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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台灣位於環太平洋地震帶，地震機率大，平時宜做好防震準備措施。又本市境

內有新化斷層、後甲里斷層、左鎮斷層、六甲斷層、木屐寮斷層及梅山斷層南

段等，而前兩者都被學者認為是第一類的斷層(全新世活動斷層)，因此潛在的

地震災害不可掉以輕心。2011年 3月 11日發生在日本規模 9的大地震，引起海

嘯、火災、土壤液化、核電廠危機，這些情況也有可能在台灣發生，積極推動

各級學校防救災計畫與演練之施行，培養學校防災應變能力是必要的。本防災

演練實施計畫以學校師生為對象，完成重大天然災害處理各項災害整備工作，

評估災害發生後需要之人力、物力，並建立學校分組合作機制、基本資料，將

既有器具設備建立清冊及制訂管理辦法；並將全校教職人員任務編組，設置防

救災指揮中心，以對未來可能發生之災害作先前的預備。 

貳、 依據： 

一、 行政院秘書長 104 年 7 月 30 日院臺忠字第 1040140519 號「104 年國家防

災日活動綱要計畫」辦理。 

二、 教育部 104年 6月 15日召開「104年度國家防災日各級學校及幼 

兒園地震避難掩護演練實施計畫研商會議決議」辦理。 

參、目的： 

一、配合行政院於「國家防災日」推動「全國學生地震演習」，辦理一分鐘內所

有參與者完成地震避難掩護動作(蹲下、掩護、穩住 3個要領）為主軸。 

二、藉模擬實作強化各級學校及幼兒園師生災害防救、自救救人與應變能力，養

成學生及幼童在地震發生時有正確的本能反應，如何在地震發生時保護自

己，以做好全面防震準備，有效減低災損，維護校園及師生安全。  

 

肆、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 

二、承辦單位：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三、參演學校： 

     （一）臺南市私立昭明國民中學。 

     （二）由全校師生參演。 

 

伍、實施時間：105年 3月 4日(星期五)上午 9時 30分進行正式演練。 

 



陸、演練重點：實施 1分鐘地震避難掩護演練動作。  

柒、實施步驟： 

一、正式演練階段： 

（一）地震避難掩護演練狀況發布方式：運用校內廣播系統（或喊話器）或依

各校現有設施發布，各國中小學並應配合強震即時警報發布地震訊息。 

（二）全校師生實施 1 分鐘就地避難掩護動作(蹲下、掩護、穩住 3 個要領），

並進行拍照留存。 

（三）1 分鐘後由師長引導疏散至指定安全地點，並完成人員清查及安全回報

動作。 

（四）正式演練實況 3至 5分鐘。 

捌、演練後檢討階段： 

依據演練狀況進行檢討及修正年度計畫。 

玖、預期效益： 

一、強化災害防救功能，建構防災教育認知。 

二、藉由模擬地震防災演練，讓師生及教職員工了解並熟練各項災害處置流程。 

三、維護校園及學生安全，促進學校防災教育向下扎根，進而建立零災害之目標。 

拾、獎勵辦法： 

承辦有功人員依據承辦學校有功人員依據「臺南市立高級中學以下學校及幼稚園 

教職員獎懲案件作業規定」、「臺南市立高級中學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職員獎懲案 

件作業逐點說明」規定辦理敘獎。 

 

 

 

 

 

 

 

 



學校地震避難掩護應變參考程序 

                                  參考資料來源：內政部、教育部 

情境：搖晃劇烈、站立不穩，行動困難，幾乎所有學生會感到驚嚇恐慌、高處物品掉

落，傢俱、書櫃移位、搖晃，甚或翻倒。 

一、學生在教室或其他室內：(如圖書館、社團教室、福利社、餐廳等) 

