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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羅東高工 109 年度國家防災日地震避難掩護演練實施計畫 

壹、依據：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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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目的： 

實施地震避難掩護演練，熟稔「趴下、掩護、穩住」抗震保命三步驟，強

化師生地震災害應變處理能力，俾利做好防震準備，有效減低災損，以維

護校園及師生安全。  

參、辦理單位： 

一、主辦：教官室、學務處。 

二、協辦：教務處、總務處（學校防護團演練、學校設施、設備安全主責處

室）、實習處。 

三、參演人員：全校師生（資源班及特殊生均由特教組及輔導室提醒及引

導）。 

肆、實施時間：109年 9月 21日上午 9時 21分進行正式演練、9時 35分實施

人為災害演練。 

伍、演練重點： 

實施 1分鐘演練地震避難掩護演練動作（依據內政部及教育部共同訂定之

地震避難掩護演練時間流程及應作為事項辦理。 

陸、執行工作要項： 

一、計劃與預演階段： 

（一）109年 7月 29日，國家防災日計畫先期推演。 

（二）109年 8月 12日前，依據地震避難掩護演練時間流程及與作為事項與

要求重點，完成校園 1分鐘地震避難掩護演練計畫及腳本，呈校長核

定。 

（三）109年 8月 14日前，將預定辦理預演日期及次數，至教育部校安中心

網站進行填報，並將本計畫「地震避難掩護演練時間流程及應作為事

項」及「學校地震避難掩護應變參考程序」，公告於學校及班級公布

欄加強宣導。並排入 109學年第 1學期行事曆管制實施。 

（四）109年 8月 17前，依計畫先期完成演練活動各項設施及器材之檢視與

整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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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09年 8月 20、21日，利用一年級新生訓練時機，辦理地震就地避難

掩護示範觀摩及實際演練活動，使新生熟練動作要領與程序、及熟悉

避難疏散路線及指定集合地點。 

（六）109年 8月 26日利用防護團常年訓練研習時機，實施防護團編組人員

先期推演。 

（七）109年 8月 28日，利用學務及校務會議時機，對全校教職員工完成

「地震避難掩護演練時間流程及應作為事項」教育訓練，俾利開學後

參與預演活動。 

（八）109年 9月 2日、9日辦理兩場次，實施複合式防災專題講座及全校預

演活動（另案計畫納入學校行事曆），使校內師生熟悉演練程序及動

作要領並依據預演狀況隨即進行檢討與修正。 

（九）109年 9月 14日日上午 9時 21分，配合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辦理強震即

時警報軟體之模擬地震訊息測試作業 (不操作實兵演練)。 

（十）109年 9月 18日召開「檢討會」：根據預演期間的各預缺失進行檢討

改善，並將活動內容記錄留存。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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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哨聲)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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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錄製演練實況影片（3-5分鐘）。 

柒、正式演練結束後 1週內，至教育部校安中心登錄參演人數，俾利教育部掌握

演練整體成效，並於 109 年 9 月 28 日前至內政部臺灣 COME(抗)震網

(http://www.comedrill.com.tw/)上傳演練實況影片(以校名為檔案名稱)。 

一、依自評表完成填報作業，並於 109年 10月 4日前將自評表、照片等資料

函報宜蘭縣聯絡處，演練成果輯冊需包含以下項目：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國家防災日」績優學校自評表，以及 3-5

分鐘演練實況影片光碟。 

（二）輯冊內容：校園演練計畫、演練腳本、各項器材及設施檢視整備情形

（紀錄）、校內教職員推演及班級示範說明辦理情形、「地震避難掩

護演練時間流程及應作為事項」及「學校地震避難掩護應變參考程

序」公告及運用情形、預演辦理及檢討修正狀況、正式演練成效等。 

http://www.comedrill.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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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本地震避難掩護演練若遇重大天然災害或不可抗拒因素，由教育部國民及

學前教育署決定活動停止或延期辦理。 

玖、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將另行呈報校長或於行政會議討論修訂之。 

拾、附件： 

  一、教育部 109年度國家防災日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含幼兒園）地震避難掩護

演練時間流程及應作為事項。 

  二、本校 109年度國家防災日地震避難掩護演練腳本。 

  三、本校地震避難掩護應變參考程序。 

  四、本校地震避難掩護演練校區及各棟建築物疏散路線圖。 

  五、本校地震避難掩護演練各區域引導人員編組表。 

  六、羅東高工災害勢與狀況模擬表。 

  七、教育部國教署 109年度國家防災日地震避難掩護演練自評表。 

  八、本校地震避難掩護演練執行計畫時程管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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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109年度國家防災日高中職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地震避難掩護演練時間流

