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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摘要 

為提升本市防災教育輔導團工作效能及輔導人員之專業知能，本參訪

團依據 105年度臺中市防災教育整體計畫，以自費方式進行為期 6天之防

災教育交流參訪活動。此次防災教育交流參訪為本市防災教育首發團之日

本初探，希冀能為日後臺日防災教育交流奠定良好基礎。參訪日期訂於日

本 311地震海嘯五週年紀念期間，參訪層面包含學校、社區住宅、歷史文

化景點；參訪重點則在於防災設施之整備；另探索 311五週年紀念活動及

社會復原概況……。參與交流人員在無政府補助之下，為了增廣見聞、開

拓視野、充實防災教育知能，都願意自費前往日本交流，這樣的學習熱忱

及求知欲望，真是值得讚許與嘉獎！ 

「行萬里路勝讀萬卷書。」此次參訪活動不只為臺日爾後防災教育交

流與合作開拓基石，更建立臺中市與大阪市雙方友誼。臺灣與日本同處於

西太平洋板塊碰撞最為激烈之處，地震災害頻傳；另在氣候條件上，也同

樣飽受季風帶來的雨量及颱風侵襲不斷，面對震災、水災、風災……，臺

日人民是真實的「生於憂患」之中，兩國幾乎都有著同樣的宿命，因此，

對於天然災害的防救與復原則成為兩國共同的重點研究課題。防災教育需

要從小開始，從中央到地方，從機關學校到家庭到社會，人人都需要增長

防災知識，進而成為生活的基本知能，這對於多災的兩國都有著重要的意

義。 

本次參訪藉由參觀、座談、對話和經驗分享等方式進行，有助於防災

教育輔導團的專業發展和輔導模式的創新。對於日本防災現況進行深入觀

察，達成交流參訪的目的，為推動本市防災教育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深具

啟發性，也為日後本市推動國際化防災教育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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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出國人員名單 

 

 姓名 服務單位/職稱 備註 

1 林再山 霧峰區萬豐國小 校長 團長 

2 王鴻裕 南屯區東興國小 校長 副團長 

3 姜韻梅 霧峰區桐林國小 校長  

4 張玲娟 清水區東山國小 校長  

5 胡秀美 西屯區重慶國小 校長  

6 陳美娟 梧棲區梧南國小 校長  

7 吳德惠 石岡區石岡國小 校長  

8 林玉燕 新社區協成國小 主任  

9 洪文雄 霧峰區霧峰國小 主任  

10 王勝雄 市立大道國中 主任  

11 王蒲寧 市立漢口國中 主任  

12 李育昌 市立崇倫國中 主任  

13 洪雲珠 石岡區土牛國小 主任  

14 鄭世杰 石岡區土牛國小 組長  

 

參、出國目的 

一、 了解日本京阪神地區現行相關學校防災教育作為，作為本市未

來相關政策執行之參考。 

二、 觀摩日本防災教育辦理績優學校，以提升本市各校辦理防災教

育成效。 

三、 結合日本 311 五週年紀念期間，了解災後重建及平時防災整建

概況。 

四、 促進本市防災教育輔導團工作及輔導人員之專業知能。 

 

肆、參訪過程 
第一天（3/8）臺灣→大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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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風和日麗的清晨，開啟臺中市防災教育輔導團成立滿週年的海外防

