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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探討之重點有三，分別為：建立校園災害防救計畫與教學結合之推動模
式、一般與特殊學校校園及災害防救計畫試行及考評機制之檢討。
在校園災害防救計畫與教學結合之推動模式建立方面，首先要建立校園災害防救計
畫與各級學校教學結合之推動模式，進而發展出校園災害防救計畫與老師教學、學生學
習結合之配套措施。執行之要項包含建立各級學校自主編撰校園災害防救計畫機制，建
立國小及國中學習之活動教具設計指南，並完成國小及國中學習之活動教具各10種範例
並編輯成冊以供出版。
在一般學校的校園及災害防救計畫試行及考評機制之檢討方面，參照95年度[4.2校
園災害防救計畫擬定及考評機制建立計畫]成果，檢討及審查修訂『校園災害防救計畫
編撰指南』、『校園災害防救計畫編撰成效評估機制』及『校園災害防救計畫演練成效
評估機制』，進而補強建立『校園災害防救計畫獎勵機制』及推動模式。再者，本計畫
也將在各校師生共同參與自主編撰的情形下，完成各級學校之校園災害防救計畫各一個
參考範例。經彙整及審訂後，編輯成冊申請出版。
至於在特殊學校校園災害防救計畫試行及考評機制之檢討方面，將參照95年度[4.2
幼教及特殊教育學校災害防救計畫擬訂與試行演練計畫]成果，完成『特殊學校校園災
害防救計畫編撰指南』建立及審查。編撰指南之要項包含：研擬災害防救計畫編撰流程
（含進行學校及其周遭潛勢區調查、防災避難地圖製作之流程、學生防災避難需求之調
查分析等）及建立減災、整備、應變、復原重建各階段之編撰重點及具體工作項目。在
彙整、檢討及審訂95、96年度所完成之『各類特殊學校校園災害防救計畫』後將編輯成
冊申請出版。另外，本計畫也選定二個不同性質特教學校實驗範例 (95年度已執行者除
外），由該實驗學校自主編撰校園災害防救計畫，並辦理兩次不同災害別之實員演練，
將過程拍攝剪輯壓製光碟片。
關鍵字：緊急應變、災害、評估機制、編撰指南、災害防救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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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ee key points of enforcing the project are following: the first one is establishing the
motivation model of linking up the campus disaster preventive-remedy planning program
with teaching activities; the others are to establish those programs and reviewing its
evaluation mechanisms for general and special schools. Through that motivation model, the
faculty of the school and the students might edit the campus disaster preventive-remedy
planning program together. And it would also promote the knowledge, attitude and skills of
disaster- preventing for the faculty and student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last year, the research
will finish two kinds of guild books for campus disaster preventive-remedy planning program
and the design of teaching-assistant exercise. The first kind of the guild book will be
separately applied to general and special schools. Two effect-evaluation mechanisms of
editing and practicing the prescribed programs are also completed. The rewarding mechanism
will be suggested too. After reviewing and modifying, those guild books will be published and
the mechanisms will be deployed countrywide in the near future.
Keywords：emergency response、disasters、evaluation mechanisms、guild books、disaster
preventive-remedy planning program

