達
） 

泰
國
喀
比 

造成重大災情主因之一：民眾對於
海嘯與地震之認識不足，無法及時
因應、有效疏散避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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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s save lives – Tilly Smith 
小女孩在南亞大海嘯的故事 

【大紀元2005年12月26日報導】(據明
報新聞網報導)今日出版的一本法國兒
童雜誌，將一名英國女孩選為今年「年
度兒童」，因她的機警在海嘯中救了約
百名遊客。 

今日出版的兒童雜誌《我的生活》封面上，英國女孩蒂莉﹒史密
斯站在泰國布吉島上甜甜微笑著。這張照片攝於去年聖誕節，當
時十歲的史密斯與家人正在布吉島度假，當天早晨，史密斯與家
人到海灘散步，看到海水開始冒泡，泡沫發出卜卜聲，就像煎鍋
一樣。憑著以前學到的地理知識，史密斯迅速判斷出，這是海嘯
即將到來的跡象。在她警告下，約100名遊客在海嘯到達前幾分
鐘撤退，倖免於難。  

86 

../影片/海嘯逃生術.mp4


防災教育已納入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十九項議題中，但在學校仍
以融入式教學，學校通用教材也甚少提及，教師必須自行蒐集資
料授課，導致授課意願不高。 

 幼兒園：尋求協助 
                    (災時引起父母及師長之注意) 

 國小：自救  

 國中：自救 + 初步協助他人 

 高中：自救 + 協助他人 + 配合救災 

 大專：自救 + 協助他人 + 主動救災 

 社會成人：自救 + 協助他人 + 主動救災 

各學習階段防災教育目標 

防災教育納入課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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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岡市葵小學周邊地區防災避難路線圖 示範避難維生包教學 

學務主任解說避難維生包教學 地震防災中心內的地震防災避難物資 

納入正式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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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當地殼累積的
應變超過岩石彈性應
變的臨界點時，釋放
的能量快速從破裂點
發散，振動四週的大
地成為地震。  

地震概論 
地震防護知識 

規模：量度地震大小之尺度，由地震所釋放能量的
多寡來決定，通常以一無單位實數表示。 

震度：表示地震時地面上的人所感受到震動的激烈
程度，或物體因受震動所遭受的破壞程度。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地震震度分級表 

89 

※參考日本作法，新的震度分級表從7級細分為10級，從0到4級，再到5強5弱、
6強6弱、7級以上，預計2020年1月1日起正式上路。 



地震P波與S波傳遞時間差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921集集地震臺北地區(蘆洲成功國小)地動歷時 

P波 S波 

25 
‧ 

時間差16秒 

‧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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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氣象局強震即時警報系統 
22縣市，3,588所中小學完成建置 91 



即時災害示警通報，避災保安有一套 
災防告警細胞廣播訊息系統(Public Warning System，PWS)是利用行動

通信系統的細胞廣播服務技術(Cell Broadcast Service，CBS)，提供政府
可以在短時間內，大量傳送災防示警訊息到民眾的手機，即時通知民眾，
讓民眾能及早掌握離災、避災的告知訊息服務。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對推動PWS政策，規範電信業者及手機業者於使用新
系統(4G系統)時，必需提供PWS功能，將來若遇到災難時，政府可在數秒
內、大量傳送災防示警訊息，讓民眾能即時掌握應變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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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央相關部會召開情資研
判會議決議開設水災中央災
害應變中心 

豪雨應變機制：豪(大)雨特報 

  

經
研
判 

一
級
開
設 

超大豪雨 

24小時累積雨量
達500毫米以上 

大豪雨 

24小時累積雨量
達350毫米以上 

豪雨 

大雨 
24小時累積雨量
達80毫米以上，
或時雨量達40毫
米以上 

24小時累積雨量
達200毫米以上，
或3小時累積雨量
達100毫米以上 

水利署緊急應變小組 
三級開設 

水利防災中心 
專人監視 

水利署緊急應變小組 
二級開設 

經濟部(水利署)緊急應變小組 
一級開設 

水災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經
研
判
二
級
開
設 

※自104年9月1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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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降雨量 

相同現地條件 

可能產生相同
積淹情況 

雨量站及警戒鄉鎮 

設定雨量站 

1、3、6、12、24hr 
雨量警戒值 

系統自動化 

超過警戒值 
自動警示 

 
 

