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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一：地震避難演練 

1 地震發生

時 

 

情境模擬與介

紹。 

（教室內  教師正在利用黑板書寫上課重點） 

   （學生在底下竊竊私語） 

「嘿！你有沒有感覺，今天的天氣真熱，好想吹冷氣！」

「真的ㄟ！太熱了！」（學生做動作無須麥克風） 

廣播：104年9月17日上午8時40分，新化斷層發生錯動，

產生芮氏規模6.3的強烈淺層地震，搖晃時間持續30秒。 

＜音效：地震音效聲出現……＞ （此時音量適中） 

（模擬教室的學生聽到地震音效時馬上於桌下做跪姿雙

手握住桌腳的動作【搖晃】，部分學生發出尖叫，等到老

師指導後，馬上停止尖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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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師生安撫

與指導 各班導師（任課教師）：有地震！同學不要慌張，趕快躲

在桌子下，雙手緊握桌腳！保護頭部！ 

學生：好。 

(任課老師教導學生用書包或課本保護頭部，躲好) 

◎上課中發生地震，門窗桌椅明顯搖晃，老師立刻指示學

生在教室內找安全的地方躲避，以免被掉落物砸傷。 

◎這時候，地面搖晃更猛烈了（此時地震音效漸大），大
家嚇得驚聲尖叫（學生驚聲尖叫並搖動桌子）。 

＜地震音效聲漸小……＞ 

◎歷經 30秒的強烈震動之後，地震終於停止了……。 

（＊注意：請確保教室門為開啟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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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廣播引導避

難 

副指揮官（徐○麟主任）：學務處報告，各位老師、同學，

剛才發生了大地震，請大家不要慌張，請老師帶領同學依

防災避難路線，並將教室電源關閉，進行疏散避難。請避

難引導組分區組長(學務處人員負責)分散在預定地點協

助班級疏散避難並實施人數清點回報避難引導組組長（蘇

○立主任）。另緊急救護組（邱○品主任）請到大草皮及

籃球場設立緊急醫護站。 

副指揮官（徐○麟主任）：請同學下樓梯不要奔跑、推擠，

依照平時教導之疏散避難路線至各分區集結地點集合點

名。 

老師：各位同學！請不要慌張，記得保護頭部，依照平時

演練的疏散避難路線走，並注意掉落物。 

(中三有一位學生因為前陣子打球扭傷，他在同學的攙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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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下，也迅速的往集合地點集合。) 

副指揮官（徐○麟主任）：各分區組長注意，俟搶救組回

報學校損毀狀況後，再依指示進行操場集結。 

狀況二：地震災害發生，師生逃離與避難引導 

1 師生避難

與疏散。 

 

師生避難與疏

散。避難引導

組員引導與清

查。 

各班導師（任課教師）：同學們將書包放在頭上，迅速依

照平時教導的疏散避難路線走，並注意掉落物。 

學生：是。 

各班導師（任課教師）：同學到操場（學校規劃的集合點）

後各班以升旗隊形蹲下。 

(疏散避難開始) 

各班導師（任課教師）：現在開始清點人數，點完名的同

學請蹲下。(疏散避難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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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教室被玻

璃割傷 

郭○婷老師：同學們將書包放在頭上，迅速依照平時教導

的疏散避難路線走，並注意掉落物。 

學生：是。 

學生(308陳○豪)：老師，我的大腿被玻璃割傷。 

郭○婷老師：班長請先帶同學到學校規劃的集合點集合並

以升旗隊形蹲下。 

郭○婷老師：(初步評估學生傷勢)，○豪不要緊張，待會

到疏散地會請健護老師協助包紮。(郭老師請 308賈○翰

及汪○明等 2位學生攙扶) 

狀況三：地震災情發佈和緊急應變組織的啟動 

1 地震災情

發佈和緊

急應變組

織的啟動 

 

啟動災害應變 

組織。 

指揮官（楊○鈞校長）：因應災害發生，現在成立緊急應

變組織，請災害應變組織人員迅速至升旗台集合。 

避難引導組（蘇○立主任）：報告指揮官，避難引導組除

8名組員已前往各樓梯口協助班級疏散之外，其餘 3名全

員到齊。 

通報組（劉○呈組長）：報告指揮官，通報組全員到齊。。 

搶救組（林○穎組長）：報告指揮官，搶救組全員到齊。。 

緊急救護組（邱○品主任）：報告指揮官，救護組全員到

齊。 

安全防護組長（王○生主任）：報告指揮官，安全防護組

全員到齊。 

指揮官（楊○鈞校長）：現在開始分配任務，並發放無線

對講機給各組測試通聯。 

指揮官（楊○鈞校長）：請避難引導組（蘇○立主任）向

我回報集合狀況。 

指揮官（楊○鈞校長）：請搶救組開始巡視校園，並注意

自身安全，隨時以對講機回報校園受災狀況。 

請避難引導組統計各班人數後，立即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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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通報組通報校安中心報告目前情形。 