一、前言
1.1 計畫背景
臺灣位處於板塊碰撞處的環太平洋地震帶上，所以多褶皺、斷層，而且岩石破碎，
再加上東臨太平洋，所以常常受到來自北太平洋西部颱風的侵襲，造成風災、水災、山
坡地災害及地震災害等。天然災害頻頻發生，每每導致嚴重的人命財產的傷害與損失。
921 集集大地震發生使得政府災害防救工作更加受到重視，政府為落實推動災害防
救工作，減輕各類災害之發生，行政院於民國 89 年 7 月 19 日頒佈「災害防救法」，由
中央各部會及地方政府積極辦理，依此「災害防救法」訂定各種「災害防救計畫」，建
立中央至地方完整的災害防救體系，並於有發生災害之虞或發生災害時，成立災害各級
災害防救應變中心，統籌指揮、協調災害防救事宜，以強化防救災應變能力與相關措施。
在今天，天然災害已與人為因素所造成的災害難以區隔，環境的複雜度考驗著生活
者的智慧，身處地震頻繁兼具火山活動的臺灣，土地並非安穩地沉睡著，年輕的臺灣土
地地質作用十分活躍，雖然它並未常常發出聲音讓人注意到它的存在，但是一旦有相關
災難發生卻會造成像九二一震災一般不可磨滅的傷痕。更巧的是，「颱風」這個看似與
臺灣有著密切關係卻又無法擺脫的自然現象，每年平均有 3.5 個直接侵襲臺灣地區，造
成臺灣生命與經濟的嚴重損失，年復一年。我們唯有多了解我們生存的環境，藉著了解
與平日的準備，才能找到與土地和平相處的方式，減少天然災害帶來的損害。所以，環
境科學及防災教育的推動與落實是刻不容緩的。為此，教育部即積極協助全國學校建立
正確的環境知識與防災觀念。學校研擬災害防救計畫及辦理演練方式，將區域之災害特
性與演練情境結合，使演練的種子在學校、社區及附近居民中發揮生根的作用，讓學生
及民眾認識、瞭解、體驗災害之預防、防範與應變方法，建立正確的防災、減災基本觀
念，在災害發生時能保護自己，幫助別人。
本計畫團隊延續教育部顧問室 95 年度「防災科技教育人才培育先導型計畫」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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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人為防災，與辦理實際防救災演練之經驗，將繼續針對校園災害防救之落實、推
廣。主要將完成審議修訂國內中小學、高中職及大專天然及人為災害防救計畫編撰準
則，研擬校園災害防救計畫範例與國中小防災教育活動教具之開發，並建立災害防救計
畫編撰、演練成效評估機制與獎勵制度。此外，有鑑於「安全生活」乃是無所不包的，
且不論是從事各種職業或任何身分皆應享有處於安全與免於恐慌之環境，而屬弱勢團體
之特殊教育者則更應享有此基本權利，更加應該加被重視。因此本計畫亦將審議修訂特
殊教育學校災害防救計畫之編撰指南準則，加強弱勢團體之防災救護工作。
1.2 計畫目的
本計畫擬定多所具區域代表性之合作學校進行防災示範演練，預計涵蓋北部及中部
區域，有助於教育部宣導兼具「全民防災」與「防災科技」教育傳承之重點立意；且本
研究團隊已兼具有執行此防災宣導工作天然結合人為，理論與實務相互搭配之人才與經
驗，相當具有此一系列計畫之延續、整合、與創新性。期望能共同推動「防災科技教育」
，
徹底落實「安全防災」觀念之最佳化，伸展至社會上每一個角落，人人將擁有安全生活
的保障。
本研究主要探討之重點有三，分別為：建立校園災害防救計畫與教學結合之推動模
式、一般與特殊學校校園及災害防救計畫試行及考評機制之檢討。
在校園災害防救計畫與教學結合之推動模式建立方面，首先要建立校園災害防救計
畫與各級學校教學結合之推動模式，進而發展出校園災害防救計畫與老師教學、學生學
習結合之配套措施。執行之要項包含建立各級學校自主編撰校園災害防救計畫機制，強
化師生共同參與提升防救災知識、態度及技能；建立國小及國中學習之活動教具設計指
南(須包括設計理念、製作及操作方法、適用年齡及使用單元等)；並完成國小及國中學
習之活動教具各 10 種範例並編輯成冊以供出版。
在一般學校的校園及災害防救計畫試行及考評機制之檢討方面，首先參照 95 年度
[4.2 校園災害防救計畫擬定及考評機制建立計畫]成果，檢討及審查修訂『校園災害防救