全台雨量警戒值淹水預警系統-水利署水利防災中心研發  

 
 
 
 
 
 

淹水(內水)預警系統 

雨量站 
設定雨量警戒值 

雨量站 
警戒之鄉鎮市區 

雨量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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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級警戒(雨量單位：mm) 一級警戒(雨量單位：mm) 

1小時 3小時 6小時 12小時 24小時 1小時 3小時 6小時 12小時 24小時 

60 130 170 280 350 70 140 190 320 400 

淹水警戒分級定義： 

• 二級警戒：發布淹水警戒之鄉(鎮、市、區) 如持續降雨，其轄內易淹水村
里及道路可能三小時內開始積淹水。 

• 一級警戒：發布淹水警戒之鄉(鎮、市、區)如持續降雨，其轄內易淹水村
里及道路可能已經開始積淹水。 

新竹縣淹水警戒雨量 

警戒村里 
關西鎮 
警戒範圍：關西鎮-南山里,石光里,仁安里,西安里,大同里,南和里,新力里,

東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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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淹水 

手機簡訊 

http://fhyv.wra.gov.tw/fhy/Disaster/Wranotisys 

接收淹水 
市話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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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LINE官方帳號上線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於107年3月9日起，
與LINE台灣合作，透過民眾最常使用的
Line通訊軟體，使用者可透過訂閱功能，
訂閱所在行政區或關注行政區的氣象、水
文、交通、民生等4類即時示警資訊。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LINE官方帳號，

彙整13個單位、22種示警資訊，使

用者可輕鬆透過LINE的平台，獲得雨量、
地震、風災、低溫特報、強風、
大雨特報、交通通阻等即時、可信賴、

全方位的防災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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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三峽區介壽國小 新北市新店區文山國中 

新北市新店區大豐國小(雨天) 

新北市板橋區海山國小 
(師生數3,245) 

柒、地震防護與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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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私立雙連幼兒園 臺北市立信義幼兒園 
(疏散至忠駝國宅) 

臺北市非營利正義幼兒園 
(疏散至北科大操場) 

臺北市立大同幼兒園 
(疏散至建成國中) 高雄市立前金幼兒園 

(雨天 ,疏散至馬路邊)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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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要舉辦防災演練？ 

藉模擬實作強化校園教職員工及學生災害防救、
自救救人與應變能力。 

養成師生在災害發生時有正確的本能反應，如
何在災害發生時保護自己，以做好全面防災準
備，有效減低災損，維護師生安全。 

「演練視同作戰」，平時做好演習及推演，讓
相關單位彼此熟悉工作及對口單位，了解發生
重要狀況時，如何聯繫、溝通、共同合作，這
是演練最重要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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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校園緊急

應變組織 

並熟悉編組分工 

製作家庭防災

卡並以學習單

方式發送學生 

製作 

校園防災地圖 

熟悉避難疏散

時機及執行程

序並編寫演練

腳本 

召開工作協調

會讓全校教職

員工充分瞭解

演練過程 

預演、演練及

檢討 

※校園辦理演練作業流程 

活動以簡單、易行為原則，主要考慮校園自主之能力，而非校
外救援力量，因而情節以(1)緊急避難疏散；(2)緊急安置通報；
及(3)緊急救護為三大重點，若有餘力並徵得校外救災、治安、
醫療等單位同意，才擴大至校外單位。 

活動之作業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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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練規劃的基本觀念 

研擬演練計畫之前，必須先有充分的「情境想定」，
並以校園所面臨的實際問題為主，例如大規模地震
後，需將學生留校、安撫、等候家長接回(該如何
操作？) 

應包含臨災戒備(地震則無)、緊急應變、演後檢討
之內容。 

必須明定各執行程序之權責編組及銜接介面。  

必須確保所需資源與人力。  

必須確保演練過程中，所有作業均隨時序有詳細的
紀錄(可透過錄影、照片或書面等紀錄)，以利事中
查證以及事後重構與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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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揮官 

副指揮官
(發言人) 

搶
救
組 

通
報
組 

避
難
引
導
組 

安
全
防
護
組 

緊
急
救
護
組 

※教職員工49人(含)以下之學校，減少
編制安全防護組及緊急救護組。 

50人(含)以上應變組織 

安
全
防
護
組 

緊
急
救
護
組 

成立校園緊急應
變組織並熟悉編

組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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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組準備物品 