災教育參訪交流之旅，好天氣彷彿預告著本團此次赴日交流將會順利圓滿

成功。 

全體團員清晨八點陸續在預定接送點集合搭乘遊覽車一起趕赴桃園

國際機場，預定中午 12：50由臺北飛往日本大阪府的關西國際機場，本

團搭乘日本航空 806班機，在飛行時間大約 3小時 50分，大約在日本當

地時間下午 17：50抵達大阪府關西機場，該機場是因近市區舊機場無法

滿足日益增加的載客貨運量，加上日本本身高山多平地少，四周環海，港

口多有利於海運發展，因此利用海運進口砂石填海造陸，成為關西地區第

一大機場，機場建築採鋼構設計，採光明亮，兼具綠能概念，設計簡單中

透露出幾分時尚感，整體上給人一股清新明亮舒適感。 

大阪為日本政府「一都二府」中的大阪府，在經濟、科技、工業、

金融、貿易、會展和航運在日本佔有重要地位。大阪位於日本關西地區海

岸線，也是日本歷史中具有政經文化知名度的古城。抵達後，因日本開放

中國及東南地區國家短期免簽證優惠措施，意圖振興日本長期低迷的經濟

窘境，因此出關時，人潮擁擠，在海關查驗處花費將近一小時時間才順利

入境。隨即在旅行社安排林登禱導遊先生接機後，為節省時間在機場餐廳

用了簡單日本定食餐。用完晚餐後，隨即搭上遊覽車前往飯店，進入飯店

後，發現日本飯店對於地震災害預防非常重視，幾乎逃生路線都能清楚標

示在明顯處，且在床頭小矮櫃或入門口處都備有手電筒。晚上時間大家約

定在總召集人處商討隔日參訪學校行程及相關工作分配，並就防災教育相

關議題進行討論與經驗分享、交流。 

 

第二天參訪（3/9）大阪教育大學附屬平野小學校 

學校簡介及學校防災： 

  大阪教育大學附屬平野小學校 70 年前為大阪女子師範學校大學小學，

目前是一所完全學校，包含幼兒園、國小、國中、高中及大學部，其中國

小部學生共有 690 人，目前由大阪教育大學教授峯明秀先生擔任學校校長。

學校教育以獨立思考與學習、團隊合作及自我實現為目標，除此之外，平

野小學校對於學校安全與學生的疏散演練也有相當周延的規劃，包含避難

疏散的演練、教師 CPR及 AED的訓練、交通安全的實施以及製作學生危機

處理的基本流程。 

相見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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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9日進行參訪時，由於遇到學校的畢業季，4到 5年級學生正在

進行畢業典禮的演練，副校長丸野亨先生及教務主任四辻伸吾先生先為我

們介紹平野小學校的歷史及學校活動，除了我們之外，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也常常與之交流，可見學校對於學生的教學與教師的培訓皆有屬於自己的

特色。 

學校建築及補強： 

  副校長也為我們解釋，由於學校建築為五十年前建築，日本政府在神

戶大地震後，開始利用國家經費為老舊校舍進行補強，平野小學校也在八

年前完成建物的耐震補強設施，並加強窗戶及桌子的堅固度，降低地震時

學校所受的災害，維護學生學習環境的安全。此外，在日本福島 311地震

之後，學校對於災害的預防也更加重視。 

防災設備與防災應變作為： 

  接著教務主任帶我們參觀學校防災的相關設備及硬體措施，在平野小

學校裡，每間教室都設有緊急求救鈴，由於日本建物大多為木頭建築，因

此在參觀學校時，可以發現學校非常重視消防安全，每位老師都是負責各

班的「火源責任者」，對於地震來臨時的基本防護，學校則是加強桌子的

硬度，做好「初級預防」。參觀教室後，我們前往禮堂參觀學生的畢業典

禮預演，以及參觀禮堂的建築，當中也設置了火災排煙設備、滅火器，為

了強化建築物安全，可以發現禮堂窗戶及天花板皆用大鐵條加以強化。在

參觀的過程中，平野小學校除了對地震、火災等災害有所預防外，針對可

疑者或犯罪者入侵，也有相關的防護工具，以維護學生的學習安全。 

  除了學校的設備與硬體外，也規劃了學校附近的安全與疏散地圖，對

於災害來臨時的應變與收容方式，例如當大雪來臨或地震災害造成停課時，

學校可以暫時成為收容中心，藉由政府平時統一發放到收容地點的水與乾

糧，大致可以度過三天的收容期，而學校教師也會陪同學生，直到學生安

全回家。 

  結束本平野小學校的參訪後，日本政府對於學生防災及安全教育十分

重視，除了天災的防護外，人為犯罪的防範措施也建置得十分完善，透過

學校的教育與政府的後援，才能營造日本小學生的安全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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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輔導團與學校代表相見歡 教室消防設備 禮堂消防設備 

   

教室求救鈴 防範外人入侵設備 校園周遭安全疏散地圖 

 
  

建築強化-禮堂天花板及窗戶 出入口設置 AED 每位導師都是火源責任者 

 
 

 

消防安全設施 參訪結束致贈紀念品 成功參訪結束後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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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堂設置導護值勤指引 值勤登記簿及臂章 提早到校圖書閱讀區 

  
 

走廊設立分道線維護安全 樓梯設立分道線維護安全 校園耐震補強設施 

 
 

