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立土城高中 104學年第 2學期防災教育及地震初期緊急避難演練執行計畫 

壹、依據： 

    一、臺南市政府「臺南市政府高級中等以下各級學校 104年度校園災害管理

暨防災教育實施計畫」。 

    二、本校「104年度校園災害防救計畫」辦理。 

     

貳、實施目的： 

 一、透過天然災害「地震」逃生演練，加強學生對於地震發生時，正確逃生基

本知識之認識與瞭解。  

 二、增進學生對於地震發生時可能發生的火災，能有安全、迅速逃生之應變能  

      力。 

 三、透過防災教育使全體師生瞭解各種災害發生時之應變作為及建立正確的防

災觀念。 

  四、促進師生平時對於災害預防措施的重視，以減少發生時生命、財產的損失，

進而達到人安、物安、事安、心安的目的。 

參、實施時間： 

  一、預演時間︰105年 2月 23日【星期二】上午 0750~0810(早自修時間)。 

  二、正式時間︰105年 3月 2日【星期三】上午 0750~0810早自修時間。 

肆、實施過程與方法： 

 一、第一階段（0750-0751）：地震發生初期實施就地掩蔽自救 

  １、關閉電源，避免火災發生。 

  ２、打開大門，確保逃生路線安全。 

    ３、地震發生時先留在教室，立即蹲下並就地實施掩蔽，掩蔽要領： 

     （1）躲在桌子下雙手緊握桌腳。 

     （2）無法躲在桌子下時，可躲在走道上桌子和桌子的中間，或牆腳及柱子   

          旁，並以書包或軟墊保護頭部。 

 二、第二階段（0751-0800）：地震緊急疏散至空地集合點： 

  １、請各班依疏散路線迅速疏散至操場等空曠處集合。 

  ２、各班疏散集結時，請注意遠離建築物，並以書包或軟墊保護頭部，避免 

        掉落物擊中頭部，以維安全。 

  ３、集合完畢各班清點人數，並將清點結果回報指揮中心。 

  三、第三階段（1235-1250）：火災滅火及通報消防隊練習 

    １、地震發生後造成社會科大樓美術教室火災。 

  ２、火災發生由安全防護組以滅火器實施滅火。 

  ３、因火勢過大通報土城消防分隊協助滅火。 

  四、第四階段：防災教育（併第三階段實施） 

伍、實施地點： 

 一、第一階段：各班教室。 

 二、第二階段：疏散至操場或空地。 



  三、第三階段：社會科大樓美術教室。 

  四、第四階段：階梯教室及城中館前廣場。 

陸、緊急應變小組作業要點： 

 一、作業要點： 

  １、地震來時，立即就編組位置待命，如正在上課又無級任在場，則以學生

為首要，指導避難。 

  ２、經由廣播系統(停電時用手提喊話器)，迅速指導學生避難，請師生保持

安靜、鎮定。 

  ３、地震後了解學生安全情況。 

  ４、地震後立即依路線疏散學生，學生以小跑步方式迅速疏散。 

  ５、請老師清查學生人數並安撫學生情緒。 

  ６、如有受傷人員，立即聯繫家長及相關人員，且給予必要的急救，並送醫

處理。 

  ７、確定校舍安全，災害善後，安頓學生。 

  ８、行動不便學生就近避難，請就近老師協助照料。 

 二、緊急聯絡電話： 

      本校校安中心：06-2570382 

 三、災害防救緊急應變小組人員編組： 

編

組 
職稱 姓名 辦公電話 手機 負責工作 

指

揮

組 

指揮官 謝振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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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發言人) 
黃慰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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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搶

救

組 

組長 梁念慈   1.受災學校教職員生之搶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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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組長 鍾旭盈   

組員 廖卿妃   

組員 戴延諭   

組員 邱麗夙   

組員 洪米冠   

組員 陳馨怡   

組員 蔡宏盟   

組員 
高中專

任老師 
  

通
組長 陳志明   1.以電話通報應變小組及防

救災單位已疏散人、收容地副組長 洪智信   



報

組 

組員 高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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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地方救災、治安醫療等

單位。 

組員 役男   

組員 役男   

避

難

引

導

組 

組長 吳侕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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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組長 趙鴻中   

組員 張世宗   

組員 游貞維   

組員 鄭吉貿   

組員 涂世一   

組員 李玉鶯   

組員 
國中專

任老師 
  

安

全

防

護

組 

組長 高淑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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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組長 莊慧如   

組員 蔡秀惠   

組員 林玫芬   

組員 周娟妃   

組員 邱抱竹   

組員 鄭清連   

組員 張美鶯   

組員 謝姵羚   

緊

急

救

護

組 

組長 戴美倫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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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組長 陳嬿竹   

組員 陳冠杏   

組員 戴嘉靚   

組員 吳綠涵   

組員 謝美華   

組員 黃鈺茜   

組員 郭姝欣   

組員 陳薇茵   

組員 蔡康宏   

組員 鄭玉山   

組員 劉義君   



   四、地震避難掩護流程： 

臺南市立土城高級中學104年度第2學期地震避難掩護演練 

時間流程及應作為事項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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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日 

7時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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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時50分0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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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挑選適當人員冷靜鎮定廣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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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在桌下時，應以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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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稍歇 

(以警示聲響或廣

播方式發布) 

7時51分00秒 

1.聽從師長指示依平時

規劃之路線進行避難

疏散。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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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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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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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語、不跑、不推，在師長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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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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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地震避難掩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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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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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災、地震疏散路線圖： 

 

 

柒、本計畫呈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