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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 震災 20 週年暨莫拉克風災 10 週年系列活動 

防災總動員暨防災校園大會師 

活動計畫 
壹、緣起： 

為強化學校防災教育推動，建置安全校園，乃推動「學校防減災及氣候

變遷調適教育精進計畫」，藉由發展防災教育教學模組與學習推廣機制，建

立一套完善、健全、在地化之防災學習環境。透過建置防災校園示範學校，

廣宣防災教育創新作為與建構推廣基地，由單點學校拓展至鄰近社區，鏈結

與型塑在地化防災教育共構網絡，永續發展防災教育及落實各項防災工作。 

另為鼓勵各級學校重視校園環境安全及防災教育宣導，本部於每年辦理

「防災校園大會師」活動，經由活動選拔並表彰參與計畫績優學校，並肯定

學校參與防災計畫之成果，藉以強化校園安全及防災教育品質，喚醒師生、

家長及社區對於災害的危機意識，期加強俱備災前、災後的應變能力，提升

全體國民防災素養。 

貳、依據： 

依據行政院秘書長 107 年 7 月 27 日院臺忠字第 1070182207 號函暨行政院災

害防救辦公室 107 年 11 月 12 日院臺忠字第 1070215830 號函辦理。 

參、主題：「韌性校園蛻變重生，防災校園讚出來」 

肆、目的： 

一、落實跨部會合作，達到資源共享之目的。 

二、表彰防災校園績優學校，給予肯定與鼓勵。 

三、促進學校彼此之間的交流，以達防災教育觀念橫向發展。 

四、強化師生災害的觀念及應變能力，促使防災教育向下紮根。 

伍、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行政院 

二、主辦單位：教育部、內政部 

三、協辦單位：內政部消防署、經濟部水利署、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臺北市政府消防局、國家災害

防救科技中心、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銘傳大學。 

四、承辦單位：社團法人臺灣防災教育訓練學會、辰熹創意整合有限公司 

陸、辦理日期： 

一、108 年 4 月 17 日（三）2019 防災教育國際實務經驗研討會。 

二、108 年 4 月 19 日（五）防災總動員暨防災校園大會師活動。 

三、108 年 4 月 20 日（六）大手小手玩防災、故事方舟、民眾互動體驗及摸

彩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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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辦理地點： 

一、國際研討會：銘傳大學基河校區國際會議廳(臺北市士林區基河路 130

號)。 

二、防災總動員暨防災校園大會師：臺北車站多功能展演區及東門廣場（臺北

市中正區北平西路三號）。 

 

捌、參加對象： 

一、總統府暨行政院所屬相關機關首長及人員。 

二、各部會災害主關機關首長及人員。 

三、各縣市防災教育業務主管、承辦人、防災輔導團團員、各類參展學校及其

學校人員。 

四、一般大眾。 

玖、舉辦方式： 

一、國際研討會：促進基層防災教育人員，汲取不同國家執行防災教育現況與

經驗，透過防災教育國際實務經驗研討會，邀請美籍、日籍、澳籍國際學

者來臺專題演講，提升國內防災教育人員國際視野，推進國際防災教育人

才交流。 

二、防災總動員暨防災校園大會師：為展現 107 年度補助建置防災校園成果舉

辦大會師活動，期藉相互交流與觀摩分享，俾利優良防災校園案例與經驗

擴大推廣，當日除評選各校執行成果外，並規劃辦理下列活動增添豐富

性： 

東門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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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闖關活動：活動參與人員至各攤位(績優學校與各部會)觀摩與互