 

教室內設有偵煙警報器 通道鋪設止滑墊避免滑倒 防災頭套 

  
 

短焦距投影機避免墜落 設置欄杆防止墜落 太陽能發電展示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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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2殺菌防止疾病傳染 禮堂玻璃門窗設有保護裝置 禮堂玻璃門窗設有保護裝置 

  
 

緊急避難登設有保護裝置 禮堂設有欄杆防止墜落 交通安全文宣 

   

排煙按鈕 午餐送餐電梯加警示圖 透明玻璃門防撞 

  
 

雨傘於出入口分班擺設避免沿

路滴水造成滑倒 
電器裝置開關設鎖避免誤開 電力設施護網避免學生誤入 

 



9 

 

第二天（3/9）參訪文化景點防災作為及宣導工作：和歌山城與紅葉溪庭

園、東大寺與奈良鹿公園 

    結束平野小學校的參訪後，我們接著參觀日本著名景點的防災設施，

包含市場，還有由豐臣秀吉建造的和歌山城與紅葉溪庭園，最後我們則參

訪了全世界最大的古代木造建築--東大寺，還有世界文化遺產奈良鹿公園。 

公共建物防災設施： 

    在這些這名景點中，大多屬於日式的木頭建築，因此在保護古蹟方面，

則以消防安全為主，例如東大寺裡，在木製柱子的四周角落，都會放置一

個裝滿水的水桶，若有火災發生時，可以做為基礎滅火設備，在設置滅火

器時，也可以感覺為了可以融入當地的建築，所使用的色彩與設置都別出

心裁，讓相關的消防設備可以融入建物中。 

  參觀的過程中，也能發現為了讓 311 大地震的受災災民及受災地區，

能盡快恢復，寺廟也都建置募款箱，幫助需要協助的災民。 

 

   

和歌山城與紅葉溪庭園 滅火器在入門隨手可取得之處 火災受信器與警示鈴在管理人員室 

   

本場所不只禁煙，同時禁止無

人飛機空拍機 

和歌山城 入園登城路面的排水溝有快速

排除地面逕流水的功能，可以

防汛 

 

 

 

施工區域圍籬，注重行人出入 東大寺 寺外門邊滅火器及施工以三角



10 

 

安全 錐圍籬區隔標示 

 

 
 

東大寺裡的消防設備 東大寺裡的消防設備 東大寺裡的消防滅火器 

 

 

 

東大寺內禁菸標誌 為 311大地震賑災募款 消防水利設施，儲水設備 

 

第三天（3/10）文化景點木結構防災、飯店防災設施及 311五週年特別節

目 

    參觀京都最古老的寺院清水寺，建於公元 794年，占地面積 13萬平

方米，慈恩大師創建。現存清水寺為 1633年重修，為棟樑結構式寺院。

正殿寬 19米，進深 16米，大殿前為懸空的「清水舞臺」，由 139根高數

十米的大圓木支撐，未用一根釘子。寺中六層炬木築成的木臺為日本所罕

有。建寺以來發生過十次火災、地震 等大小不等的災害事件。  

    因為前往清水寺路徑上的二年坂、產寧坂建築物皆為木造，且參觀人

潮眾多，因此防火、防震是重要的議題，整個區域採「共同防禦」的策略，

以清水寺為核心結合週邊商家組成的社區居民自衛性防禦組織體系，為共

同生命體的防災措施，數百年來貫徹至今，體系裡組織分工明確，定期開

會討論、舉辦演習。 

    日本寺廟多為木造建築，防火為主要議題。而防災的觀念深入民眾的

生活，對於文化財的保護更是不遺餘力，社區生命共同體的概念，是值得

我們學習與推廣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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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參訪的行程中，我們也發現日本飯店對於防災與犯罪預防也做了

許多努力，例如飯店的房間裡皆有避難路線圖，也會提供手電筒，以供緊

急時使用，在一樓大廳裡也會設置 AED，若有海嘯發生，高樓層的飯店也

會轉變為緊急收容場所，對於人為犯罪，飯店人員也經過訓練，並且會將

所受的結訓證明，張貼在飯店大廳裡。 

結束今日的行程後，在飯店休息時，電視正好在轉播 311大地震五週

年的特集，看著一些當時地震與海嘯發生時的驚慌畫面，不免怵目驚心，

雖然我們仍然無法完全預測災害的發生時間，但藉由事先的預防與準備，

應能將災害降到最低。而日本為防災所做的準備與預防，也是值得學習的

範本。 

  
 

