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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1 0 6年「 1 1 9防災宣導活動」工作計畫 

一、 依據 

消防法第5條及災害防救法第22條。 

二、 目的 

期藉由防災遊行園遊會方式及透過宣導攤位與民眾互動、傳達及教

導民眾家庭防災之觀念，以提升民眾居家生活安全。 

三、 活動時間及地點 

（一）時間：106年1月14日（星期六）13時30分至16時30分。 

（二）地點：新光三越香堤大道廣場（地址：臺北市信義區松壽路9號） 

四、 活動主題 

家庭防災月，防災恁熊讚 

五、 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 

（二）承辦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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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

住宅地震保險基金、財團法人防焰安全中心基金會、

靜岡縣防災用品普及促進協議會、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臺北市政府地政局、臺北市政府

產業發展局、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臺北市政府勞動局、

臺北市政府財政局、臺北市政府衛生局、臺北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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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臺北市各區公所、臺北大眾捷運

股份有限公司。 

六、 任務分工 

本府各單位及消防局內部各單位任務分工如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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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活動項目 

（一）防災宣導創意遊行、消防小尖兵競技大賽、舞臺節目表演、宣導

攤位闖關活動、宣導攤位評比等項目。 

（二）舞臺節目內容及負責單位： 

項次 節目名稱 表演單位 負責單位 

1 長官致詞 
本府長官及 

來賓致詞 

本府消防局 

（減災規劃科） 

2 

頒獎 

(1) 消防安全自主管理優良場 

所獎牌 

(2)協助活動有功單位感謝狀 

(3)消防小尖兵競技大賽優勝 

  隊伍獎盃及獎品 

本府消防局局長 
本府消防局 

（減災規劃科） 

3 防災宣導有獎徵答 氣球達人 
本府消防局 

（減災規劃科） 

4 趣味排球操 徐瑋中教練 
本府消防局 

（減災規劃科） 

5 搜救犬表演 
本市搜救隊 

搜救犬小組 

本府消防局 

（災害搶救科） 

6 CPR+AED 狀況劇 
本府消防局 

第二大隊 

本府消防局 

（緊急救護科、 

第二大隊） 

7 扯鈴表演 明道國小 
本府消防局 

（第一大隊） 

8 舞龍舞獅 玉成國小 
本府消防局 

（第二大隊） 

9 防火知識歌舞蹈表演 辛亥幼兒園 
本府消防局 

（第二大隊） 

10 地震我不怕舞蹈表演 立德幼兒園 
本府消防局 

（第三大隊） 

11 跆拳道表演 社子國小 
本府消防局 

（第四大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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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宣導攤位： 

1、各攤位編號、項目及負責單位一覽表如附件2。 

2、場地配置圖如附件3。 

八、 辦理方式 

（一）防災宣導創意遊行： 

為增加活動之熱鬧性及提高識別度，特於活動開始時舉辦遊行活

動，由玉成國小舞龍舞獅團帶領本市義勇消防總隊防火宣導大隊

人員、搜救犬及消防人員於活動場地內遊行，起點為香堤大道松

高路口，行經攤位宣導區及舞臺區進行隊伍介紹，最後至松壽路

口。 

（二）消防小尖兵競技大賽： 

為鼓勵學童踴躍參與活動及增進防災知識及災害應變能力，特於

此次活動中舉辦消防小尖兵創意遊行暨競技大賽，比賽規則另訂

之。 

（三）舞臺節目表演： 

1、邀請府內及民間團體進行表演。 

2、於舞臺節目表演中穿插防災宣導暨有獎徵答，由主持人與現場民

眾進行問答互動。 

（四）宣導攤位闖關活動： 

1、為達宣導目的，特設計闖關活動，讓民眾以互動方式完成體驗；

闖關活動採集點制，參與體驗之民眾，完成體驗本活動任一宣導

攤位，即可獲得點數。 

2、完成闖關集點券上規定辦法後，民眾可前往獎品兌換區兌換宣導

品。 

（五）宣導攤位評比： 

為鼓勵活動攤位宣導人員發揮創意，提升民眾對宣導攤位及闖關

活動之樂趣，以本府消防局宣導攤位列為評比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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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活動宣傳方式 