請安全防護組進行校園管制，必要時引導外部支援搶救人

員進入。 

請救護組成立緊急救護站，準備對受傷學生進行初步治療 

請各組帶開執行任務，並向副指揮官（徐○麟主任）回報

各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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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統計與回

報。 
避難引導組（蘇○立主任）：請分區組長回報各分區師生

人數。 

（請與學生一同疏散到操場的老師，當下務必一面做點名

的動作，『切記，不要等學生都到後才點名』，老師清點

人數才是演練關鍵） 

演練場景:操場 

各班導師（任課教師）：請班長幫忙清點人數並向老師報

告！ 

（班長一一點名，點名後，向導師回報人數，再次確認是

否所有學生都安全到達。） 

各班導師（任課教師）：○班應到○人，實到○人。（由

各班導師負責向分區組長-學務處人員編組擔任回報班級

人數） 

避難引導組（蘇○立主任）： 

請各區組長依第 1-6 區隊順序向我(避難引導組長)回報

各區隊避難班級及人員清點狀況。 

分區組長依序回報： 

第 1區隊(邱○昌教官)：第 1區隊避難班級計有 101班等

21班，應到 690員，實到 690員，人員均安全清點無誤。 

第 2 區隊(楊○仲老師)：第 2 區隊避難班級計有 301 等

12班，應到 360員，實到 360員，人員均安全清點無誤。 

第 3 區隊(楊○如老師)：第 3 區隊避難班級計有 201 等

10班，應到 300員，實到 300員，人員均安全清點無誤。 

第 4區隊(林○良先生)：第 4區隊避難班級計有 205等 9

班，應到 270員，實到 268員，唯現有 208班 2名學生失

蹤請派人前往協尋。 

第 5 區隊(張○獻老師)：第 5 區隊避難班級計有 305 等

12班，應到 360員，實到 360員，人員均安全清點無誤。 

第 6 區隊(洪○蓮老師)：第 6 區隊避難班級計有 105 等

14班，應到 424員，實到 424員，人員均安全清點無誤。 

最後統由避難引導組組長（蘇○立主任）跟指揮官回報 

避難引導組（蘇○立主任）（緊急應變中心）：報告指揮

官，全部避難師生應到 2404人，實到 2402人，未到 208

班 2名學生，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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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揮官（楊○鈞校長）：搶救組，聽到請回答。 

搶救組長（林○穎組長）：收到。 

指揮官（楊力鈞校長）：現有 208班 2名學生失蹤，請搶

救組派人前往 208班教室巡視狀況。 

搶救組長（林○穎組長）：是。建宥你攜帶大聲公跟我到

208教室找尋失蹤學生。其他組員，繼續巡視校園狀況，

有狀況立即回報。 

狀況四：災害發生，校園災情勘察、回報及人命搜救 

1  

 

校 園 災 情 勘

察、回報。 (在指揮官請搶救組、避難引導組、安全防護組在校園進

行安全查看並搜救有無受困師生時，搶救組發現第一棟教

室外牆部分坍塌，並在現場外面呼喊，確定尚未到避難疏

散點的2名學生是否陷在裡面。) 