街道狹小人潮多且皆為木造建築 牆基處儲放裝滿水的水桶 
儲水槽的設置兼具消防與景觀的

作用 

   

金閣寺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景觀水池兼具消防功用 
金閣寺內設置禁止吸菸之標語，

以免釀成火災損害古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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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海嘯)發生時，飯店可作為

緊急收容地點 

飯店的房間每間都有避難疏

散路線圖 

飯店房間配有手電筒以供緊

急使用 

 

  

電視轉播 311大地震五週年

特別報導 

電視轉播 311大地震五週年

特別報導-電線走火 

電視轉播 311大地震五週年

特別報導-海嘯 

   

20110311地震後隔天街景 電線走火 22分鐘之後 20110311地震引發海嘯 

   

救災整備設備 陸上自衛隊救災指揮應變中心 住宿飯店防火優良認定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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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 (3/11) 參觀街道民居防災及學校每月演習重點 

在 311滿五週年的這一天，我們起了個大早，趁著早晨的春光，步行

前往西本願寺。京都不愧是日本的古都，巷弄之間的寺廟規模雖小，但與

人民生活息息相關的防災設備卻是一應俱全。 

    這天京都市消防局出勤 311宣導車，穿梭街巷間進行市民防災宣傳。

很難想像！不管是市區、大樓住宅區還是郊外的風景區，都能看到防災設

備，也讓我們見識到日本這個「生於憂患」的國家，對於防災意識的重視，

值得我們政府借鏡參考。 

    家家戶戶門前皆有放置已蓄水的水桶，以備消防滅火之用，就連停車

場、寺廟門邊都不例外！從這些細微的地方，我們看見日本在各級教育階

段中，不只對於防災教育及演練的執行是非常落實，同時，更感受到防災

早已成為當地居民生活中一的部分，對於從生活中仔細做起防災工作的態

度與精神，更是在這一趟參訪行程中，給我們最大的啟示！讓防災成為生

活中的一部分，當面臨各種不同類型的災害時，才能更冷靜地從容應對，

如此，在災難中生存的機率才能提高，同時更有效率地降低災害損失！ 

    「每月演習」：日本的小學每個月會有一次防災演習，有時會先告知，

有時則是臨時無預告的。演習的過程也是很生活化地融入學校生活當中。 

    防災演習過程大致如下： 

  1.警報器響&廣播通知地震來了。 

  2.老師會叫大家戴上頭巾並且躲到桌子底下，抓緊桌腳，以防被掉落 

   物擊中 。 

  3.離窗戶近的同學立刻把窗戶打開，離教室前後門最近的同學則先把 

   門打開(以免門框變形要逃生時已經打不開) 。 

  4.廣播通知，地震停了但是 XXX教室發生火災了，迅速逃離。 

  5.老師告訴大家蹲低身體，迅速且冷靜地移動到走廊，老師確定所有 

   同學都已經離開教室後，避開出火教室，帶頭前往操場 ，學生則 

   安靜聽從老師命令。 

  6.所有學生到了操場應自動坐在遠離建築物的地上，保持安靜。 

  7.校長宣佈演習成效、改進事項、所有學生離開教室所花的時間等， 

   並做總結。 

  8.回到教室後，老師進行延伸教學，提醒大家注意事項，例如：如果 

   在家中發生地震時，也要先把門打開，關閉瓦斯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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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就是每個月必行的演習過程，有學校在建造完成兩年後就因為關

東大地震而使得木製校舍全部燒毀而重建，因此，無論師生對演習的心態

上也特別嚴肅。尤其是考量到臨時遇上天然災害發生，對於學生的照護及

心靈安定的感受，因此還發了大地震來襲時，家長必須到學校接孩子的

「接送同意書」。另外，將家長納入災害避難的安置系統中，不只可以讓

學校與社區家長相互支援，更可以讓災後幸存的人，在重建之路有人為伴。 

這次日本防災教育交流之行，剛好是 311地震五週年，所以這幾天我

們在電視的節目、各寺院都可以看到有關的報導或是勸募活動，比較特別

的是在這一天，我們下榻的旅館一樓電梯處居然擺出了「京都市一齊防災

行動訓練」的告示，這就類似我們高中職以下學校在 921這一天舉辦的

「全國防災日防災演練」，不同的是主辦單位是市政府，演練對象擴及市

民；另外，這一天全國降半旗以示哀悼。 

 

