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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103 年「國家防災日」防災教育宣導

活動計畫 
 

壹、目的 

為不忘九二一大地震帶來的巨大災難，中央訂定每年 9

月 21 日為「國家防災日」，希望全民不要忘記這個令

全國深沉哀慟的日子，並顯示政府對震災的重視。有鑑

於此，本府於今（103）年國家防災日前，特別擴大舉

辦防災教育宣導活動，以創新性的主題，結合各式救災

機具之展示，讓市民從防災園遊活動中自然融入災害防

救領域，進而普及防救災技能至每一家庭成員，達到全

民防災之目的，增進市民對本府災害處理之能力與信

心，俾充分展現為建構安全無虞臺北城而努力。 

 

貳、依據 

一、災害防救法第 22 條。 

二、本府 103 年防災教育宣導工作執行計畫。 

三、本府 103 年「國家防災日」系列活動實施計畫。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臺北市政府 

二、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消防局 

三、協辦單位：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暨臺北市榮譽觀護

人協進會、日本靜岡縣駐台辦事處、中華

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

險基金、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 2 -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臺北市政府環境保

護局、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臺北市政府觀

光傳播局、臺北市政府資訊局、臺北市政

府衛生局、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臺北市

勞動檢查處、臺北市大同區公所、臺北市

中山區公所。 

 

肆、活動主題 

防災有一『包』、避難就有招。 

 

伍、活動時間 

  103 年 9 月 20 日（星期六）13 時 30 分至 17 時 00 分。 

 

陸、活動地點 

臺北市花博公園-圓山園區(入口廣場及花海廣場)，地

址：臺北市中山區玉門街 1 號，活動場地平面示意圖如

附件 1。 

 

柒、活動項目 

一、舞臺節目表演。 

二、防災宣導攤位展示。 

三、防災闖關活動。 

四、消防小尖兵競技大賽。 

五、防災有獎徵答。 

六、消防救災器材及消防車輛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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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兒童遊戲區。 

 

捌、辦理方式 

一、舞臺節目內容及負責單位 

（一）舞臺表演節目內容由本府消防局負責安排，其他相

關單位配合辦理。 

（二）節目順序、內容及負責單位如下： 

 

項次 節目名稱 表演單位 負責單位 時間 

1 
太魯閣傳統打擊

之美  

傌儷芭里文化

藝術團 

本府原住民族事務

委員會 

13:30-13:45 

(15分鐘) 

2 
13:57 祈福感恩

儀式 

東星大樓 

孫姓兄弟 

本府消防局 

（減災規劃科） 

13:45-14:00 

(15分鐘) 

3 長官致詞  
本府消防局 

（減災規劃科） 

14:00-14:05 

(5分鐘) 

4 綜藝表演 
國立臺灣戲曲

學院 

本府消防局 

（減災規劃科） 
14:05-14:25 

(20分鐘) 

5 舞蹈表演 
臺北市私立水

晶幼兒園 

本府消防局 

（第四大隊） 

14:25-14:40 

(15分鐘) 

6 氣象宣導 氣象預報中心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14:40-14:50 

(10分鐘) 

7 熱舞表演 南港高工 本府教育局 
14:50-15:15 

(25分鐘) 

8 
我們這一家，防

災保險護你家 
海波兒童劇團 

財團法人住宅地震

保險基金 

15:15-15:25 

(10分鐘) 

9 舞起來、民族舞 
台灣新動力演

藝團 
臺北市大同區公所 

15:25-15:35 

(1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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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氣球表演 氣球達人 
本府消防局 

（第一大隊） 

15:35-16:00 

(25分鐘) 

11 兒童舞蹈表演 
萬華兒童福利

服務中心 

本府社會局 

(兒童及少年福利

科) 

16:00-16:10 

(10分鐘) 

12 地震宣導 地震測報中心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16:10-16:25 

(15分鐘) 

13 街舞 華岡藝校 
本府消防局 

（第四大隊） 

14:35-14:50 

(15分鐘) 

14 流行街舞 介壽國中 
本府消防局 

（第三大隊） 

16:40-16:50 

(10分鐘) 

15 頒發感謝狀  
本府消防局 

（減災規劃科） 

16:50-17:00 

(10分鐘) 

 

二、防災宣導攤位展示 

各宣導攤位編號、攤位名稱及負責單位如下： 

攤位編號 攤位名稱 負責單位 

1 

服務臺及獎品區 

（負責活動內容解說、發放

闖關活動集點卡） 

本府消防局 

（減災規劃科） 

2 闖關紀念品兌換區 
本府消防局 

(減災規劃科) 