程及應作為事項（9月 21日） 

演練階段劃分 校園師生應有作為 注意事項 

階段一：地震發生前 
1.熟悉演練流程及相關應變作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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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階段二：地震發生 
【運用校內廣播系統、
喊話器或依各校現有
設施發布(全國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應配合交
通部中央氣象局強震
即時警報軟體之模擬
地震訊息辦理演練，若
上開軟體未發布警示
聲響，將自主啟動設施
辦理演練)】 

地震發生時首要保護自己，優先
執行「趴下、掩護、穩住」抗震保
命三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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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任課老師應提醒及要求同學避難掩
護動作要確實，不可講話及驚叫。 

階段三：地震稍歇 
（以警示聲響或廣播
方式發布） 

1.地震稍歇後，再去關閉電源並
檢查逃生出口及動線。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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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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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閉電源）。 

4.抵達安全疏散地點(抵達時間
得視各班疏散動線流暢度等情
形調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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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習袋或
書本保護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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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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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國立羅東高工 109年度國家防災日地震避難掩護演練腳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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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時 00分 00

秒 

至 

8時 10分 00

秒 

1.各班班長至教官

室川堂集合。 

2.各班學藝股長與

任課教師確認上

課地點。 

1.早自習結束後，對各班班長提醒演練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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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發生前 

9月 21日 

9時 00分 00

秒 

至 

9時 10分 00

秒 

1.教官室以廣播提

醒學生及任課教

師準時到課。 

2.演練各編組工作

人員就位。 

第 1 節下課後，教官室以廣播提醒學生

於第 2 節上課前到達各上課地點，並請

任課教師準時到課。 

 

地震發生前 

9月 21日 

9時 18分 00

秒 

教官室廣播說明演

練流程。 

針對演練程序及避難掩護動作要領再次

強調與說明。 

地震發生 

（以警示聲響

或廣播方式發

布） 

9時 21分 00

秒 

1.教官室播放警報

音響發布地震狀

況，並以廣播通告

全校師生。 

2.全校師生立即就

地避難掩護。 

1.廣播內容：「地震！地震！全校師生

請立即就地避難掩護」。 

2.保護頭部及身體，避難的地點優先選

擇(1)桌子下(2)柱子旁(3)水泥牆壁

邊。 

3.室內：應立即蹲(或趴跪)在桌下，並

以雙手緊握住桌腳。 

4.室外；應立即蹲下，保護頭部，並避

開掉落物。 

5.任課老師應提醒及要求同學避難掩護

動作要確實，不可講話及驚叫。 

6.各區域引導人員巡查區域內師生避難

掩護動作是否正確。 

地震稍歇 

（以警示聲響

或廣播方式發

布） 

9時 22分 00

秒 

1.警報音響停止，教

官室以廣播通告

全校向操場疏散。 

2.聽從師長及引導

人員指示依平時

規劃之路線進行

避難疏散。 

3.抵達操場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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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書包、安全帽或書本保護頭部。 

2.身障學生及資源班學生應事先指定適

當人員協助避難疏散；演練當時，指

定人員請落實協助避難疏散。 

3.離開教室後快步向操場移動，勿在走

廊上停留，避免阻礙疏散動線。 

4.疏散時不語、不跑、不推，在師長引

導下至操場各班朝會位置集合。 

5.副班長至司令台領取小點名單，任課

老師請確實清點人數，於小點名單註

明未到人員並簽名交至司令台。 

6.依學校課程排定，返回授課地點上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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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國立羅東高工地震避難掩護應變參考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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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育堂、社團教室及合作社等) 

（一）保持冷靜，立即就地避難。 

 1.就地避難的最重要原則就是先快速判斷是否有掉落物及倒塌物品，進

而優先保護頭頸部及身體。避難地點例如： 

(1)桌子或堅固的物品下方（桌子物件若可能造成傷害則不宜，例如：玻

璃桌面）。 

(2)牆角，要確認上方懸掛物品是否可能墜落、是否有玻璃窗可能爆裂等

危險狀況。 

2.避免選擇之地點： 

(1)玻璃窗旁。 

(2)電燈、吊扇、投影機等易墜落物之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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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板、公布欄下。 