   

巷弄中小寺廟的消防設備 
西本願寺內的消防設備及火

災受信器 
街道民居的消防設施 

   

一般停車場內的消防設施 為 311地震募款 途經安寧小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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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寧小學校 賑災募款用途 
寺廟內設立緊急災害對策本

部 

   

寺廟內之防災設施 寺廟內之防災設施 寺廟內之防災設施 

   

寺廟內之防災設施 西本願寺未 311地震募款 本團捐贈善款 

   

建築物的消防設施 已蓄水防災水桶 民居門口防災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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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旁小寺的防災設備 已蓄水防災水桶 民居門口防災設施 

   

消防隊所在地 京都市消防局出勤 311宣導 街角建築物的消防設施 

   

道路施工告示 建物施工告示，降低人為災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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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發生機率 

   

建物施工需取得相關許可，

注重公共安全，降低人為災

害發生機率 

建物施工需取得相關許可，

注重公共安全，降低人為災

害發生機率 

建物施工需取得相關許可，

注重公共安全，降低人為災

害發生機率 

 

第五天（3/12）大阪→神戶→高松 

今天的第一站是富有災害意涵的神戶震災紀念公園（神戸市中央区波

止場町 2 美利堅公園內），園內記錄了當年（1995年 1月 17日）日本關

西地方阪神․淡路大地震（規模為芮氏 7.3的地震災害）的悲慘情形，今

日可得而見者，為保留當時一小段破碎的水岸景觀，遭受地震坍塌的港口

以及東倒西歪的街燈均保持原貌，其目的不外乎使參觀者透過當時片段的

切片懷想起當年大地震的威力與悲慘情狀，從而記取教訓，不忘國土微脆，

使人民具有防震意識。 

在紀念公園內，透過影片的播放，述說當年阪神、淡路大避震的震傷

以及救援系統；使用表格呈現日本政府在震災之後的種種復興作為。 

距今超過 20 年的今天已經將極大部分都回復為原狀，在陽光閃耀下，

一片祥和寧靜，要不是這些（遺跡、影片、表格）的呈現，幾乎使人忘記

這裡曾經遭受芮氏 7.2級，超過 40071人死傷的大地震，也見識到日本人

災害重建的能力。 

看到美利堅公園廣域避難所的告示板，總召林再山校長立即率領大家

研究一番，上面明確標示小學校與中學校為災難避難的重要場所。 

接著，我們前往世界文化遺產－－姬路城，這是一座位於日本兵庫縣

姬路市的城堡，為該市主體象徵。由於其白色的外牆，也被稱為白鷺城。

由於其保存度較完好（城內的天守為日本的 12座現存天守之一），也被

稱為「日本第一名城」。有很多時代劇和電影也在這裡進行拍攝，或以姬

路城作為江戶城的象徵。 

上網查資料顯示：預計 2015年 03月 27日，姬路城的修復也將會全

部完成，並且開放給旅客參觀。不過，我們進城時還在進行整修，由於是

歷史古蹟，明顯預防火災的告示大剌剌的呈現在城內，由於我們身負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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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好奇那些礙眼的防災標示安置在何處，我在城門門縫中窺見熟悉的三角

錐，進門檢視，果然見到暫時不用的標示、清潔用具堆放在門後， 

走進城門後，大喇喇的防災標示映入眼簾：公園內嚴禁使用各種火源，

偌大的標示提醒民眾務必嚴守；轉向城牆，枯黃的草地正待復育，又有些

明顯的警示，禁止穿越圍線。在防災教育已經非常進步的日本地區看到這

麼顯眼不協的標示還真有點意外，只能說，這個古蹟城期許來賓共同期盼

一個翠綠的春天，更不容許有任何一次的火災破壞。 

 
 

神戶震災紀念公園保留當時一小段遭受地震坍

塌的港口原貌。 

在紀念公園內，透過表格呈現日本政府在震災之

後的種種復興作為。 

 

陽光閃耀下祥和寧靜的神戶震災紀念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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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研究美利堅公園廣域避難