3 環保二次袋 本府環境保護局 

4 兒童安全宣導 本府衛生局 

5 交通及治安宣導 本府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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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位編號 攤位名稱 負責單位 

6 防颱防震資訊展示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7 滅火器操作宣導 
本府消防局 

(第一大隊) 

8 緊急避難包展示 
本府消防局 

（減災規劃科） 

9 119緊急求救報案電話 
本府消防局 

(救災救護指揮中心) 

10-1 檔案應用 
本府消防局 

(秘書室) 

10-2 廉政宣導 
本府消防局 

(政風室) 

11 義消招募 
本府消防局 

(災害搶救科) 

12 國際搜救隊及搜救犬 
本府消防局 

(災害搶救科) 

13 
華古人文藝術書畫創作-陳

建華先生 

本府消防局 

（減災規劃科） 

14 獨居長者緊急救援系統 
本府社會局 

(老人福利科) 

15 
輻射監測與民眾防護資訊宣

導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16 瓦斯安全宣導 
本府消防局 

(第二大隊) 

17 反賄選及廉政宣導 
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暨臺北市榮

譽觀護人協進會 

18 防範一氧化碳中毒 
本府消防局 

(火災預防科) 

19 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宣導 
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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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位編號 攤位名稱 負責單位 

20 宣導彈珠檯 
本府消防局 

(第四大隊) 

21 PP彩球 DIY 
本府消防局 

(減災規劃科) 

22-1 

媒體接待區 

（負責勤務人員簽到及媒體

接待、發送新聞稿等） 

本府消防局 

（減災規劃科、救災救護指揮中

心、第三大隊） 

22-2 救護站 
本府消防局 

（救災救護指揮中心、第三大隊） 

23 兒童權益倡導 
本府社會局 

(兒童及少年福利科) 

24 防災教育大家一起來 本府教育局 

25 消防車摺紙 DIY 
本府消防局 
(減災規劃科) 

26 緊急避難包摺紙 DIY 
本府消防局 

(減災規劃科) 

27 
iCPR體感互動學習系統 

｢救心巴士｣ 

本府消防局 

(緊急救護科) 

28 CPR教學 GO-GO-GO 
本府消防局 

(第三大隊) 

29 防災九宮格和廉政抓抓樂 
本府工務局 

新建工程處 

30 臺北市總合治水推動計畫 
本府工務局 

水利工程處 

31 勞動安全衛生宣導 臺北市勞動檢查處 

32 1991報平安留言平臺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33 住宅地震保險宣導 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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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位編號 攤位名稱 負責單位 

34 原民風味館 本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35 電器火災防範宣導 
本府消防局 

(火災調查科) 

36 臺北市行動防災 APP 本府消防局(資通作業科)  

37 防災宣導 日本靜岡縣駐台辦事處 

38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本府消防局 

(火災預防科) 

39 預防天然氣瓦斯中毒宣導 大台北瓦斯股份有限公司  

40 雲梯車體驗 
本府消防局 

(第三大隊) 

41 煙霧體驗室 
本府消防局 

(第一大隊) 

42 防火宣導車 
本府消防局 

(第三大隊) 

43 地震體驗車 
本府消防局 

(第一大隊) 

44 小小消防衣穿著體驗 
本府消防局 

(第三大隊)  

 

三、防災闖關活動 

（一）為達宣導目的，特設計闖關活動，期使民眾能完成

體驗每一宣導攤位。闖關活動採集點制，參與體驗

之民眾，於體驗過任何一處宣導攤位，即可於集點

卡上蒐集相對應之數字。 

（二）蒐集完集點卡上一定數字後，民眾可前往服務區兌

換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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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消防小尖兵競技大賽 