3.遵循地震避難掩護三要領：趴下、掩護、穩住，直到地震搖晃結束；

若使用輪椅、助行器輔具者，應以鎖住、掩護、穩住，直到地震搖晃

結束。 

4.躲在桌下時，應盡可能趴下，壓低頭部，優先保護頭頸部，且雙手握

住桌腳以桌子掩護，並穩住身體及桌子。到任何空間都要養成習慣，

快速瀏覽地震發生時可能的保護屏障，避免電燈、吊扇或天花板、水

泥碎片等掉落造成傷害。 

（二）當地震稍歇時，應聽從師長指示，依平時規劃疏散路線，怏速疏散。注

意事項如下： 

1.應依規劃路線疏散。疏散時可用具備「緩衝」保護功能的物品保護頭

頸部(例如：較輕的書包、軟墊、墊板反折形成緩衝等)；若學生行走

仍需要牽手或老師引導，則建議可用頭套或頭盔等輔助器材。 

2.災時需冷靜應變，才能有效疏散，遵守「三不原則」：不推、不跑、

不語。大聲喧嘩、跑步，易引起慌亂、推擠，因而造成意外。若學生

面對突發事件有所恐懼或慌張，因而有放聲大哭或突然言語不止等壓

力行為，老師仍應盡可能引導學生疏散。 

3.避難疏散路線規劃，應避開修建中或老舊建物或走廊，並考量學生同

時疏散流量，務必使疏散動線順暢；另外，要特別留意低年級及特殊

需求學生（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等）之避難疏散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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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抵達安全地點（操場或其他地點）後，教職員工生均應確實點名，確

保所有人員皆已至安全地點，並安撫情緒；若有人員未到（或受

傷），應盡速執行相關應變任務。 

二、特別注意事項： 

（一）低年級學生、特教班或資源班學生應由專人引導或由鄰近老師負責帶

領；特殊教育學校得視需求規劃等待救援點。 

（二）在實驗室、實驗工廠或廚房，應立即保護頭頸部，遠離火源或化學藥

品，尋找安全的掩護位置，並依地震避難掩護要領就地避難，俟地震

稍歇後關閉火源、電源，進行疏散避難。如果正在火源、電源旁，應

順手關閉火源或電源，再行就地避難；如果不在順手範圍，應先就地

避難，優先保護自身安全。 

（三）如在大型體育館、演講廳或視聽教室，應先注意是否有掉落物，於座

位就地掩蔽並保護頭頸部，搖晃停止後再行疏散。 

（四）在建築物內需以具備緩衝效果之物品（如：防災頭套或書包）保護頭

頸部保護頭頸部；當離開建築物到空曠地後，若已無墜落致傷之可

能，則不需再特別掩護。 

（五）地震大力搖晃時，移動可能導致跌倒，毋須特別前往開門與關閉燈具

電源；地震稍歇且啟動疏散時，應記得關閉使用中之電源。 

三、學生在室外： 

（一）保持冷靜，立即就地避難。 

1.在走廊，應立即趴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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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立即趴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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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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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國立羅東高工國家防災日地震避難掩護演練各區域引導人員 