（一）請本府教育局協助函知本市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本府訂於106年1

月14日（星期六）13時30分至16時30分，在新光三越香堤大道廣

場（本市信義區松壽路9號）舉辦106年「119防災宣導活動」訊

息，鼓勵學生及家長一同參與。 

（二）請本府觀光傳播局協助本府消防局將30、60與90字文稿（內容由

本府消防局提供）刊登於公民營廣播電臺、戶外電子看板、跑馬

燈、捷運月臺電視(含跑馬燈)及捷運報（U-PAPER），協助宣傳

本活動訊息；並協助將本次活動內容及資訊刊登於臺北畫刊。 

（三）請本府資訊局協助以市府員工信箱寄送活動訊息電子郵件，鼓勵

市府員工參與活動。 

（四）請本府民政局及各區公所，協助將30字文稿（內容由本府消防局

提供）刊登於辦公大樓跑馬燈，及於里鄰網站刊登活動訊息鼓勵

市民參與，並轉知里鄰長(或社區守望相助隊) 參與本活動做為

防災教育訓練成果，以擴大防災宣導效益等事項。 

（五）請本府各參與單位通知所屬員工踴躍參加。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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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籲請民眾共襄盛

舉，踴躍參與。 

（七）請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協助本府消防局將30字文稿（內容

由本府消防局提供）刊登於跑馬燈及多媒體播放系統，並於活動

當日協助將活動會場引導海報張貼於捷運淡水信義線象山站、台

北101/世貿站及板南線市政府站（海報由本府消防局提供）。 

（八）請主、協辦單位協助張貼本次活動宣傳海報。 

十、 場地會勘及布置時間 

（一）參與設攤單位於活動當日10時30分開始進場布置，並請於12時30

分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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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場勘時間 

1、第一次場勘：106年1月9日（星期一）16時辦理活動前會勘。 

2、第二次場勘：視業務情況，如有需要再擇期辦理。 

十一、 獎懲 

請各單位落實督促所屬戮力以赴，相關出（不）力人員依規定辦理

獎（懲），並統一由本府消防局主簽敘獎（懲）事宜。 

十二、 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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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臺北市政府106年「119防災宣導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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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輻務小站」宣導攤位事項。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負責「防颱防震宣導」宣導攤位事項。 

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 

基金 
負責「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宣導攤位事項。 

財團法人防焰安全中心

基金會 
負責「防焰物品宣導」宣導攤位事項。 

靜岡縣防災用品普及 

促進協議會 
負責「靜岡縣防災用品展示」宣導攤位事項。 

本府交通局 負責「交通政令宣導」宣導攤位事項 

本府警察局 
負責「犯罪預防及交通安全宣導」宣導攤位事

項。 

本府地政局 負責「不動產交易安全」宣導攤位事項 

本府產業發展局 
負責「使用微電腦瓦斯表、智慧生活不漏氣」 

宣導攤位事項 

本府社會局 負責「家庭暴力防治宣導」宣導攤位事項 

本府勞動局 負責「職災服務報你知」宣導攤位事項。 

本府財政局 
負責「捐發票換好禮」及「動產質借業務宣導

及推廣」宣導攤位事項。 

本府衛生局 

負責「信義區健康服務中心」、「長照服務報馬

仔」、「為自己作主~安寧緩和醫療及器官捐贈意

願註記」及「健康生活型態衛教宣導」宣導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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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事項。 

本府環境保護局 

負責「環保二次袋、資源回收及狗便隨手清」、

「環保翻翻樂」及「再生土及碎木堆肥發送」

宣導攤位事項。 

本府都市發展局 
負責「住宅消保、安心成家」及「建物外牆安

全與修繕」宣導攤位事項。 

本府教育局 

函知本市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本府訂於106年1

月14日（星期六）13時30分至16時30分，在新

光三越香堤大道廣場（本市信義區松壽路9號）

舉辦106年「119防災宣導活動」訊息，鼓勵學

生及家長一同參與。 

本府觀光傳播局 

協助將30、60與90字文稿（內容由本府消防局

提供）刊登於公民營廣播電臺、戶外電子看

板、跑馬燈、捷運月臺電視(含跑馬燈)及捷運

報（U-PAPER），協助宣傳本活動訊息；並協助

將本次活動內容及資訊刊登於臺北畫刊。 

本府資訊局 
協助以市府員工信箱寄送活動訊息電子郵件，

鼓勵市府員工參與活動。 

本府民政局及本市各區

公所 

協助將30字文稿（內容由本府消防局提供）刊

登於辦公大樓跑馬燈，及於里鄰網站刊登活動

訊息鼓勵市民參與，並轉知里鄰長(或社區守望

相助隊) 參與本活動做為防災教育訓練成果，

以擴大防災宣導效益等事項。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

公司 

協助將30字文稿（內容由本府消防局提供）刊

登於跑馬燈及多媒體播放系統，並於活動當日

協助將活動會場引導海報張貼於捷運淡水信義

線象山站、台北101/世貿站及板南線市政府站

（海報由本府消防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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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消防局各單位任務分工 