    為提升學童消防知識、技能與行動能力，特以本市國

小 5年級以上學童為對象，舉辦消防小尖兵競技大賽

，其競賽內容包含有我是消防小尖兵(小小消防衣穿

著比賽)、瞄子手(小水帶打保齡球瓶比賽)、神射手(

射水比賽)、救助手(煙霧體驗室)、救護高手(CPR 比

賽)等。 

五、防災有獎徵答 

於舞臺節目表演中穿插防災有獎徵答，主持人事先準

備數道與防災相關之題目，抽點現場來賓進行問答，

並贈送來賓宣導品，炒熱活動氣氛。 

六、消防救災器材及消防車輛展示 

   展示各式消防救災器材及消防車輛，並安排解說人員

，展示之消防車輛如下： 

展示區 編號 車輛名稱 負責單位 

A 區 

1 化學災害處理車 消防局民權分隊 

2 排煙車 消防局松江分隊 

3 空氣壓縮車 消防局石牌分隊 

4 照明車 消防局八德分隊 

5 救助器材車 消防局華山分隊 

6 壓水車 防災館 

7 化學消防車 消防局龍山分隊 

8 箱型水庫車 消防局舊莊分隊 

9 小型水箱車 消防局中崙分隊 

B 區 1 加護型救護車（高頂） 消防局忠孝分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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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般型救護車（低頂） 消防局建成分隊 

3 橡皮艇 消防局金華分隊 

4 救生艇（平型底） 消防局東湖分隊 

5 救生艇（V 型底） 消防局金華分隊 

6 水上摩托車 消防局成德分隊 

7 救災機車 消防局圓山分隊 

8 救護機車 消防局忠孝分隊 

 

七、兒童遊戲區 

    於活動會場設置兒童遊戲區(設置如消防車造型充氣

式溜滑梯、手划船遊樂、洛克馬等)供兒童遊憩，藉

以吸引人潮，擴大宣導效益。 

 

玖、任務分工 

一、各單位任務分工表（附件 2）。 

二、本府消防局內部各單位任務分工表（附件 3）。 
 

拾、活動宣傳方式 

一、請本府教育局協助函知本市高中職以下各級學校及

幼兒園，本府訂於 103 年 9 月 20 日（星期六）下午

1時 30分至 5時 00分，在本市花博公園-圓山園區(入

口廣場及花海廣場，地址：本市中山區玉門街 1 號）

舉辦 103 年度「國家防災日」宣導活動訊息，鼓勵學

生及家長一同參與。 

二、請本府觀光傳播局協助消防局將 30、60與 90字之文

稿於公民營廣播電台、戶外電子看板、LED 跑馬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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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運月臺電視及捷運報（U-PAPER）刊登（內容由消

防局提供），協助宣傳本活動訊息。 

三、請本府民政局及各區公所將活動訊息登載於里鄰網

站，並鼓勵里鄰長及市民參與，以擴大防災宣導效益。 

四、請本府各參與機關通知所屬員工踴躍參加。 

五、請本府消防局對於本次活動發布新聞稿，並將活動訊

息公布於消防局、本市防災資訊網及防災科學教育館

網站，籲請民眾、學生共襄盛舉，踴躍參與。 

六、請主、協辦單位協助張貼本次活動宣導海報。 

 

拾壹、場地布置時間 

參與設攤單位於活動當日上午 10 時開始進場布置，

並請於 12 時 30 分前完成布置；消防局各大隊負責

派遣之展示車輛於活動當日上午 9 時開始進場，於

10 時前就定位。 
 

拾貳、獎懲 

本計畫各單位相關出(不)力人員之獎懲擬併入「本府

103 年『國家防災日』系列活動實施計畫」，統一由

消防局主簽敘獎（懲）。 
 

拾參、補休 

執行本案勤務工作人員，活動期間適逢輪休及例假

日放假者，於活動結束 6 個月內依實際出勤時數補

休或報領加班費。 

 

拾肆、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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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103 年「國家防災日」防災教育宣導活動 

場地平面示意圖 

 

附件 1-1 

展示車輛

進出路線 

洽公車輛

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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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103 年「國家防災日」防災教育宣導活動場地平面
示意圖-花海廣場 

  

 

 

宣導攤位展示 
1、服務臺及獎品區 

2、闖關紀念品兌換區 

3、環保二次袋 

4、兒童安全宣導 

5、交通及治安宣導 

6、防颱防震資訊展示 

7、滅火器操作宣導 

8、緊急避難包展示 

9、119 緊急求救報案電話 

10-1、檔案應用 

10-2、廉政宣導 

11、義消招募 

12、國際搜救隊及搜救犬 

13、華古人文藝術書畫創作 

14、獨居長者緊急救援系統 

15、輻射監測與民眾防護資訊宣導 

16、瓦斯安全宣導 

17-1、媒體接待區 

17-2、救護站 

18、防範一氧化碳中毒 

19、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宣導 

20、宣導彈珠檯 

21 、PP彩球 DIY 

22、反賄選及廉政宣導(檢察署) 