 指揮官：大聲公、對講機、收音機、
手電筒、安全帽 

 搶救組：圓鍬、十子鎬、繩子、安
全帽、哨子、消防器材、對講機、
手電筒 

 通報組：師生名冊及聯絡資料、對
講機、手機、電話、安全帽 

 避難引導組：師生名冊及聯絡資料、
飲用水、乾糧、對講機、手電筒、
安全帽 

 安全防護組：警示帶、對講機、手
電筒、安全帽 

 緊急救護組：對講機、急救箱、醫
療用品、安全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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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帽(防災頭套)掛置明顯固定處 

• 安全帽或防災頭套懸掛處，以就近、
就便取得為優先考量。 

• 安全帽可掛於處室、班級前門出入口
附近。 

• 防災頭套可套在椅背或掛於桌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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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附設幼兒園 宜蘭縣私立愛貝爾幼兒園 

臺北市瑠公非營利幼兒園 

新北市立鶯歌幼兒園 臺北市立士林幼兒園 

“防災頭套”
操作口訣： 

1.拉“勾環” 

2.開“剪刀” 

3.戴“頭套” 

4.調“鬆緊” 

5.折“帽沿” 

宜蘭縣天主教博愛幼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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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防災卡 

 目的：註明個別家庭災時家庭團聚及聯絡的方式 

 說明： 

大規模災害發生時，交通、通訊往往相當混亂且可能中
斷，家庭成員的團聚，變得急迫卻又困難，學校若於開
學之初，即將「家庭防災卡」以連絡單的方式，由學生
攜回家，與家長共同填寫，每個家庭有自己個別的內容，
平常攜帶於書包、鉛筆盒、身上等，若能貼(印)在家庭聯
絡簿的底頁更佳，以便於災時家人團聚及聯絡。 

觀之過去重大災害發生時，家人互相找尋不但困難，甚
至增加了政府救災的負擔，便可瞭解「家庭防災卡」的
重要性。 

製作家庭防災

卡 ( 含 1991 報

平 安 專 線 ) 並

以學習單方式

加強宣導 

※可將學生家庭防災卡備份於”班級緊急避難包”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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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家庭有自己個別的內容，註明家人災時團聚及聯絡的方式。 

http://www.1991.tw/ 

災民收容場所網址 

1991報平安留言平台 

 「家庭防災卡」填寫說明 
教育部防災教育資訊網 

(https://disaster.moe.edu.tw/
WebMoeInfo/home.aspx) 

衛福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  
https://rvis.mohw.gov.tw/05goo

ds/05goods_a01_list2.jsp 

寫爸媽以外
之親朋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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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對教職員工及學生平時應加強防救災知識宣導，藉由校
園自主性之應變演練，加強人員對於緊急避難、疏散、安撫、
安置、救護的熟悉程度，做好準備，養成正確的防救災知識、
態度、技能。 

校園防災地圖是校園在緊急災害事件發生時，師生避難疏散
方向之重要依據，應從教室開始規劃，擴張至單棟建築物，
再擴展至整個校園，避難疏散地圖應具備易懂、易操作等功
能。 

避難引導組每學年開學前，應擬定校園防災地圖(或學區防災
地圖)，並隨時檢視避難路線是否暢通，如有障礙物時應立即
清除或修改路線，並公告周知。 

考量避難弱勢學生，因此於安排教室時，盡量將其教室安排
於一樓或是較方便逃生之區位，使得學生能於災難發生時迅
速避難。 

校園防災地圖之製作 製作校園 
防災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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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列六類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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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變啟動時機 

感受地震震度大於4級時。 

地方政府成立應變中心時。 

上級指示成立時。 

學校位於災區受到災損時。 

校長視地震災情程度啟動應
變小組以應付災情等。 

地震災害 
校園應變工作流程 

地震時的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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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倒壞的型態 - 境況非常複雜 

112/62 112 



就地避難(四)三要領： 
        (蹲下)、趴下、掩護、穩住‧抓住桌腳 

113 



讓就地避難更迅速且安全(幼兒或特教生) 