減災規劃科 

1. 負責訂定防災宣導活動計畫、規劃舞臺表演節目

及宣導攤位事宜、市長出席請示單、撰寫致詞稿

及新聞稿、簽辦活動採購事宜、場地規劃及投保

公共意外責任險等事項。 

2. 負責印製宣傳海報、發布活動新聞稿，並函文本

府一級機關等事項。 

3. 負責將活動訊息登載於本局、防災科學教育館、

本市防災資訊網及本府相關局處網站等事項。 

4. 提供30、60、90字文稿予本府觀光傳播局、本府

民政局、本市各區公所及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

公司等事項。 

5. 提供活動訊息予本府資訊局。 

6. 提供活動會場引導海報予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

公司。 

7. 有關活動場地商借事宜。 

8. 負責「長官致詞」、「頒獎」、「趣味排球操」、「防

災宣導有獎徵答」舞臺節目表演及流程控管等事

項。 

9. 負責統籌規劃「防災教育宣導活動宣導攤位比

賽」。 

10. 負責「消防小尖兵競技大賽」。 

11. 負責「服務臺及闖關獎品兌換區」、「消防小尖兵

報到處及媒體接待區」、「打卡禮兌換區」、「表演

團體更衣區（男、女）及準備區」、「音控區」、

「勤務人員工作區」、「臺北防災立即 go」、「氣球

達人」、「消防小尖兵」、「DIY 區」等宣導攤位事

項。 

12. 關於本活動臨時勤務及交辦事項。 

火災預防科 

1. 負責「住宅安裝住警器、提醒逃生好利器」及「防

範一氧化碳中毒宣導」宣導攤位事項。 

2.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災害搶救科 
1. 負責搜救犬表演事項。 

2. 負責「義勇救難誰能比、打火消災真英雄」宣導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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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事宜。 

3.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整備應變科 
1. 協助「闖關獎品兌換區」事項。 

2.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資通作業科 
1. 負責「臺北市行動防災 App」宣導攤位事項。 

2.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緊急救護科 

1. 負責「救心巴士」等事項。 

2. 協助「CPR+AED 狀況劇」劇本檢視及支援解說人員

1名。 

3.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火災調查科 
1. 負責「誰是小偵探」宣導攤位事項。 

2.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綜合企劃科 
1. 協助辦理採購事項。 

2.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秘書室 

1. 負責「2017關注臺北世大運、排球歡樂無止盡」、

「檔案應用服務」宣導攤位事項。 

2.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政風室 

1. 負責「廉政宣導」宣導攤位事項。 

2. 協調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共同設攤。 

3.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人事室 
1. 負責參與本活動人員差勤及獎（懲）事項。 

2.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救災救護指揮中心 

1. 協助邀請媒體及發布新聞，媒體、貴賓接待等事

項。 

2. 協助將活動訊息登載於消防局網頁事項。 

3. 負責「媒體接待區」及「119救一救」宣導攤位事

項。 

4. 支援無線電通信器材及攝影。 

5. 協助「打卡禮兌換區」事項。 

6.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各救災救護大隊 

1. 協助活動場地周圍發放宣導文宣與宣導品事項。 

2. 協助張貼活動海報，並發動市民參與臺北市政府

106年「119防災宣導活動」事項。 

3. 協助張貼宣傳海報於分隊大門、各區公所、里鄰

辦公室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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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協請轄區義勇消防人員（含防火宣導大隊人員）

踴躍參與本次活動，以擴大防災宣導效益等事

項。 

5. 擔任防災宣導創意遊行暨消防小尖兵競技大賽工

作人員。 

6. 負責舞臺節目主持人。 

第一救災救護大隊 

1. 負責「明道國小扯鈴表演」舞臺節目表演事項。 

2. 負責「巷道淨空『救』順暢及無鐵窗宣導」、「初

期滅火四步驟-拉、瞄、壓、掃」、「家庭逃生計畫

-1、2、1、6」宣導攤位事項。 

3. 支援「地震體驗車」。 

4. 負責架設「消防瞄子手」及「滅火器」展示。 

5. 負責舞臺節目主持人1名。（黃筱真） 

6. 參與防災宣導創意遊行人員2名(著當季紅色工作

服)。 

7. 負責義消防宣大隊文山、中正、萬華中隊防災宣

導創意遊行（各中隊至少10名）。 

第二救災救護大隊 

1. 負責「玉成國小舞龍舞獅」、「辛亥幼兒園防火知

識歌」、「CPR+AED狀況劇」舞臺節目表演事項。 

2. 負責「爆竹煙火宣導」、「火場求生-真實火場體

驗」、「震!知道了嗎﹖」宣導攤位事項。 

3. 支援「救護站」救護人員2名及「救護機車」2

輛。 

4. 負責舞臺節目主持人1名。（吳俊輝） 

5. 參與防災宣導創意遊行人員2名(著當季紅色工作

服)。 

6. 協助當日活動周遭交通安全維護警戒事項。 

7. 協請信義區里鄰長發動里民參與活動事項。 

8. 負責義消防宣大隊大安、信義、南港中隊防災宣

導創意遊行（各中隊至少10名）。 

第三救災救護大隊 

1. 負責「立德幼兒園地震我不怕」舞臺節目表演事

項。 

2. 負責「居家安全設備解說」、「油鍋滅火」、「身體

著火停躺滾」宣導攤位事項。 

3. 支援「防火宣導車」派遣事項。 

4. 負責舞臺節目主持人1名。（蕭懿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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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參與防災宣導創意遊行人員4名(2名著救助服、2