23、兒童權益倡導 

24、防災教育大家一起來 

25、消防車摺紙 DIY 

26、緊急避難包摺紙 DIY 

27、iCPR 體感互動學習系統｢救心巴士｣ 

28、CPR教學 GO-GO-GO 

29、防災九宮格和廉政抓抓樂(新工處) 

30、臺北市總合治水推動計畫 

31、勞動安全衛生宣導 

32、1991報平安留言平臺 

33、住宅地震保險宣導 

34、原民風味館 

35、電器火災防範宣導 

36、臺北市行動防災 APP 

37、防災宣導 

38、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39、預防天然氣瓦斯中毒宣導 

40、防火宣導車 

41、煙霧體驗室 

42、雲梯車體驗 

43、地震體驗車 

44、小小消防衣穿著體驗 

附件 1-2 

消
防
車
溜
滑
梯

 

3
5

m
*

4
m

 

附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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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103 年「國家防災日」防災教育宣導活動場地平面
示意圖-入口廣場 

 

 

 

 

 

 

附件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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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103 年「國家防災日」防災教育宣導
活動各單位任務分工表 

單位名稱 任務分工 

行政院原子能

委員會 
負責「輻射監測與民眾防護資訊宣導」宣導攤位。 

交通部中央氣

象局 

負責「防颱防震資訊展示」宣導攤位及「氣象宣導」、「地震宣

導」舞臺節目。 

中華電信股份

有限公司 
負責「1991 報平安留言平臺」宣導攤位。 

財團法人住宅

地震保險基金 

負責「住宅地震保險宣導」宣導攤位及「我們這一家，防災保

險護你家」舞臺節目。 

民政局 
督導各區將活動訊息刊登於里鄰的網站，並發動市民參與，以

擴大宣導效益。 

社會局 負責「獨居長者緊急救援系統」、「兒童權益倡導」宣導攤位。 

警察局 
1.協助派員維護市長行程維安。 

2.負責「交通及治安宣導」宣導攤位。 

環境保護局 負責「環保二次袋」宣導攤位。 

教育局 

1. 函知本市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本活動訊息，並利用各學校機

關之校內電子看板及跑馬燈播放至活動前 1 日，鼓勵學生

及家長共同參與活動。 

2. 負責「防災教育大家一起來」宣導攤位及「熱舞表演(南港

高工)」舞台節目。 

觀光傳播局 

協助將 30、60 與 90 字之文稿於各公、民營廣播電臺、電子看

板、跑馬燈、捷運月臺電視、捷運報（U-PAPER）刊登（內容

由消防局提供）及 CH3 公用頻道刊登，協助宣傳本活動訊息。 

資訊局 協助以市府員工信箱寄送活動訊息電子郵件，鼓勵參與活動。 

新建工程處 負責「防災九宮格和廉政抓抓樂」宣導攤位。 

水利工程處 負責「臺北市總合治水推動計畫」宣導攤位。 

臺北市勞動檢

查處 
負責「勞動安全衛生宣導」宣導攤位。 

臺北地方法院

檢察署暨臺北

市榮譽觀護人

協進會 

負責「反賄選及廉政宣導」宣導攤位。 

衛生局 負責「兒童安全宣導」宣導攤位。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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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名稱 任務分工 

原住民族事務

委員會 

負責「原民風味館」宣導攤位及「傌儷芭里文化藝術團(太魯

閣傳統打擊之美)」宣導攤位。 

大同區公所 負責「舞起來、民族舞」舞台活動。 

日本靜岡縣駐

台辦事處 
負責「防災宣導」宣導攤位。 

大台北瓦斯股

份有限公司 
負責「預防天然氣瓦斯中毒宣導」宣導攤位。 

各區公所 
將活動訊息刊登於里鄰的網站，並發動市民及孩童參與活動，

擴大宣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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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103 年「國家防災日」防災教育宣導
活動消防局內部各單位任務分工表 