計畫編撰指南』
、
『校園災害防救計畫編撰成效評估機制』及『校園災害防救計畫演練成
效評估機制』，其中各級學校包括國小、國中、高中職、大專校院，災害類別則包含天
然災害(地震、颱洪、坡地…等)及人為災害(火災、公共場所安全設施、交通事故…等)；
進而補強建立『校園災害防救計畫獎勵機制』及推動模式。再者，本計畫也將在各校師
生共同參與自主編撰的情形下，完成各級學校之校園災害防救計畫各一個參考範例。經
彙整及審訂後，編輯成冊申請出版。
至於在特殊學校校園災害防救計畫試行及考評機制之檢討方面，將參照 95 年度[4.2
幼教及特殊教育學校災害防救計畫擬訂與試行演練計畫]成果，完成『特殊學校校園災
害防救計畫編撰指南』建立及審查，其中特殊學校包括啟智、啟聰、啟明、啟仁、特教
等特殊學校，災害類別則包含天然災害(地震、颱洪、坡地…等)及人為災害(火災、公共
場所安全設施、交通事故…等)。編撰指南之要項包含：研擬災害防救計畫編撰流程（含
進行學校及其周遭潛勢區調查、防災避難地圖製作之流程、學生防災避難需求之調查分
析等）及建立減災、整備、應變、復原重建各階段之編撰重點及具體工作項目。在彙整、
檢討及審訂 95、96 年度所完成之『各類特殊學校校園災害防救計畫』後將編輯成冊申
請出版。另外，本計畫也將選定二個不同性質特教學校實驗範例 (95 年度已執行者除
外），由該實驗學校自主編撰校園災害防救計畫，並辦理兩次不同災害別之實員演練，
將過程拍攝剪輯成觀摩影片，以壓製光碟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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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執行現況
2.1 執行方法及步驟
(1)校園災害防救計畫與教學結合之推動模式建立
目前校園災害防救計畫與教學融合小組的工作是研究過去十年來九年一貫在防
救災方面所提出的教學方式，並就已進行校園災害防救計畫編擬及演練的學校進行訪
談，已瞭解現行研習、推廣、編擬及教學推行所遭遇的困難，以求所提出的推動模式
是可行的、對學生、教師、學校及相關防教災工作之進行有所幫助。
另外，教具製作小組以兩個月開一次會來討論進度及製作構想。平時則以電話或
是 e-mail 個別討論及聯絡。對於教師來說，他們認為這樣比較方便，因為也有遠從
嘉義或較偏遠地區來，可省下舟車勞頓的時間，更能好好地設計。
(2)校園災害防救計畫編撰成效評估機制檢討及審查修訂
在校園災害防救計畫編撰/演練成效評估機制部分，藉由過去有配合教育部防災
科技教育人才培育先導型計畫實施學校防救災計畫自主編撰及演練學校，及執行教育
部補助地方政府防災教育深耕實驗專案計畫學校之經驗，透過座談會之建議與檢討方
式進行考核機制之最後修訂，有關校園災害防救計畫編撰/演練考評機制之執行流程
圖如圖一所示。
由欲申請考評學校先針對校園災害防救計畫編撰部分，參考本計畫「校園災害防
救計畫編撰自評申報書」填寫應填報資料內容，然後行文至教育部申請計畫編撰考
評，教育部在選定指派委員後，將申請學校之資料寄給專家進行書面審查，經專家審
查後若該學校尚有專家認為填寫不清之部分，教育部可請申請學校於收文10日內補
件，供專家作最後之書面評審結定，針對書審不合格之學校則予以退件，針對書審合
格之學校，則由教育部與學校協調後安排專家現場訪評時間，由專家針對書面審查內
容至申請學校查核相關文件、了解環境安全維護狀況及進行實際人員訪談，訪評當日
由訪評專家針對該校之優缺進行講評與建議，並由現評專家於現評1-2週內將計畫編
撰考核結果送至教育部，完成第一階段的「校園災害防救計畫編撰」考評工作。原申
請學校可於第一階段考評完成後，申請第二階段「校園災害防救計畫演練」考評，申
請學校參考本計畫「校園災害防救計畫演練考評申報書」填寫應填報資料內容，然後
行文至教育部申請計畫演練考評，教育部與學校協調演練及專家現場訪評時間後，由
專家針對書面演練計畫書內容至申請學校了解實際演練相關過程，必要時針對人員訪
談後，訪評當日由訪評專家針對該校演練之優缺進行講評與建議，並由主評專家彙整