搶救組長（林○穎組長）：有人在裡面嗎？ 

208學生(陳○新及徐○侑):微弱聲音回答…這裡 

208學生(陳○新):老師，我們班徐○侑被倒櫃及石塊壓

住，現在好像昏過去了。 

搶救組長（林○穎組長）：指揮官、指揮官，聽到請回答。 

指揮官（楊○鈞校長）：收到，請講！ 

搶救組長（林○穎組長）：報告指揮官，第 1棟教學大樓

3樓教室(208班)有屋頂有坍塌的狀況，有 2名學生受困，

其中 1名疑似昏迷，其餘大樓無明顯損壞。 

指揮官（楊○鈞校長）：是，請搶救組派人留在現場安撫

學生情緒並派人攜帶救難工具至 208班教室進行搜救，務

必注意自身安全並以對講機保持聯絡。其餘人員繼續巡視

校園其他角落，並隨時回報災情。請通報組通報消防局派

人協助搶救並向教育部校安中心，報告學校目前所發生狀

況。 

搶救組長（林○穎組長）：同學不要緊張，老師已通報消

防隊前往救援。 

通報組（劉○呈組長）：是。119嗎?這裡是大灣高中，

本校因地震有屋頂有坍塌的狀況，造成 2名學生受困，請

派人協助搶救。校安中心嗎? 這裡是大灣高中，本校因地

震教學大樓有屋頂坍塌狀況，造成 2名學生受困於教室

裡，已通報消防局協助搶救，其餘教室則無明顯損壞。 

通報組（劉○呈組長）：報告指揮官，通報組已完成通報

手續。 

指揮官（楊○鈞校長）：是。 

安全防護班(王○生主任)回報:報告指揮官，安全防護班

已使用封鎖線管制有危險的教室及校園出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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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揮官（楊○鈞校長）：收到，請安全防護班繼續管制，

並準備引導消防隊人員進入搶救。 

2 人命搜救 

 

自衛編組進行自

救 

搶救組（林○穎組長）：指揮官、指揮官，聽到請回答？ 

指揮官（楊○鈞校長）：收到，請講？ 

搶救組（林○穎組長）：報告指揮官，搶救組已到達 208

班教室，有 2名學生受困於教室內，其中 1名疑似被倒塌

的櫃子壓住，並有石塊擋住救援路線。我們持續安撫學

生，並等待消防局協助救援。 

指揮官（楊○鈞校長）：收到，請搶救組留守確定受困學

生位置，以談話方式持續安撫學生情緒並等待消防局救

援。 

搶救組（林○穎組長）：收到，完畢。搶救組組員們繼續

巡視其他地方。我負責留守確定學生位置。 

搶救組（林○穎組長）： 

同學不要害怕，我們馬上會救你出來，請保持鎮靜。 

3  

 

搶救組發現教室

起火 

這時搶救組員發現教室有失火狀況發生，馬上通報搶救組

組長。 

搶救組組員（陳○如老師）：欣穎，聽到請回答。 

搶救組（林○穎組長）：收到。 

搶救組組員（陳○如老師）：216教室有濃煙大量冒出，

疑似失火。 

搶救組（林○穎組長）：收到。 

搶救組（林○穎組長）：報告指揮官，搶救組組員剛剛巡

視第 1棟 2樓教室(216班教室)，發現疑似電線走火有黑

煙冒出，教室已經起火，我們正進行初期滅火，請通知消

防隊協助。 

指揮官（楊○鈞校長）：收到，請注意本身安全，請通報

組再次通報消防局，目前本校有教室起火。 

通報組（劉○呈組長）:通報組收到。 

(電話通知)119嗎?我是剛剛報案的大灣高中生輔組長劉

教官，本校剛剛有發現教室起火，請派人協助。 

消防局:請問你是剛剛通報的人員嗎? 

通報組:是的，我是剛剛通報人員劉教官 

消防局:好，我們立刻加派支援 

指揮官（楊○鈞校長）:請搶救組派人協助搶救組進行初

期滅火 

搶救組(林○穎組長):好，立刻派人支援 

搶救組(林○穎組長): ○銘、○欣收到請回答 

搶救組員(沈○明、易○欣)：收到 

搶救組(林○穎組長):○銘、○欣你們兩個攜帶滅火器到

216教室實施滅火並注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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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衛編組滅火失

敗 

搶救組(沈○銘老師):報告組長，火勢越來越猛，初期滅

火失敗，請求支援。 

搶救組（林○穎組長）: 報告指揮官，火勢太過猛烈，滅

火失敗，請盡速聯絡支援單位協助滅火。 

指揮官（楊○鈞校長）：已請通報組通報消防隊前往本校

協助處理，請搶救人員立即撤離，避免人員受傷。 

搶救組組長（林○穎組長）:收到，滅火班全員撤離火場 

5 消防局派

遣人車進

行搶救 

 