管理人 各建築責任者(委員) 
引導員 

場 所 職  稱 姓 名 

職稱：總務主任 

姓名：陳春壅 

A 敬業樓 
職稱：實習主任 

姓名：賴明志 

B1F 建築科主任 

建築科技士 

授課教師 

吳晨生 

許宏榮 1F 

2F 

3F 

4F 電機科主任 

電機科技士 

授課教師 

徐心詳 

蔡來旺 
5F 

B 樂群樓 
職稱：實習主任 

姓名：賴明志 

1F 機械科主任 

機械科技士 

授課教師 

林仲准 

楊克文 2F 

3F 

4F 

製圖科主任 

製圖科技士 

授課教師 

謝偉迪 

張俊龍 

5F 

電子科主任 

電子科技士 

授課教師 

高丁仁 

劉秀美 

6F 

資訊科主任 

資訊科技士 

授課教師 

沈明祥 

廖春禎 

C 汽車大樓 
職稱：汽車科主任 

姓名：陳玉麟 

1F 汽車科主任 

汽車科技士 

授課教師 

陳玉麟 

葉哲麟 2F 

3F 

D 昌明樓 
職稱：教務主任 

姓名：林建明 

B1F 註冊組長 趙文聖 

1F 教學組長 張淑媛 

2F 圖書館主任 紀銘華 

3F 輔導主任 呂宿菁 

4F 輔導教師 呂  萱 

E 格致樓 
職稱：設備組長 

姓名：蘇甘霖 

1F 技 士 林添裕 

2F 授課教師  

3F 授課教師  

4F 授課教師  

F 游藝樓 
職稱：學務主任 

姓名：廖錫堅 

1F 訓育組長 魏牧民 

2F 幹 事 林素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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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F 工 友 林文欽 

G 勤學樓 
職稱：主任教官 

姓名：林博謙 

1F 生輔組長 蘇正仁 

2F 校安人員 蔡文綾 

3F 教 官 王榮男 

4F 教 官 潘建勳 

H 樂育堂 
職稱：體運組長 

姓名：楊瑞耀 
全部 體育組長 楊瑞耀 

I 至善樓 
職稱：秘書 

姓名：陳建尹 

1F 庶務組長 林美玲 

2F 教官 丁士翔 

3F 技 佐 黃文傑 

J 進修學校

大樓 

職稱：進校主任 

姓名：洪進源 

1F 特教組長 張秀晴 

2F 幹 事 潘淑儀 

3F 教學組長 張淑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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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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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羅東高工災害潛勢與狀況模擬 

根據「宜蘭縣冬山鄉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實施自然環境的分析，宜蘭縣

冬山鄉的災害大致可分為五大類型，風 災、水災、地震、海嘯與坡地災

害。觀察歷年災害數據，本校有風、水、地震的影響紀錄。 

宜蘭縣降雨集中在 8~12 月秋冬季，伴隨著颱風及東北季風容易有強降

雨， 冬山鄉以平地居多再加上有冬山河與羅東溪經過，其中本校位於羅

東溪流旁，易受河水氾濫及淹水， 如遇颱風及強降雨時是首要注意的。 

狀況：日降雨量 600米時，東北村落武淵村、補城村、三奇村、珍珠村、

群英村淹水深度約 2.5～3公尺；西北方廣安村、廣興村及大雨影響，淹

水深度高達 2.5～3.5公尺。另因地震時導致堤防潰堤引發河水氾濫，導

致淹水深度超過 3.5公尺。宜蘭縣政府宣導停班停課，校安中心廣播：因

大雨及河水氾濫，請於低處的師長往高樓層逃生及移動，並靜待消防及國

軍救援。 

 

 

 

 

 

 

 

 

 

 

 

 

 

冬山鄉 600 毫米淹水潛勢與歷史災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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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國家防災日」地震避難掩護演練績優學校自評表 

項次 評分項目 評分標準 配分 小計 得分 

1 計畫作業 

1-1  校園演練計畫內容是否依上級計畫及
校園屬性擬定（區分普通型、技術型、綜
合型高中等）（1 分），應撰擬權責區分
及工作演練日程管制規畫。（1 分）。 

《說明：不同類型學校權責區分及各場地
演練規畫應有區別，為有效工作推展，各
校應有工作日程管制表》 

2 

10  

1-2  計畫是會由校長或權責主管核定 

《說明：校長為學校推動校務之領導統衘
決策者，防災演練屬全校教職員生參與及
推動之事務理應由校長關注親核》 

2 

1-3  計畫是否會辦相關處室【如總務處、
教務處、輔導室（資源班或特殊生需
求）、人事室（教職員演練）等】 

《說明：國家防災日各級學校地震避難掩
護演練乃屬災防法、民防法範疇，本應含
括全校教職員生之學校防護團演練，另學
校設施、設備安全檢整屬總務處主責；注
意事項特別提醒協助引導資源班及特殊生
等》 