桌下優先，其次是桌子旁、柱子邊、牆角或櫃
子旁等事先劃設之 教室安全區域 
(避開家具、電器、燈具或書櫃掉落倒塌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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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地避難(四)三要領─蹲下、趴下、掩護、  穩住‧抓住桌腳 

讓就地避難更迅速且安全(教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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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劉坤松，高苑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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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版 

http://disaster.moe.edu.tw/Safecampus/Main/Teaching_List.aspx 117 



讓疏散不疾不徐更確實 

平時養成穿室內鞋習慣 
疏散時可節省穿脫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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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內防災避難 
疏散動線規劃 

重要概念 
1.前後二個門須隨時保持暢

通無阻。 
2.平時就必須指導避難疏散

分流概念。 

※若有雙走廊，三或四個門時，則可思考採”單邊奇數班”疏散 
119 



依序從前、後門 
疏散避難 

善用樓梯二側扶
桿進行疏散避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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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散避難(四)三不原則： 
        不話語、不急跑、(不回頭)、不推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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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人力吃緊，加上幼兒疏散移動不宜要求速度，因此疏散
避難引導輔具確有其必要性，園所可思考購買或自行製作。 

1,380元(含運費) 

DIY 

正義幼兒園 
鳳鳴國小 

※疏散避難引導輔具 

美國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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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508 
日本西七条保育園 

避難訓練 

20161129 
新北市鳳鳴國小 

20170920 
新北市武林國小 

宜蘭縣育才國小 

20171002 
宜蘭縣蘇澳國小 

宜蘭縣玉田國小 

123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2ahUKEwiM1N6gwa3dAhUCULwKHegrB7IQjRx6BAgBEAU&url=http://chico386.pixnet.net/album/photo/172562349&psig=AOvVaw0um0tde8Qwom2vNudpCWFW&ust=1536568172202173


※迅速確實清點人數 

※教職員工亦須清點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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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演練─戒慎恐懼、認真看待  

      在走廊洗手時聽到地震警報，會立即在走廊尋找柱子旁邊趴
下掩護，在廁所排隊上廁所，也一樣會在牆邊柱子邊就地趴下
掩護，事後再自行至戶外集結地等待老師及其他同學會合。這
是自我判斷與避難能力的展現。 

防災成為日常 
內化形成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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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演練女童摔傷 家長質疑學校規劃失當 

臉上大片擦傷 
資料來源：蘋果即時2015年09月22日 

桃園一名國小五年級女童昨在學校參與地震防災演練
時，奔跑下與另名同學絆倒，右臉和膝蓋大片擦傷，
女童父親不滿學校規劃失當，讓女兒受傷要負起全責，
並把女兒受傷照片提供給《蘋果》。 
  
今日下午《蘋果》記者到學校實地瞭解，學校訓導主
任說明，演練在昨日上午九時二十一分舉行，當時受
傷學生的班級是體育課全班在走廊上集合，開始避難
時全班順著後面寬敞的水泥步道往操場中央指定地點
集合，在小跑步時，女學生與另位男同學的腳互相拌
到跌倒，兩人都受傷送到醫護室擦藥。  
學校主任表示，規劃上應無問題，是單純校園意外事
故，女同學擦傷面積的確有些大，大家看了也很心
疼。  
家長昨晚到校，老師向家長說明整個過程，學校也表
示會協助處理保險及相關補助，不過家長認為不夠，
雙方認知有落差。（突發中心吳詠平／桃園報導） 

女同學在水泥地上跌倒 

膝蓋擦傷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50922/696860/ 126 



捌、結語 

受到全球氣候變異之影響，過去認為是極端災害之事
件，未來可能變成“正常化”發生，且災害規模日益
增大，災害亦趨複雜化。 

工程保護程度有一定之限度，需靠非工程措施才能降
低災害損失；人定勝天已成過去式，有效的防災措施
是“避災”、“耐災”，這需要透過教育宣導方式讓
民眾了解。 

教育是解決問題最根本的辦法，而災害防救教育是災
害防救工作上最具經濟效益的投資。 

由知識的學習成為生活的態度與實踐，由學校擴及家
庭、社區以至於社會，乃為災害防救教育長期推動的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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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防災教育資訊網 
(https://disaster.moe.edu.tw/WebMoeInfo/home.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