消防局及地震應

變隊進入搶救 

（在進行通報的同時，災害現場搶救組人員展開搜救工

作，他們到達現場先呼叫，確定受困人員的位置。學校教

職員囿於未受過正式的災害搜救訓練，尤其是在有外牆可

能倒塌的房屋中，所以在救災單位尚未抵達現場前，且未

能確認建築物是否安全時，不可隨便進入倒塌現場，也不

能隨便搬動坍塌附近的瓦礫，以免造成更多的傷害。學校

搶救組人員到達現場，除了呼叫讓受困的學生心安外，如

有學生自行脫困出來，老師就要先將他們帶到附近空曠處

做點名、安撫及詢問是否受傷之動作。） 

轄區大灣分隊到達現場後，立即與大灣高中指揮官(楊○

鈞校長)交接狀況，並接手搶救任務，並請消防局加派支

援。 

指揮官（楊○鈞校長）:目前第1棟3樓教室有2位學生受困

及第1棟2樓教室已失火且火勢猛烈。 

(搶救人員到達現場後，立即向指揮官報到並了解學校目

前災害狀況，同時實施救災指揮權轉移，會先圍起警戒

線，以免太多人靠近影響救援，同時避免又有其他的意外

傷害發生。) 

派出人車:公計水箱車四部、水庫車二部，救護車二部，

器材車一部，人員運輸車 2部 

共計消防人員 34人，地震應變隊 10人 

狀況五：災情的掌握及通報。 

1  

 

救援情況回報 搶救組（林○穎組長）：報告指揮官，消防局已順利救出

受困 218班學生陳○新及徐○侑。其中 1名被掉落物壓到

傷勢較重（徐○侑），另 1 名同學經初步檢傷後疑似只

有輕傷，我們將 2位學生送到緊急救護站，完畢。 

緊急救護組（邱○品主任）：報告指揮官，218班2名學生

已做初步醫療處理，目前生命跡象正常。並由2名組員陪

同救護車後送至永康榮民醫院治療檢查。 

指揮官（楊○鈞校長）：收到。 

指揮官（楊○鈞校長）：請通報組連絡 218班 2名受傷學

生家長到醫院協助處理。另跟家長敘述孩子狀況時，不應

誇張敘述，避免家長因過度擔心孩子狀況，前去醫院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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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意外。 

通報組（劉○呈組長）：你好，請問是陳○新的家長嗎? 

通報組（劉○呈組長）：陳先生您好，這裡是大灣高中，

您的孩子-○新，因地震被掉落物砸傷，經過初步處理後

現在已經由學校老師陪同送至榮民醫院治療，請您盡快前

往協助處理。 

通報組（吳○褕小姐）：你好，請問是徐○侑的家長嗎? 

通報組（劉○呈組長）：徐先生您好，這裡是大灣高中，

您的孩子-○侑，因地震被掉落物砸傷腿部，經過初步處

理後，現在已經由學校老師陪同送至榮民醫院治療，請您

盡快前往協助處理。 

通報組（劉○呈組長）：報告指揮官，通報組已通知 218

班 2名學生家長，家長表示會迅速趕至醫院處理。指揮官

（楊○鈞校長）：好，了解。 

狀況六：狀況解除、災後復原、學生安置及緊急收容安置 

1 災情彙整

通報 

 

避難疏散集合

地點勘察與設

立。 

 

通報組（劉○呈組長）：報告指揮官，經永康區公所災害

應變中心通知，地震緊急狀況已解除。   

指揮官（楊○鈞校長）：目前學校建築物毀損狀況輕微，

請避難引導組協助指揮學生進入操場集結。各區隊引導

時，快速通過建築物並注意安全，盡量避開有建築物毀損

或有物品掉落的地方，另再次提醒同學以書包保護頭部。 

避難引導組（蘇○立主任）：是。 

避難引導組（蘇○立主任）：請各區組長依序引導學生進

入操場集結，並請提醒同學注意安全，以書包保護頭部，

避開危險的地方。 

 

各區隊陸續將學生帶往操場集結並由各班老師再

次確認人員狀況。 
避難引導組長（蘇○立主任）：請各班老師師再次清點人

數並回報。 

（各班老師做回報人數動作） 

第 1區隊隊長(邱○昌教官)：第 1區隊到齊。 

第 2區隊隊長(楊○仲老師)：第 2區隊到齊。 

第 3區隊隊長(楊○如老師)：第 3區隊到齊。 

第 4區隊隊長(林學良先生)：第 4區隊除 218班 2名學生

後送往永康榮民醫院救護外，餘均到齊。 

第 5區隊隊長(張○獻老師)：第 5區隊到齊。 

第 6區隊隊長(洪○蓮老師)：第 6區隊到齊。 

避難引導組（蘇○立主任）：報告指揮官，本校師生已全

數至操場集合完畢，人數除 218班 2名學生送往永康榮民

醫院救護外，餘均到齊。 

指揮官（楊○鈞校長）：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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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揮官（楊○鈞校長）：請各班老師及輔導老師持續安撫