所的告示板 

姬路城是歷史古蹟，城門後堆

放著警示標示用具。 

顯眼不協調的標示矗立景點，

為的就是安全 

 

第六天（3/13）：大阪→臺灣 

今日即將返臺，團員們一早即收拾起收穫滿滿的行李，行曩裝著這幾

日的交流心得與快樂回憶，在參觀過經歷五代藩主連續 100年營造的栗林

公園後，鳴門大橋預告了本次交流參訪即將畫下完美的句點。 

我們直奔大阪關西機場，團員們在巴士上即開始分享交流心得，並彼

此分工製作交流 PPT簡報，準備返臺後將在團務會議時進行本市防災教育

首發團前往日本京阪神教育交流之報告。對於如此認真積極的團員們，心

中所念所想都投入於本市防災教育的推展，著實令人動容欽佩！ 

相信本市在這些防災教育輔導團團員的努力之下，加以教育局長官們

的支持鼓勵，必將防災教育工作推展到極致，讓本市師生及家長們都更能

充分提升防災知能進而融入生活，成為生活的方式與態度。 

 

伍、心得 
    感謝教育局長官們對於防災教育的重視，並支持本團自費前往日本交

流參訪！也感謝所有參與的團員們，在短短數日的緊湊行程中都能觀察入

微，認真學習，隨時相互分享所見所聞。天氣雖然冷冽，但是大家內心卻

是熱情洋溢！我們在愉快的氛圍中吸汲營養，回國後也即將撒播種子，讓

本市防災教育工作更為精進落實。 

數點心得如下： 

一、 強化防災整備，政府、民間齊努力 

臺灣這幾年重視防災教育，在各機關、學校設置疏散避難處所，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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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場所裝設 AED，在消防法規中也要求各建築設置滅火逃生的設備，教育

部也陸續針對耐震係數不足之校舍補助經費進行補強，這幾點跟日本很像，

但是日本足以借鏡之處有： 

（一） 日本防災設施、設備較臺灣密集，除了公家單位，民間或商業

建築亦重視防災設施之建置，如飯店的房間裡皆有避難路線圖，

也會提供手電筒，以供緊急時使用，在一樓大廳裡也會設置

AED，若有海嘯發生，高樓層的飯店也會轉變為緊急收容場所。 

（二） 學校耐震補強工法細緻度較高，除了樑柱補強，並加強窗戶、

桌子的堅固度，兼具實用與美觀。 

（三） 對於人為災害（人為犯罪）以是重要課題，針對可疑者或犯罪

者入侵，也有相關的防護工具，以維護學生的學習安全。同時，

飯店人員也經過訓練，並且會將所受的結訓證明，張貼在飯店

大廳裡，針對可疑者或犯罪者入侵，也有相關的防護工具，以

維護學生的學習安全。 

以上，這是臺灣未來可以再加強的地方。 

二、 重視防災演練，融入學校、家庭生活 

（一） 密集的演練次數 

目前臺灣防災地震避難演練，規定學校每學期演練 1 次，而日

本的小學每個月會有 1 次防災演習，有時會先告知，有時則是

臨時無預告的。讓防災成為生活中的一部分，當面臨各種不同

類型的災害時，密集的演練次數，師生才能熟能生巧，災害來

臨即能迅速做出直覺反應，更冷靜地從容應對，在災難中生存

的機率才能提高，同時更有效率地降低災害損失。 

（二） 多元的演練方式 

目前臺灣防災地震避難演練多為學校單位，日本已經將演練對

象擴大到一般社區民眾一同演練。演習的過程也是很生活化地

融入學校生活當中，事實上連同一般民眾的演練更符合現實，

這也是臺灣未來推動防災教育時可以努力的方向。 

三、 自助互助公助，培養自主防災能力 

導遊在介紹日本小學教育與宗教觀時透露日本小學教育是要教導學童

生活自理能力；日本家戶門前皆有放置已蓄水的水桶，以備消防滅火之用，

就連停車場、寺廟門邊都不例外！從這些細微的地方，我們看見日本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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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教育階段中，不只對於防災教育及演練的執行是非常落實，同時，更感