動，可持摸彩券於各攤位由各攤位負責人員蓋印戳章。闖關集點

卷由報到處統一發放，每人限定乙張，共分兩階段闖關如下表： 

關卡 闖關條件 過關獎勵 

第一關 
集滿 6 所防災校園學校攤位戳章與

4 間機關單位戳章。 

摸彩卷 1 張 

（請至報到處兌換） 

第二關 
集滿 20 所績優學校攤位戳章與全

部機關單位戳章。 

小禮物 1 份 

（請至報到處兌換） 

（二）摸彩活動：兩天活動預計抽出 64 名幸運得主，並可分別獲得超

值禮物 1 份。 

（三）小記者採訪：安排臺北市立育成高級中學學生擔任小記者，於評

審時間進行攤位採訪，分兩組進行，每校預計採訪時間 3 分鐘。 

三、大手小手玩防災（教具實作）：藉由手作體驗方式推廣防災教育，於主舞

臺共規劃五個場次進行，欲參加活動需事先線上報名。 

（一）線上報名資訊：https://goo.gl/forms/syoJGaOLNcbrWmSf2。 

（二）參加對象：每場次名額以 50 人為限，採取網路報名；另開放現

場報名每場次 20 人，額滿為止。 

（三）場次規劃（4 月 20 日），詳附件議程表。 

（四）活動流程： 

1.報到程序：網路報名成功後，於每場次開始前 30 分鐘至前 10

分鐘，至報到區表明身分報到，依實際報到人數增加現場額外名

額。 

2.活動參與：依不同場次參與實作，經由各部會解說帶領後，現場

完成手作體驗。 

（五）其他事項 

1.凡報名者，視為同意遵守本辦法之各項內容及規定，本辦法如有

未盡事宜，主辦單位保留修改、終止、變更活動內容細節之權利。 

2.本活動如遇有不可抗拒之因素或特殊情事，主辦單位保留更改相

關內容及辦法之權利，並以本活動官方網路平臺公告為依據。 

四、故事方舟（繪本導讀）：邀請親子 YOUTUBER 於主舞臺擔任繪本講敍者，

於閱讀、聽故事之中轉化防災教育觀念於民，並邀請各防災專家擔任提問

解說工作，讓活動更具教育意義。 

（一）線上報名資訊：https://goo.gl/forms/4Cg9v4VBwtQtzV0f2。 

（二）參加對象：每場次名額以 80 人為限，採取網路報名，額滿為止。 

（三）活動時間：108 年 4 月 20 日下午 13 時 30 分至 14 時 30 分。 

（四）活動流程： 

1.報到程序：網路報名成功後，於每場次開始前 30 分鐘至前 10

分鐘，至報到區表明身分報到，依實際報到人數增加現場額外名

https://goo.gl/forms/4Cg9v4VBwtQtzV0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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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 

2.活動參與：依報到順序入座參與。 

壹拾、獎勵方式：  

一、各部會署等單位配合參展支援人員，本權責從優獎勵。 

二、經核定獲選「防災校園優選及績優學校」之單位，由教育部公開表揚，

並頒發表揚獎狀。建請直轄市、縣（市）政府從優予以敘獎。 

壹拾壹、本案窗口： 

一、 社團法人臺灣防災教育訓練學會聯絡人： 

（一）盧彥佑規劃師 

（二）電話：（04）2236-6970、0937-528287 

（三）E-mail：dpe.mtp@gmail.com 

二、 辰熹創意整合有限公司聯絡人： 

（一）王宣筑專案經理 

（二）電話：02-2767-0738、0981-919-956 

（三）E-mail：tiffany.wang@solluxdesign.com.tw 

三、 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聯絡人： 

（一）李佳昕助理研究員 

（二）電話：（02）7712-9131 

（三）E-mail：ftts0728@mail.moe.gov.tw 

壹拾貳、本案費用說明：案內包含參展攤位海報、攤位庶務費用及人員午餐等基

本費用由本計畫支應，倘額外支出費用則由各縣市防災教育輔導團或個

人自行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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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防災教育國際實務經驗研討會議程 

2019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chool’s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and 

Resilience Education in Practice（ICSDRR） 

108 年 4 月 17 日（三） 

時間 Time 議程 Agenda 

09:00-10:00 報到 Registration 

10:00-10:30 開幕式及長官貴賓致詞 Opening Ceremony 

10:30-11:20 

【專題演講】Keynote speech 

推動教育計畫，有效因應災害 

Promoting Educational Programs to Effectively Address 

Disasters 

Keynote Speaker：David A. McEntire, Ph.D. 

Emergency Administration and Planning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 

11:20-12:00 與談討論 Discussion 

12:00-13:30 午餐 Lunch 

13:30-14:20 

【專題演講】Keynote speech 

氣仙沼地區的防災教育。東日本大震災後的防災教育行動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education in Kesennuma─Disaster 

risk reduction education after the Great East Japan 

Earthquake. 

Keynote Speaker：阿部正人 主任 

気仙沼市立面瀬小学校教諭 

14:20-15:00 與談討論 Discussion 

15:00-15:30 茶敘 Tea Break 

15:30-16:20 

【專題演講】Keynote speech 

災害韌性－災後復原重建的啟示 

Disaster resilience – lessons from recovery 

Keynote Speaker：Professor Lisa Gibbs 

Centre for Health Equity, Melbourne School of Population 

and Glob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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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Time 議程 Agenda 

Academic Lead, Community Resilience & Public Health, 

Centre for Disaster Management & Public Safety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16:20-17:00 與談討論 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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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總動員暨防災校園大會師 

時間 4/19 議程內容 

08：00～09：45 學校報到 / 場地布置 
08：30～09：00 評審報到 

09：00～09：45 評審會前會 

09：45～10：00 
進行攤位抽籤 

（請各校派代表至舞臺區入座) 
貴賓及評審入座 

10：00～10：04 開幕表演活動(屏東縣石門國小) 

10：05～10：25 長官致詞 

10：25～10：30 啟動儀式及大合照 

10：30～12：00 評審時間（90分鐘） 
長官巡視攤位 闖關活動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4：30 評審時間（90分鐘） 

14：30～14：40 休息時間 
闖關活動 

14：40～15：30 
評審時間（90分鐘）/ 

績優評選成績結算 
15：30～15：40 串場表演(屏東縣石門國小) 

15：40～16：10 摸彩活動 

16：10～16：30 頒發國家防災日 LOGO得獎者/公布評選結果/ 頒獎 

16：30～16：40 評選委員講評 

16：40 閉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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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4/20 議程內容 

08：00～09：00 學校報到  

09：00～10：00 開放民眾參觀 

10：00～10：05 
活動表演（臺北市士林幼兒園） 

教具徵選頒獎 

10：05～12：00 

大手小手 

玩防災 

（教具實作） 

第一場【觀測坪設備紙摺手作】 

開放民眾參觀 

闖關活動 

第二場【淹水感知器】 

第三場【淹水感知器】 

12：00～13：30 午餐時間 

13：30～14：30 

故事方舟（繪本導讀） 

Q&A 

14：30～15：30 

大手小手 

玩防災 

（教具實作） 

第四場【樂高消防車】 

第五場【防災拚圖】 

15：30～16：00 闖關活動截止/摸彩活動 

16:00 閉幕（撤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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