(一)保持冷靜，立即就地避難。 

1.就地避難的最重要原則就是保護頭部及身體，避難的地點優先選擇如下： 

(1)桌子下。 

(2)柱子旁。 

(3)水泥牆壁邊。 

2.避免選擇之地點： 

(1)窗戶旁。 

(2)電燈、吊扇、投影機下。 

(3)未經固定的書櫃、掃地櫃、電視、蒸便當箱、冰箱或飲水機旁或貨物櫃旁

(下)。 

(4)建物橫樑、黑板、公布欄下。 

3.躲在桌下時，應以雙手握住桌腳，如此當地震發生時，可隨地面移動，並形成

屏障防護電燈、吊扇或天花板、水泥碎片等掉落的傷害。 

4.地震避難掩護三要領：蹲下、找掩護、抓住桌腳，直到地震結束。 

(二)當地震稍歇時，應聽從師長指示，依平時規劃之緊急避難疏散路線，進行避難

疏散。注意事項如下： 

1.可以用頭套、較輕的書包、補習袋或書本保護頭部，並依規劃路線避難。 

2.遵守不語、不跑、不推三不原則：喧嘩、跑步，易引起慌亂、推擠，或造成意

外，災時需冷靜應變，才能有效疏散。 

3.避難疏散路線規劃，應避開修建中或老舊的建物或走廊，並考量學生同時疏散

流量，使疏散動線順暢，另外要特別協助低年級及身障學生之避難疏散。 

(三) 抵達操場（或其他安全疏散地點）後，各班導師應確實點名，確保每位同學皆

已至安全地點，並安撫學生情緒。 

 

 



※特別注意事項： 

(一)低年級學生或資源班學生應由專人引導或由鄰近老師負責帶領。 

(二)在實驗室、實驗工廠或廚房，應立即保護頭頸部並關閉火源、電源，儘速打開

大門進行疏散避難。 

(三)在游泳池應即離開泳池上岸躲在柱子旁或水泥牆壁邊，避開燈具、窗戶等，等

搖晃停止後再行疏散避難。 

(四)如在大型體育館、演講廳或視聽教室，應先躲在座位下並保護頭頸部，等搖晃

停止後再行疏散避難。 

(五)在建築物內需以防災頭套或書包保護頭部，但當離開建築物到空曠地後，可不

必再以書包保護頭部，以利行動。 

(六)地震搖晃當中切勿要求學生開門與關閉電源，應於地震稍歇且進行疏散時，才

能實施上述 2項動作。 

三、學生在室外： 

（一）保持冷靜，立即就地避難。 

1.在走廊，應立即蹲下，保護頭部，並注意是否有掉落物，當地震稍歇，可

行動時應立即疏散至空地，或避難疏散地點。 

2.在操場，應立即蹲下，注意籃球架，當地震稍歇，可行動時應立即疏散至

空地，或避難疏散地點。 

3.千萬不要觸及掉落的電線。 

（二）抵達操場（或其他安全疏散地點）後，各班導師應確實點名，確保每位同學

皆已至安全地點，並安撫學生情緒。 

 
 
 
 
 
 
 
 
 
 
 
 
 
 
 



附件三：校園災害防救應變組織 

一、 校園災害防救應變組織 

 
 

 

二、校園災害防救應變組織分工表 

編組及負責人員 負責工作 

指揮官 

校長：李娉 

1.負責指揮、督導、協調。 

2.負責協調及主導各組中所有運作。 

副指揮官(兼發言人) 

教務處：陳俊榮老師 

1.負責統一對外發言。 

2.通報中心受災情形、目前處置狀況等。 

通報組 

（校安業務承辦人員） 

學務處：黃聖賀組長 

教務處：陳紋錦組長     

        林清田組長 

1.以電話通報應變中心已疏散人數、收容地點、災情及學校

教職員、學生疏散情況。 

2.負責蒐集、評估、傳播和使用有關於災害與資源狀況發展

的資訊。 

3.聯絡防救治安單位，提供防救災資訊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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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難引導組 

學務處：鄭景惠主任 

        黃財榮組長     

        林彥伯組長 

各班導師 

專任老師 

1.分配責任區，協助疏散學校教職員、學生至避難所。 

2.選定一適當地點作為臨時避難地點。 

3.協助登記至避難所人員之身份、人數。 

4.設置服務站，提供協助與諮詢。 

5.協助疏散學區周遭受災民眾至避難所。 

6.協助學區周遭受災民眾至避難所，協助登記身分、人數。 

搶救組 

總務處：吳萬隆老師 

        陳勇財先生     

        方首然先生 

        劉建俊先生 

1.受災學校教職員、學生之搶救及搜救。 

2.清除障礙物協助逃生。 

3.強制疏散不願避難之學校教職員生。 

4.依情況支援安全防護組、緊急救護組。 

安全防護組 

教務處：謝昭賢組長 

        方友聖先生 

        黃秀菊小姐 

學務處：黃淑芬小姐 

1.協助發放生活物資、糧食及飲水。 

2.各項救災物資之登記、造冊、保管及分配。 

3.協助設置警戒標誌及交通管制。 

4.維護學校災區及避難場所治安。 

5.防救災設施操作。 

緊急救護組 

輔導處：李婷主任 

        陳瑛倩組長 

        李品萱組長 

全校女職員 

1.檢傷分類，基本急救、重傷患就醫護送。 

2.心理諮商。 

3.急救常識宣導。 

4.提供紓解壓力方法。 

 