訪評委員相關考評資料後，於現評1-2週內將計畫演練考核結果送至教育部，完成第
二階段的考評工作，教育部於收到專家考評結果後行文至申請學校通知其第二階段考
評結果與建議。
本年度計畫於考評機制檢討之同時，將依循著ISO 14000環境保護管理體系、
OHSAS 18000職業安全衛生管理體系Plan-Do-Check-Action（P-D-C-A）及ILO OHSMS
之思考邏輯進行相關災害防救計畫編撰修訂建議，並建立校園災害防救計畫編撰自評
申報書操作手冊之編撰，校園災害防救計畫編撰自評申報書包括：(1)學校基本資料(2)
學校防害防救計畫書內容及(3)校園災害防計計畫編撰自評表等三部分，欲申請「校
園災害防計計畫編撰」考評學校，可針對該校實際災害防救計畫規劃及推行情形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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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自評申報資料內容，以供未來計畫編撰考評委員之參考。目前本計畫已初步完
成校園災害防救計畫編撰自評基本資料初稿之編寫，而校園災害防計畫編撰自評表內
容包括計畫執行人力、資源、計畫管理、訓練/演練、績效審查等方向，除可以使計
畫撰寫學校能思考及評估其災害緊急應變/災後復原計畫之真正落實執行能力，以及
其執行時所可能遭遇之困難點，並使其未來有能力逐步修訂其所訂定之計畫內容，使
更能適切的反應其現有救災資源及能力。而此自評表亦為專家到校臨場評分之依據，
可使現評專家針對申請學校災害防救計畫規劃及執行現況作一初步了解。
(3)審查修訂「一般及特殊學校校園災害防救計畫編撰指南及參考範例」
本年度計畫將彙整修訂過去數年所累積之校園災害防救計畫之研究成果，針對不
同的學習階段、各種天然或人為的災害與學校所容納之學生特性（一般生及各類身心
障礙學生），建立相關災害防救計畫之編撰指南與參考範例，並配合本計畫所建議之
校園災害防救計畫編撰與演練自評申報制度，校園災害防救計畫編撰指南將與自評申
報書填寫說明及評鑑表內所述優劣等級之敘述相串聯，以便讓學校在準備資料時可以
自行判斷未來評鑑成績的高低與明瞭學校本身落實災害防救計畫之能力。各級學校可
以先從編撰指南中了解到減災、整備、應變、復原四個階段中應完成或可選擇性地完
成那些細項，再從這些細項的說明中了解到有那些網站或機構之資訊可加以收集與利
用，並據此完成所要的表單或圖文。而所要完成之實務內容則放置於災害防救計畫之
參考範例中，以便各校可以酌情參採。目前本計畫已初步完成校園災害防救計畫編撰
指南初稿之編寫，未來將與自評機制之文件相整合，以確保指引與評核機制之一致
性，而學校也不會因為制度之整合不佳而對災害防救業務產生反彈，甚或敷衍交差了
事。
(4)補強建立「校園災害防救計畫獎勵機制」及推動模式
依據本計畫校園災害防救計畫編撰/演練成效評估機制討論之結果，以兩項考評
表整體評分結果作加總計分並排定名次。而在獎勵辦法部分，擬將邀請過去有配合教
育部防災科技教育人才培育先導型計畫實施學校防救災計畫自主編撰及演練學校，及
執行教育部補助地方政府防災教育深耕實驗專案計畫學校之校長及教育部代表進行
座談會溝通，以了解其對於校園防災計畫努力執行後所期望之獎勵方式，並依此訂定
評等及獎勵辦法。獎勵對象包括學校校長、主任及主要參與計畫規劃、計畫書編撰及
計畫演練之應變小組成員(包括教師及職員)，獎勵之項目及內容將依座談或討論之決
議報請教育部審核後公佈，在獎懲方面基本上以訪評結果之各分組成績優良者，建議
予以獎勵，並於網站公布；評核所發現亟待改善項目，函知各主管直轄市、縣（市）
主管單位，應提出改善措施與完成期限。而訪評結果將函知各直轄市、縣（市）主管
單位，並於網站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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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責任單位