1 

1-4  計畫附件之完整及適切性：演練腳本
-各場地（2 分）、疏散路線圖（1 分）、
全校教職員生演練或防護團編組表（1
分） 

《說明：本署計畫實施方式重點規劃事
項》 

4 

1-5  計畫內容及腳本明確規畫複合式災害
演練（1 分） 

《說明：本署計畫實施方式重點規劃事項
—結合各校災害潛勢因素、外力入侵等狀
況，於正式演練日實施綜合演練》 

1 

2 
器材及設施
檢視整備 

2-1  由總處務主導或會同總處務等相關編
組人員共同實施各項器材及設施檢視整備
情形相片佐證（應完成即時警報軟體、設
備測試、教室書櫃懸掛物固定、疏散路線
障礙清除等檢整工作） 
《說明：學校設施、設備安全檢整屬總務
處主責彙整》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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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國家防災日」地震避難掩護演練績優學校自評表 

項次 評分項目 評分標準 配分 小計 得分 

2-2  檢整項目總表及其他書面佐證資料
（檢附總務處之環境安全檢查表） 

《說明：檢整項目總表可由各校依現況調
製，俾利審核檢驗成效》 

2 

2-3  檢查及修繕建議，應簽請權責長官簽
核。 

《說明：簽請校長核示，確保檢整缺失及
問題可獲得改善及修繕。》 

1 

3 
演練程序 

公告宣導 

「地震避難掩護演練流程及注意事項」及
「學校地震避難掩護應變參考程序」宣導
運用情形 

3-1  利用班長集合宣導及要求張貼於教室
公佈欄請同學閱覽有相片佐證者 

2 

5  3-2  上述資訊，運用學校網頁公告及點閱
宣導成效，有網址可供查證者。 

2 

3-3  以「趴下、掩護、穩住」抗震保命三
步驟為重點之宣導海報張貼於學校處室公
佈欄或電子看板、或學校電視（牆）等畫
面者 

1 

4 
教職員 

宣導說明 

4-1  演練計畫於第 1 學期期初校務會議
前上傳學校網頁公告區（若有個資或私人
電話，可加密為教職員登入始可閱覽） 

2 

10  

4-2  利用期初校務會議對全校教職員實施
宣導說明及示範（以「趴下、掩護、穩
住」抗震保命三步驟為重點）之資料及照
片，並應有全景及宣導內容畫面 

3 

4-3  利用期初行政主管會議實施報告及分
工協調，並有權責長官核批之紀錄可查者 

3 

4-4  全校教職員出席率應大於（含）80%
以上（建議應有簽到冊佐證） 

2 

5 
全校學生 

宣導說明 

5-1  全校集會時機實施「地震避難掩護演
練」說明，有資料及相片佐證者 

2 

10  

5-2  利用新生始業輔導時機加強新生對防
災及學校避難逃生環境之認識，有資料及
相片佐證者 

2 

5-3  實施全校避難動作示範說明，有資料
及相片佐證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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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國家防災日」地震避難掩護演練績優學校自評表 

項次 評分項目 評分標準 配分 小計 得分 

5-4  依學校特性實施各教學場地之示範說
明，有腳本及演練相片佐證者（工科型學
校請列舉實作教室類型，以利加分） 

3 

6 
實施全校性
預演演練 

6-1  完整實施全校性預演 1 次（2 分）、
2 次（3 分），有資料及重點演練項目相
片佐證者 

3 

10  

6-2  預演之避難、疏散及災害救助演練成
效公告於學校網頁以擴大宣教 

（請提供畫面及網址） 

3 

6-3  預演（或縣市觀摩演練）檢討會議召
開及會議紀錄會辦後，經權責長官簽核情
形 

（註明：檢討會召集相關處室召開，建議
可併主管會議實施） 

4 

7 

正式演練 

行事曆 

7-1  正式演練日期納入學校行事例（有校
網可供查考） 

《說明：本署計畫實施方式重點要求事
項》 

2 2  

正式演練 

演練流程 

第二階段 

（地震發生） 

7-2  演練流程第二階段（地震發生） 

運用【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強震即時警報軟
體】之模擬地震訊息，發布地震來襲警
報，並「說明」避難掩護（保命三步驟）
之保護頭頸部要領。 

《說明：本署計畫實施方式重點要求事
項》 

2 

8 

 

7-3  演練流程第二階段（地震發生） 

各種場地「就地避難」保護頭頸部動作之
完整性（例教職員辦公室、教室、各專業
教室等等，每一種各 1 分），至多 6 分。 

（備註：中餐教室等易引起火災之教室，
應請學生隨即關閉爐台開關，離開火源處
所，善用物品保護頭頸部） 

6  

 

