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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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本市 2016年遭逢 0206地震造成重大災害，永康區維冠

大樓、歸仁區幸福大樓倒塌，損傷嚴重，於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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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災害防救法、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災害防救基本計畫。 

  二、教育部災害防救緊急應變小組作業要點。 

  三、依據臺南市教育局南市教安(一)字第 1050864073號函。 

 

參、目的： 

  一、模擬發生地震引發多項災害情況，實施應變處理演練，檢視學校災害處置能力 

      及各項災害處置流程。 

  二、整合災害處理效能，並作為日後災害處置參考經驗，藉以強化學校災害防救災 

      應變處置暨善後復原重建作業能力。 

  三、針對本校潛勢災害實施演練，強化師生災害應變能力。 

肆、參與單位： 

    一、指導單位： 教育部 

    二、督導單位：臺南市政府 

    三、主辦：臺南市政府教育局、臺南市政府災害防救辦公室。 

    四、 承辦單位：高級中等以下各級學校(含各公私立幼兒園) 

 

伍、活動對象：本校(園)全體師生暨教職員工 

 



陸、實施時間：105年 9月 21日上午 9時 21分 

 

柒、演練重點： 

實施 1分鐘演練地震避難掩護動作（依據內政部及教育部共同訂定之 105年度國

家防災日各級學校及幼兒園地震避難掩護演練時間流程及注意事項，如附件 1）。 

 

捌、實施步驟： 

  一、完成計畫擬定： 

1.於 105年 8月 25日前，依據地震避難掩護演練時間流程及注意事項、學校

地震避難掩護應變參考程序與臺南市 105年度臺南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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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等，完成校園地震避難掩護演練

計畫擬定工作，並將校園地震避難掩護演練計畫填報於資訊中心線上填報

區。 

2.於 105年 8月 26日(星期五)前將預定辦理預演日期、次數，至本局線上填

報系統(國中小編號：6359，幼兒園編號:6360)完成填報。 

二、辦理說明宣導活動： 

1.於 105年 8月 25日對校內教職員工生及家長完成地震就地避難掩護演練計 

畫、地震避難掩護演練時間流程及注意事項之宣導說明，並完成先期推 

演工作，並將宣導說明成果填報於資訊中心線上填報區。 

2.於 105年 9月 10日(星期五)防災教育專題演講時，由三年七班及二年七班

辦理地震就地避難掩護示範觀摩活動，與結合相關課程加強宣導，讓師生

熟練動作要領與程序，並將觀摩內容公布於學校網頁，供師生參考利用。 

3.於 105年 8月 25日，針對異動之教職員及各班級導師完成地震避難掩護演

練時間流程及應作為事項的銜接教育訓練，俾利開學後參與演練活動。 

4.於正式演練日期前，配合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統一時間發布模擬地震狀況訊

息，完成 1次強震即時警報全面測試作業(不操作實兵演練)。 

5.於 105年 9月開學後，將本計畫附件「地震避難掩護演練時間流程及注意事

項」及「學校地震避難掩護應變參考程序」（如附件 1、2），公告於學校及班

級公布欄，並加強宣導。 

三、設施及器材整備： 

於 105年 8月 31日完成地震演練活動各項設施及器材之檢視與整備工作。 

四、避難活動預演：（納入學校行事曆） 



1.各國民中小學(含市立高中)於 105年 9月 14日(星期三)上午 9時 21分，

配合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統一時間發布模擬地震狀況訊息，完成 1 次強震

即時警報全面測試作業(不操作實兵演練)。 

2.105 年 9 月 10 日，全校集會時間辦理一次預演活動，以使校內師生熟悉

演練程序及動作要領，以使校內師生熟悉演練程序及避難掩護動作要

領；並完成警報設備測試、教室書櫃懸掛物固定、疏散路線障礙清除等

工作之執行與確認。 

3.應將上述各項活動內容 拍照留存，並依據預演狀況進行檢討與修正演練

程序及相關配合作為。  

 

玖、正式演練階段： 

   一、地震避難掩護演練狀況發布方式：105年 9月 21日上午 9時 21分運用校內廣

播系統、喊話器或依各校現有設施發布(各國中小學應配合強震即時警報發布

地震訊息，倘若上開軟體未發布警示聲響，請學校自主啟動，如以廣播或喊話

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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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錄影及拍照留存。 

    三、1分鐘後由師長引導學生疏散至指定安全地點，並完成人員清查及安全回報動

作。 

    四、錄製正式演練實況 3至 5分鐘。 

    五、於 105年 9月 24日前，至本局線上填報系統(國中小編號：6491，幼兒園編

號:6492)完成貴校(園)參演人數填報。 

    六、鼓勵各國民中小學(含市立高中及幼兒園)於 105年 9月 30日前，將自評表、

照片及演練實況影片光碟等資料寄送至評選作業承辦學校(國高中-西港國

中、國小-五甲國小、幼兒園-第一幼兒園) 俾辦理績優學校評選推薦作業。 

七、請各國民中小學(含市立高中及幼兒園)於正式演練結後，分批至內政部臺灣

COME(抗)震網(http://www.comedrill.com.tw/)上傳演練實況照片(請以校

名為檔案名稱)以利經驗分享。 

(一)各國民中小學(含市立高中)請於 105年 10月 14日(星期五)前上傳上開演

練照片。 

(二)幼兒園請於 105年 10月 31日(星期一)前上傳上開演練照片。 

 