校
園
災
害
防
救
計
畫
編
撰
考
評
部
分

相關文件
申請學校提出校園災害
防救計畫編撰考核審查

申請學校
教育部

書審專家

2.選聘書審專家2-4人
1.依據送件資料作書面評分

專家書面審查

補件
教育部
計畫辦公室

2.撰寫書審報告

退件
書審通過否

通過
現評專家2-4人

2.校園災害防救計畫編撰自評資料填寫
1.收件

教育部

計畫辦公室

1.申請防救計畫編撰考核審查公文

1.依據書審結果通知申請學校
2.選聘現評專家2-4人

1.緊急應變計畫書
2.應變計畫相關推行記錄資料查證

專家現場訪評

3.人員訪談4.現評會議
教育部
教育部

計畫辦公室

校
園
災
害
防
救
計
畫
演
練
考
評
部
分

1.依據現評結果通知申請學校

學校提報演練計畫書

申請學校
教育部

1.收件
2.安排專家現評時間

教育部

計畫辦公室
現評專家2-4人

1.緊急應變計畫書/演練計畫書
2.應變計畫相關推行記錄資料
3.人員訪談4.現評會議

專家現場訪評

1.總評報告書

專家撰寫總評報告

主評專家
教育部

1.彙整專家意見及考評結果
2.年度校園災害防救計畫考核審查會議

教育部

計畫辦公室

1.申請防救計畫演練考核審查公文
2.校園災害防救計畫演練計畫書

3.考評結果公文
通知申請學校
考評結果

圖一

校園災害防救計畫編撰/演練考評機制之執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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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執行進度
2.2.1 計畫執行進度
計畫執行進度概況表
時間
進度概況
96 年 08 月 24 日 召開第一次工作會議，完成計畫團隊工作規劃。
96 年 09 月 20 日 參加 PCM 第一次工作會議。
96 年 09 月 30 日 完成中小學防災教育指南研發小組之籌組。
96 年 10 月 12 日 召開第二次工作會議，完成計畫團隊工作規劃。
96 年 10 月 20 日 完成兩個不同性質之特教實驗學校之選定。
96 年 10 月 26 日 拜訪台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並取得同意函。
96 年 10 月 30 日 拜訪國立台中啟明學校，並取得同意函。
96 年 10 月 31 日 完成專家審查委員名單提送計畫辦公室備查。
96 年 11 月 12 日 完成校園災害防救計畫編撰自評申報書內容草案編撰。
96 年 11 月 13 日 完成校園災害防救計畫編撰指南草案。
96 年 11 月 15 日 完成期中報告。
96 年 11 月 30 日 96 年度第三次諮詢委員會暨第三梯次期中審查會議
96 年 12 月 11 日 2007「防災科技教育深耕實驗研發計畫」國際研討會議
96 年 12 月 26 日 國立台中啟明第一次演練
97 年 03 月 26 日 參加 PCM 第二次工作會議。
97 年 03 月 27 日 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第一次演練
96 年 04 月 25 日 校園災害防救計畫編撰及演練成效考評及獎勵機制(草案)寄出予審
查委員
96 年 04 月 30 日 參加 PCM 第三次工作會議。
97 年 05 月 12 日 召開校園災害防救計畫編撰及演練成效考評及獎勵機制(草案)審查
會
97 年 05 月 15 日 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第二次演練
97 年 05 月 21 日 國立台中啟明第二次演練
2.2.2 現階段執行情形
在校園災害防救計畫與教學結合之推動模式建立方面：
(1)建立各級學校自主編撰校園災害防救計畫機制，強化師生共同參與提升防救災知
識、態度及技能。
目前已依據所編擬之訪談大綱，向參與校園災害防救計畫機制示範演練的學校、
指導教授、教育行政單位人員、教災協助人員〝進行調查〞，收集其意見及其舉辦時
所需的資源及遭受困難，配合本計畫所研擬的災害防救計畫編撰流程、檢核表格，才
能落實到學校自主編撰校園災害防救計畫機制的執行。
(2)建立國小及國中學習之活動教具設計指南(須包括設計理念、製作及操作方法、適用
年齡及使用單元等)。
透過編撰小組之討論，目前已進行至教具製作、測試及與指南編撰彙整階段，即
將進行專家審查會議，以徵求各方之意見，讓教具設計指南及示範例更臻完善。
在校園災害防救計畫試行及考評機制之檢討(一般學校)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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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所研擬之「校園災害防救計畫編撰及演練考評暨獎勵機制」，係延續前一
年度（95）聯合大學所完成之成果，配合現今校務評鑑之流程，並以「計畫－執行－
稽核－修正（PDCA）」之方式逐步引導學校人員填報其在準備校園防災計畫過程中
所彙整之資料，展現該校所付出之努力與心血。自評表中所臚列之「評分等級說明」
除了讓學校可以自我了解該申報年度所達成之分數之外，亦可讓其明瞭尚待努力之項
目為何，並作為前後兩個年度自我成長（或改進）之比較。此一機制確立之後，即可
以「自由申報」與「指定考評」兩種方式搭配推廣至全國各校，使其成為正常校務評
鑑之一環，進而達成落實校園防災計畫執行之目標。而在演練考評部分，本團隊也加
強要求「與演練相關之準備事項」，而非「計畫編撰相關事項」之重複查核，此亦可
引導學校針對演練實務探討其事故情境模擬之真切性與應變作為及器材之實際需
求，讓學校明白緊急應變之機制絕非僅只有疏散逃生而已。文件中計有考評暨獎勵機
制之設計、考評及獎勵實施辦法、編撰暨演練評分表（分別有書面審查及現場訪視兩
種）、評鑑結果計分表、學校之編撰暨演練自評申報書（含表格及填寫說明）等六大
部分。
在參考審查委員意見修訂後，未來將邀請過去有配合教育部防災科技教育人才培
育先導型計畫實施學校配合施行，來完成各級學校之校園災害防救計畫範例。
在特殊學校校園災害防救計畫試行及考評機制之檢討(特殊學校)方面：
目前所完成之一般校園災害防救計畫編撰指南草案，已考量納入特殊學校之需
求，以符合特殊教育回歸主流之趨勢（即在一般學校設置特教班或資源班）。
(1)選定二個實驗學校進行模擬演練與製作示範光碟
A.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兩次演練主題分別為每日接送交通車事故處理及火災
逃生
B.台中啟明學校：兩次演練主題分別為校外教學交通車事故處置及白天上課期間地震
逃生疏散演練。
兩所學校皆已完成前一項次之演練，並積極籌辦第二項次之活動。有關已完成之
演練圖片如下節所示。所拍影片正進行剪輯，待第二次演練完成拍攝剪輯後即可壓製
光碟。
(2)研訂特教學校災害防救計畫範例
目前除現有兩所學校之災害防救計畫資料外，亦積極彙整去年度由雲科大團隊所
完成之特教學校相關成果，可以如期完成特教學校災害防救計畫範例，以供未來推廣
之用。與一般學校範例的主要差異在於考量學生之肢體障礙程度及特質，提出其特殊
之逃生需求與所需協助，供各校災規劃應變方式與人力配置時參考；現今在一般學校
亦開設資源班收容較輕度之身心障礙學生，因此一般學校編撰防災計畫時亦可參考引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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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演練