正式演練 

演練流程 

第三階段 

7-4  提醒師生避免在窗戶旁；電電燈、吊
扇投影機下；未經固定之大型機器旁等安
全注意事項，有相片佐證者。 

2 

14 

 

7-5  演練流程第三階段（地震稍歇後），
再去關閉電源、火源等易引起災害之物
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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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國家防災日」地震避難掩護演練績優學校自評表 

項次 評分項目 評分標準 配分 小計 得分 

（地震稍歇） 7-6  指派專人檢查逃生出口及疏散動線 2  

7-6  人員疏散時以頭套、 較輕的書包等
等，具備緩衝保護功能的物品保護頭頸部 

2  

7-7  依規劃路線疏散時之人員引導及秩序
狀況，遵守 不推、 跑不推、 跑不推、 
跑不推、 跑不語三 不原則 

2  

7-8  抵達操場（或其他安全疏散地點）後
之集合、導師或班長之人數清點、回報等
作為（有照片佐證者） 

3  

正式演練 

複合式災害
狀況演練 

7-9  結合各校災害潛勢因素、地震火警、

避難疏散等災害或外力入侵狀況，於正式

演練日實施綜合演練，有資料及相片佐證

者。（每一種狀況演練 4 分） 

12 12  

成果宣導 

7-10  演練成果上傳學校校網公告或影音

平台(youtube)，擴大宣導（點閱瀏覽）成

效者。 

4 4  

演練檢討 

7-11  正式演練檢討會議召開及會議紀錄
會辦後，經權責長官簽核情形，校長主持
或親核者 5 分；代理人主持或代批示者 3
分。 

（註明：檢討會召集相關處室召開，建議
可併主管會議實施） 

5 5  

8 成果彙整 7-12  正式演練成果完成整卷及簽核者 5 5  

合     計 100   

9 特殊事項 

9-1  各縣市示範觀摩演練學校（1 分） 

9-2  結合社區及縣市地方資源、民間團體
共同參與演練（1 分） 

9-3  學校防災演練經平面媒體：地方版
（1 分）、全國版（3 分）正向報導；新
聞媒體：地方新聞（1 分）、全國新聞（3
分）正向報導者。（至多 5 分） 

9-4  依計畫附件注意事項：編組輔導室、
特教教師及師生協助引導「資源班及特殊
需求學生避難疏散者（3 分）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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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國家防災日」地震避難掩護演練績優學校自評表 

項次 評分項目 評分標準 配分 小計 得分 

9-5  其他特殊表現，例如參與全縣性防災
教育宣導或競賽獲獎等，足供各校參考
者，每項加 1 分，至多 2 分。（2 分） 

總     計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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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國 立 羅 東 高 工 1 0 9 年 度 國 家 防 災 日 
地 震 避 難 掩 護 演 練 執 行 計 畫 時 程 管 制 表 
項

次 
工 作 項 目 完 成 日 期 備 考 

1 防災計畫先期推演。 109年07月29日 
 

2 
完成演練計畫及演練腳本陳校長核
定。 

109年08月12日 
 

3 

填報教育部校安中心網站預演日期
及次數，並將「地震避難掩護演練
時間流程及應作為事項」及「學校
地震避難掩護應變參考程序」，公
告於學校及班級公布欄。 

109年08月14日 

 

4 
新生始業輔導辦理示範觀摩、逃生
路線及就地掩護演練 

109年08月21日 
 

5 完成設施及器材整備。 109年08月24日  

6 

辦理防護團演練，實施示範觀摩活

動，熟練要領與程序；異動教職員

銜接教育訓練。 

109年08月26日  

7 
利用集會加強演練計畫、程序、要
領之宣導並公布於學校網頁，完成
校內教職員先期推演。 

109年08月28日 

期初校務會議會對本次活

動編組及處室分工做最後

確認，及各處室支援人員任

務分配說明。 

8 實施預演活動。 109年09月02日 配合青年防護團演練 

9 實施預演活動。 109年09月16日 配合民防團演練 

10 
實施 1次以上預演活動，進行檢討
與修正。 

109年09月18日 召集相關處室開會檢討。 

11 學校地震避難掩護應變正式演練。 109年09月21日 
配合羅東分局、廣興消防

分隊、民防團、青年防護

團實施演練。 

12 
演練成果輯冊（含演練實況光
碟），送國教署實施評選。 

109年10月0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