學生，並請學生先自行聯繫家長報平安及說明自身狀況。 

緊急救護組（邱○品主任）是。 

（輔導老師對全校師生進行情緒安撫及心靈重建） 

2  

 

學生安置(領

回)及緊急收

容所開設 

 

(這時候通報組接到電話，有家長要到學校帶回學生。) 

通報組（劉○呈組長）：報告指揮官，有家長打電話到校

準備帶回學生。 

指揮官（楊○鈞校長）：請避難引導組設置緊急服務站，

協助家長帶回學生。 

指揮官（楊○鈞校長）：請安全防護組協助交通管理，禁

止任何車輛進入校園，確保師生安全。 

指揮官（楊○鈞校長）：請通報組聯絡家長（或代理人）

到校接回學生的相關訊息及措施。 

通報組（劉○呈組長）：是。 

這時，避難引導組已設立好緊急服務站，準備讓家長領回

學生。 

避難引導組（蘇○立主任）：報告指揮官，我們已設立緊

急服務站並開始辦理學生領回事宜。 

指揮官（楊○鈞校長）：是。 

（金○翔家長進來） 

避難引導組組長：請問你的孩子是哪一位？ 

家長(楊介仲老師)：308班汪○明。 

避難引導組（蘇○立主任）：郭○婷老師，您班上學生汪

○明家長已經來到緊急服務站，要將孩子領回。 

（請老師帶學生到緊急服務站） 

避難引導組（蘇○立主任）：報告指揮官，因部分學生家

中因地震毀損，尚無家人到校接送，必須於學校先行安

置，等待接送，另外有家長提出部分家人與學生一同安置

之需求）。 

指揮官（楊○鈞校長）：請通報組向永康區公所災害應變

中心請求協助支援。並向教育局及教育部校安中心報告本

校災情與處理情形。 

通報組（劉○呈組長）：是。 

通報組（劉○呈組長）：永康區公所災害應變中心您好，

這裡是大灣高中。本校遭受地震破壞，教室部分受損且有

一間教室起火燃燒，先前已將火勢撲滅。目前師生人數共

2402名，其中2名學生後送至永康榮民醫院救護，其餘均

安置在學校操場等待家長接回，其中已有168名學生由家

長領回，未領回的學生由老師持續安撫、照顧。另外有部

分需要緊急收容安置之學生及其家人則請區公所災害應

變中心支援協助。 

通報組（劉○呈組長）：報告指揮官，已向上通報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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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狀況及請求協助。另外永康區公所災害應變中心回

應，將派員運送物資及設備協助學校安置無法返家之學生

及其家人。 

指揮官（楊○鈞校長）：瞭解。謝謝。 

指揮官（楊○鈞校長）：請各班導師繼續對未領回的學生

持續做心理輔導。 

有關災民收容所之開設由區公所協助，學校部分則提供場

地及人力支援。 

司儀：重大災害後，各班導師對學生要做災後情緒安撫輔

導及心靈重建。對於無法返家之學生及有需要協助之家

長，則請區公所災害應變中心協助處置。 

3  

 

災情掌握與回

報。 

指揮官（楊○鈞校長）：請通報組持續向臺南市應變中心

回報，並透過網路向教育部校安中心陳報。 

通報組（劉○呈組長）：長官您好，這裡是大灣高中。本

校因地震有屋頂坍塌的狀況，有 2名學生受傷，意識清

醒，目前已送往永康榮民醫院救護，輕傷 1名已經由本校

醫護隊包紮處理。因有建築物坍塌狀況，建築物需經過相

關單位鑑定後才能使用，目前全校師生集結於操場。 

通報組（劉○呈組長）：報告指揮官，目前臺南市災害應

變中心尚未開設，但已先向教育局及教育部臺南聯絡處回

報本校狀況。  

指揮官（楊○鈞校長）：瞭解。 

4  

 

校長安撫學生

情緒及精神鼓

舞 

指揮官（楊○鈞校長）：此次地震幸好學校無重大傷亡，

但相信各位同學的家長一定擔心各位的安全狀況，請同學

跟家長報平安並說明自身狀況，學校這邊也會透過媒體傳

送大灣高中師生均平安訊息，讓家長放心。目前因為建築

物有毀損狀況，需經過相關單位鑑定後才能使用，所以請

同學先集結於操場，有最新狀況會陸續跟同學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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