演練日期：97 年 3 月 27 日

歡迎海報

指揮中心

於事故車後方放置警告標示

警車及救護車到達支援

救護人員協助運送傷患

醫護人員抵達現場了解其他人員狀況

學生轉乘接駁車

檢討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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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中啟明學校演練

演練日期：96 年 12 月 26 日

指揮中心

出發前校方人員與司機做車輛確認

學生依序上車

發生事故後，學生於路旁避難集合

模擬人員受傷

救護人員運送受傷學生就醫

帶隊老師向指揮中心報告事故經過

檢討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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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具體成果
本計劃執行迄今，已接近結案，相關成果之雛形也逐一浮現，有關教具設計指南部
份，20 項適用於中小學各年段之較具範例業已完成，目前正編撰相關之教案企劃書，以
利彙整於指南中。在考評機制部分，本計劃提供了詳細的防救災計畫編寫說明及演練準
備說明，可提供各級學校參考。特教學校也分別將於 5 月底前完成演練項目，示範光碟
當可在影片剪輯之後予取以製作完成。本計畫工作項目雖多，但基於為各級學校提供更
多更好的參考資料之理念，參酌歷年計畫成果及相關機制流程，始能有現今之成果。未
未來希能藉由各級學校的積極參與，讓緊急應變的觀念與正確作為能深植所有師生的心
中，以減少事故發生時之傷亡與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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