附件四： 

外部支援單位聯絡清冊 

單位名稱 聯絡電話 
可支援工具或技術 

(服務項目及內容) 
傳真 

消防單位 

消防局七股分隊 (06)7873482   

警政單位 

七股分駐所 (06)7872154   

公共設施公司 

電力公司佳里分處 (06)7222047   

自來水佳里事業處 (06)7222247   

台南市公共工程處 (06)3901300   

佳朋水電行 (06)7226392   

資昌水電工程公司 (06)7942128   

縣市主管機構 

台南市政府 (06)2991111   

市政府防災應變中心 (06)2952131   (06)2952154 

教育局(中等教育科) (06)2982586   (06)2982610 

衛生局(東興辦公室) 

      (林森辦公室) 

(06)6357716 

(06)2679751 
  

環保局(東  區) 

      (新營區) 

(06)2686751 

(06)6572916 
  

社會局(社會行政科) (06)3901496   

七股區公所 (06)7872611   (06)7873840 

大埕里辦公室 (06)7872414   

 



附件五： 

 
台南市私立昭明國中地震災害於下課時學生應變作為 

 

1、先行判斷所處位置是否安全無虞。 

2、保持冷靜勿驚慌立即選擇適當位置進行就地避難。 

3、身處教室時則蹲於桌面下緊抓桌腳直到地震結束。 

4、身處教室外走廊，遠離窗戶靠近走廊外側女兒牆就地抱頭蹲下，若身邊無保護物品

則以雙手代替。 

5、在戶外時立即遠離建築物，選擇空曠地點就地掩護抱頭蹲下。 

6、在廁所內則保持冷靜就地掩護，地震停止立即整理個人衣著，並聽從指示進行疏散

動作。 

7、下達疏散指令時，教室內外(走廊)同學則依避難疏散指示圖選擇最近樓梯下樓避難。 

8、戶外同學則遠離建築物就地掩護，下達疏散指令時再往操場移動。 

9、若身處於泳池內，立即離開泳池並於四周進行掩護避難，下達疏散指令時再行離開

健體館。 

10、下樓梯後依規劃路徑前往操場。 

11、下樓梯後分配之疏散路徑：(詳如校園疏散避難地圖) 

(1)2號樓梯(第一棟教學大樓三年級導師室前樓梯)： 

中正堂及雲鶴樓中間道路→操場。 

(2)3號樓梯(第一棟教學大樓教務處前樓梯)： 

立即離開建築物→閱覽室前紀念碑走道→操場。 

(3)4號樓梯(第一棟教學大樓合作社前樓梯)： 

經由合作社旁走道→中正堂前廣場→中正堂及雲鶴樓中間道路→操場。 

(4)5號樓梯(第二棟教學大樓總務處前樓梯)： 

閱覽室前紀念碑走道→操場。 

(5)6號樓梯(第二棟教學大樓男女廁前樓梯)： 

下樓梯後左轉進到教室前草皮遠離建築物→科技大樓前草皮及科技大樓後方跟

車棚中間的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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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度臺南市國中環境教育教學活動執行成果表 

辦理學校 臺南市私立昭明國民中學 

聯絡資料 

聯絡人 吳萬隆 email wanlung@tn.edu.tw 

聯絡電話 (06)7872053 地址 臺南市七股區大埕里 315號 

活動名稱 105年上半年地震避難掩護演練 

活動內容 環境教育-地震避難掩護演練 

活動時間 105.03.04 

活動對象 全校師生 

活動人數 926 

執行成果 

及效益 

(簡要說明) 

一、強化災害防救功能，建構防災教育認知。 

 二、藉由模擬地震防災演練，讓師生及教職員工了解並熟練各項災

害處置流程。  

三、維護校園及學生安全，促進學校防災教育向下扎根，進而建立零

災害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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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成果照片 

  

(進行就地避難掩護) (進行就地避難掩護) 

  

(進行避難疏散演練) (進行避難疏散演練) 

  

(避難引導組進行避難疏散引導) (避難引導組進行避難疏散引導) 

 



 3 

執行成果照片 

  

(通報組進行避難引導廣播) (通報組向災害應變中心通報) 

  

(避難引導班進行避難疏散演練集結) (避難引導班進行避難疏散演練集結) 

  

(安全防護組關閉總電源) (安全防護班執行緊急電源確保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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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護班進行傷患急救包紮演練) (救護班進行傷患急救包紮演練) 

  

(滅火班進行緊急滅火演練) (滅火班進行室內消防栓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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