受到防災早已成為當地居民生活中的一部分，對於從生活中仔細做起防災

工作的態度與精神。 

而宗教觀時提到日本人求神佛也務實的知道最後還是得靠自己，將自

己照顧好才是當務之急。聽到這裡我長久的疑惑也終於得到了解答。為什

麼 311 地震發生後日本的災民這麼的有秩序，不怨天不尤人，在政府進入

災區之前就能整頓自己的家園。這一點是值得臺灣教育思考的。 

四、 校園結合社區，打造「防災生命共同體」 

日本寺廟多為木造建築，防火為主要議題。以清水寺為例，社區防災

採「共同防禦」的策略，以清水寺為核心，結合週邊商家、居民組織「自

衛性防禦體系」，體系裡組織分工明確，定期開會討論、舉辦演習，且數

百年來貫徹至今，實為「共同生命體」概念的的防災措施與機制。在我們

推動「防災校園」的建置，納入週邊社區、資源為伙伴，互為防災生命共

同體。 

    此次臺中市防災教育輔導團的參訪活動為本市防災教育拓展了國際交

流與合作的契機，這對於位處地球板塊運動最劇烈的臺日兩國而言，具有

重要而深遠的意義。 

     

陸、建議 

    「截人之所長，補己之所短。」不論是經驗交流或參觀訪問，教育人

所見，當然從教育著手。 

以下提出幾點建議，期待我本市的防災教育能夠不斷的進步： 

一、建構一套整合式的防災資訊系統，結合政府、社區與學校防災資

訊，線上互動即時呈現： 

感謝本案相關人員認真投入本次參訪活動，透過此次的參訪，了解臺日防

災教育現況及差異，做為本市持續推動防災教育之參考。在交流過程中所

有團員感受日本在全民防災工作、防災教育的發展及建設的用心，還有對

全民安全環境建置的重視、對災前預防及災後重建復原投注之精神、人力、

物力及態度等，都值得我們學習，對於本市防災教育工作頗有參考價值。 

二、不斷培育或挖掘優秀防災教育輔導群，以提升防災教育品質： 

推動在地化災害防救策略，依據區域在地化災害及學校特色辦理防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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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相關活動，及從事課程、教材、教法、評量之研究改進及教學資源之

運用，以推動防災教育，是防災輔導團成立的宗旨，也為協助學校申請教

育部防災專案計畫，自我檢核防災教育辦理情形，因此，積極培育更多績

優防災教育人才，已滿足現場服務需求，實為當務之急，建議本府能鼓勵

防災教育績優學校優秀資深人員加入輔導小組成員，並積極輔導學校申請

防災校園建置經費，以提升防災教育品質，期待我們臺中市的防災教育能

夠不斷的進步。 

三、定期辦理防災教育外埠參觀交流活動，激發創意，以利提升防災

教育人員的熱情： 

在六天的行程中所有團員透過彼此分享參訪觀察所得、分析關鍵因素，

提供創新發想，更有助於本市防災教育輔導團的創新經營，深切期盼上級

能再辦理類似交流活動，讓本次未能參與的防災教育夥伴們，能有機會親

自體驗，相信定能激發大家推動防災教育的熱情。建議定期辦理輔導團員、

學校推動防災相關人員交流、參觀、研討相關活動，促進本市防災教育輔

導團工作及輔導人員之專業知能，並作為本市未來相關政策執行之參考，

以提升本市各校辦理防災教育成效。 

 

柒、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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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日本的庶民生活中可以見到，日本防災觀

念的落實。 
很多家戶門前擺放一桶紅色的消防用水。 

  

隨處都有防災設施，像這樣的景象在日本的

街頭隨處可見。 

從天橋上看到公寓的樓梯間都備有緩降梯或

求救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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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市一齊防災行動訓練」的告示，「全

國防災日防災演練」 

不管是市區、大樓住宅區還是郊外的風景

區，都能看到防災設備 

 
 

311地震五週年，這一天全國降半旗以示哀

悼 

矗立在景點的防災倉庫、疏散集合地區標示

等。 

 

 

京都有名的古剎--「西本願寺」的捐款活動 
參觀平野小學校校方接待人員親切的說明學

校的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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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公共區域將防災設備融入建築中 日本道路施工的防護障欄，別有巧思 

 
 

日本街道消防栓，配合街道美學 日本工廠重視工人安全防護措施 

 
 

日本重要觀光景點皆有防災自動販賣機，當

災害發生時可提供給災民 
日本公共區域皆設有 A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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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區域設有疏散避難圖 神戶地震紀念公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