單位名稱 任務分工 

秘書室 
1. 負責「檔案應用」宣導攤位。 

2. 負責提供「檔案應用申請服務」宣導看板文案。 

政風室 

1. 負責「廉政宣導」宣導攤位。 

2. 負責提供「廉政宣導」宣導看板文案。 

3. 負責會場安全維護事項。 

人事室 活動結束後相關人員敘獎及補休、請領加班費事宜。 

會計室 活動結束後活動經費核銷事宜。 

救指中心 

1. 負責邀請媒體及發布新聞稿，媒體、貴賓接待及拍照等事項。 

2. 負責將活動訊息登載於消防局網頁。 

3. 負責當日全體活動拍照攝影。 

4. 負責｢救護站｣及「媒體接待區」宣導攤位。 

5.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訓練中心 
1. 負責協助活動勤務。 

2.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減災科 

1. 訂定工作計畫、整體活動規劃事宜、市長出席請示單、撰寫

市長致詞稿、消防局局長致詞稿及新聞稿、簽辦活動採購事

宜、場地規劃、投保防災教育宣導活動公共活動意外險等事

項。 

2. 負責印製宣傳海報，於各學校、里（社區）、機關、公共場

所等人潮往來聚集之地點張貼。 

3. 發布活動新聞稿予各媒體電臺及地區電視臺宣傳，並請報

紙、雜誌刊登。 

4. 統一製發邀請卡邀請貴賓，並邀請媒體採訪報導。 

5. 負責將訊息登載於防災資訊網及防災科學教育館，並函文本

府各相關局處，敬邀所屬員工歡迎闔家踴躍參加本活動。 

6. 提供 30、60、90 字宣傳文稿予相關單位。 

7. 負責申請花博公園場地使用事宜。 

8. 負責「服務臺與獎品區」、「媒體接待區」、「緊急避難包展

示」、「消防車摺紙 DIY」、「緊急避難包摺紙 DIY」、「PP 彩

球 DIY」、「闖關紀念品」、「華古人文藝術書畫創作-陳建華

先生」等宣導攤位。 

9. 負責協助聯絡「國立臺灣戲曲學院」舞臺節目表演。 

10. 負責協調派遣「壓水車」(防災館)。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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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名稱 任務分工 

整備科 
1. 負責協助活動勤務。 

2.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資通科 

1. 負責協助活動勤務。 

2. 負責「臺北市行動防災 APP」宣導攤位。 

3. 負責協助聯絡「日本靜岡縣駐台辦事處」宣導攤位。 

4.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火預科 

1. 負責「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及「防範一氧化碳中毒」宣導攤

位。 

2.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救護科 

1. 負責「CPR 教學 GO-GO-GO」及「iCPR 體感互動學習系統

(救心巴士)」宣導攤位。 

2.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綜企科 

1. 負責提供簡便雨具（雨衣、雨傘）。 

2. 協助辦理採購事宜。 

3.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搶救科 

1. 負責「義消招募」及「國際搜救隊及搜救犬」宣導攤位。 

2. 負責搜救器材展示。 

3.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火調科 
1. 負責提供「電器火災防範」宣導攤位。 

2.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第一大隊 

1. 負責協助聯絡「氣球表演」舞臺節目表演。 

2. 負責「滅火器操作宣導」、「地震體驗車」、「煙霧體驗室」宣

導攤位及「充氣滅火器」展示。 

3. 負責協調派遣「化學消防車」、「救護機車」、「加護型救護車

（高頂）」、「救助器材車」。 

第二大隊 

1. 負責「瓦斯安全宣導」宣導攤位。 

2. 負責協調派遣「箱型水庫車」、「橡皮艇」、「救生艇（V 型

底）」、「水上摩托車」。 

第三大隊 

1. 負責「流行街舞(介壽國中)」舞臺節目表演。 

2. 負責｢救護站｣、「CPR 教學 GO-GO-GO」、「小小消防衣穿著

體驗」等宣導攤位。 

3. 負責「防火宣導車」、「雲梯車體驗」等防災體驗攤位及「小

飛象嘟嘟」展示。 

4. 負責活動當日出入口交通安全維護警戒。 

5. 請指派中隊長以上人員負責指揮協調現場展示車輛規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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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名稱 任務分工 

管制。 

6. 負責協調派遣「小型水箱車」、「救生艇（平型底）」、「排煙

車」、「照明車」、「化學災害處理車」、「救災機車」。 

第四大隊 

1. 負責「舞蹈表演(臺北市私立水晶幼兒園)」、「熱舞表演(華岡

藝校)」舞臺節目表演。 

2. 負責「宣導彈珠檯」宣導攤位及「消防救助手」展示。 

3. 負責協調派遣「一般型救護車（低頂）」、「空氣壓縮車」。 

各大隊 

1. 負責張貼活動海報並發動市民參與活動。 

2. 提供勤務人力。 

3.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