拾、演練後檢討階段 

依據演鍊狀況進行檢討及修正年度計畫。 

 

拾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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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拾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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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拾參、本地震避難掩護正式演練若遇重大天然災害或不可抗拒因素，得由教育局決定 

    活動停止或延期辦理。 

 

拾肆、本計劃經校長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教務主任：               校長： 

學務主任： 

總務主任： 

輔導主任： 

人事： 

 

 

 

 

 

 



附件 1 
 
 

 
 

105 年度國家防災日各級學校及幼兒園地震避難掩護演練時間流程及注意事項

（9 月 21日） 

演練階段劃分 演練時間序 校園師生應有作為 注意事項 

地震發生前 
9月 21日 

9時 20分 59秒前 

1.運用升旗或早自習完

成 1次演練。 

2.依表定課程正常上課。 

1.針對演練程序及避難掩護動作要

領再次強調與說明。 

2.完成警報設備測試、教室書櫃懸掛

物固定、疏散路線障礙清除等工作

之執行與確認。 

地震發生 

（以警示聲響或

廣播方式發布） 

9時 21分 

(全國國中小學警報

聲響時間，依交通部

中央氣象局強震即

時警報軟體發布時

間為主。倘若上開軟

體 未 發 布 警 示 聲

響，請學校自主啟

動，如以廣播或喊話

器等) 

  地震發生時首要保護自

己，故應先執行避難 3

步驟(趴下、掩護、穩住

動作)，地震搖晃停止

後，再去關閉電源並檢

查逃生出口及動線。 

 

1.師生應注意自身安全，保護頭頸
部，避免掉落物砸傷。(因頭頸部
最為脆弱) 

2.室內：應儘量在桌下趴下，並以雙
手緊握住桌腳。 

圖示來源:內政部 

3.室外：應保護頭頸部，避開可能的
掉落物。 

地震稍歇 

（以警示聲響或

廣播方式發布） 

9時 22分 

 

1.成立緊急應變小組，由

指揮官(校長或代理

人)判斷緊急疏散方

式。 

2.聽從師長指示依平時

規劃之路線進行避難

疏散（離開場所時再予

以關閉電源）。 

3.抵達安全疏散地點(抵

達時間得視各校地形

狀況、幅員大小、疏散

動線流暢度等情形調

整)。 

4.各班任課老師於疏散

集合後 5 分鐘內完成

人員清點及回報，並安

撫學生情緒。 

1.以防災頭套、較輕的書包等具備緩

衝保護功能的物品保護頭頸部。 

2.特殊需求學生應事先指定適當人

員協助避難疏散；演練當時，避難

引導人員請落實協助避難疏散。 

3.不推、不跑、不語，在避難引導人

員引導下至安全疏散地點集合。 

4.以班級為單位在指定位置集合 

(集合地點在空曠場所時，不需再

用物品護頭)。 

5.任課老師請確實清點人數，並逐級

完成安全回報。 

6.依學校課程排定，返回授課地點上

課。 

備註：如遇雨天，請攜帶雨具，進行疏散演練。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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頸部及身體，並判斷是否有掉落物及倒塌

物。避難地點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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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避難掩護三要領：趴下、掩護、穩住，直到地震結束。 

4.躲在桌下時，應趴下，且雙手握住桌腳，以桌子掩護並穩住身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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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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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輕的書包等具備緩衝保護功能的物品保護頭頸部，並依規劃路

線疏散。 

2.遵守不推、不跑、不語三不原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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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需求學生之避難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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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安全的掩護地方依地震避

難掩護三要領就地避難，俟地震搖晃稍停後關閉火源、電源，進行疏散避難。 

(三)如在大型體育館、演講廳或視聽教室，應注意是否有掉落物，先躲在座位下並

保護頭頸部，等搖晃停止後再行疏散避難。 

(四)在建築物內需以防災頭套或書包保護頭頸部，但當離開建築物到空曠地後，可

不必再以書包掩護，以利行動。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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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學生在室外： 

(一)保持冷靜，立即就地避難。 

1.在走廊，應趴下，保護頭頸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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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趴下，避開籃球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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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務處：吳萬隆主任 
1.通報中心受災情形、目前處置狀況等。 

發言人 

教務處：陳俊榮主任 
1.負責統一對外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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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一銘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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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勇財先生     

        方首然先生 

        劉建俊先生 

方友聖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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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秀菊小姐 

學務處：黃淑芬小姐 

學務處：黃琪文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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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月惠組長 

        李品萱組長 

        林婕妤老師 

校  護：黃千真小姐 

主計室：王美燕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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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國家防災日地震避難掩護演練 

活動內容 環境教育-地震避難掩護演練 

活動時間 105.09.21 

活動對象 全校師生 

活動人數 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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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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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成果照片 

  

(通報組進行避難引導廣播) (通報組進行避難引導廣播) 

  

(通報組向災害應變中心通報) (通報組進行教育部校安通報) 

  

(通報組進行失蹤人員搜救) (通報組進行失蹤人員搜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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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火組進行緊急滅火演練) (滅火組進行緊急滅火演練) 

  

(安全防護組關閉總電源) (安全防護組暢通逃生路線) 

  

(救護組進行傷患急救包紮) (救護組進行傷患急救包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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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避難疏散演練集結) (進行避難疏散演練集結) 

  

(進行避難疏散演練集結) (成立緊急應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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