名著小飛象嘟嘟及安安人偶服)。 

6. 負責義消防宣大隊中山、松山、內湖中隊防災宣

導創意遊行（各中隊至少10名）。 

第四救災救護大隊 

1. 負責「社子國小跆拳道表演」舞臺節目表演事

項。 

2. 負責「溺境求生」、「逃生保命寶典」、「救援一把

罩」等宣導攤位事項。 

3. 負責架設「消防救助手」及「小飛象」展示。 

4. 負責舞臺節目主持人1名。（李國彰） 

5. 參與防災宣導創意遊行人員2名(著救助服)。 

6. 負責義消防宣大隊大同、士林、北投中隊防災宣

導創意遊行（各中隊至少1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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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2 

臺北市政府106年「119防災宣導活動」各攤位名稱及 

負責單位一覽表 

序號 攤位名稱 負責單位 

1 ○A 服務臺及闖關獎品兌換區 本府消防局（減災規劃科） 

2 ○B 消防小尖兵報到處及媒體接待區 本府消防局（減災規劃科） 

3 ○C 打卡禮兌換區及救護站 本府消防局（減災規劃科） 

4 ○D 表演團體更衣區（女） 本府消防局（減災規劃科） 

4 ○E 表演團體更衣區（男） 本府消防局（減災規劃科） 

5 ○F 表演團體準備區 本府消防局（減災規劃科） 

6 ○G 表演團體準備區 本府消防局（減災規劃科） 

7 ○H 音控區 本府消防局（減災規劃科） 

8 ○I 勤務人員工作區 本府消防局（減災規劃科） 

9 ○J 氣球達人 本府消防局（減災規劃科） 

11 ○K 防災宣導 DIY 本府消防局（減災規劃科） 

12 ○L 防災宣導 DIY 本府消防局（減災規劃科） 

13 ○M 防災宣導 DIY 本府消防局（減災規劃科） 

14 ○N 救心巴士等候區 本府消防局（緊急救護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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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O 救心巴士等候區 本府消防局（緊急救護科） 

16 ○P 地震體驗車 本府消防局（第一大隊） 

17 ○Q 防火宣導車 本府消防局（第三大隊） 

18 ○R 救心巴士 本府消防局（緊急救護科） 

19 ○1 震!知道了嗎﹖ 本府消防局（第二大隊） 

20 ○2 住宅地震基本保險 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 

21 ○3 防颱防震宣導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22 ○4 靜岡縣防災用品展示 靜岡縣防災用品普及促進協議會 

23 ○5 輻務小站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24 ○6 環保翻翻樂 本府環境保護局 

25 
○7 環保二次袋、資源回收及狗便隨 

  手清 
本府環境保護局 

26 ○8 再生土及碎木堆肥發送 本府環境保護局 

27 
○9 為自己作主~ 

安寧緩和醫療及器官捐贈意願註記 
本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28 ○10健康生活型態衛教宣導 本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29 ○11信義區健康服務中心 本市信義區健康服務中心 

30 ○12長照服務報馬仔 本市照顧管理中心 

31 ○13職災服務報你知 本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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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14家庭暴力防治宣導 本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33 ○15不動產交易安全 本府地政局 

34 ○16動產質借業務宣導及推廣 本市動產質借處 

35 ○17捐發票換好禮 本市稅捐稽徵處 

36 ○18廉政宣導 本府消防局（政風室） 

37 ○19檔案應用服務 本府消防局（秘書室） 

38 ○20臺北市行動防災 App 本府消防局（資通作業科） 

39 ○21 119救一救 
本府消防局（救災救護指揮中

心） 

40 
○22巷道淨空「救」順暢及無鐵窗 

  宣導 
本府消防局（第一大隊） 

41 ○23逃生保命寶典（1） 本府消防局（第四大隊） 

42 ○24逃生保命寶典（2） 本府消防局（第四大隊） 

43 ○25溺境求生 本府消防局（第四大隊） 

44 
○26 2017關注臺北世大運 

  排球歡樂無止盡 
本府消防局（秘書室） 

45 ○27救援一把罩 本府消防局（第四大隊） 

46 
○28義勇救難誰能比 

  打火消災真英雄 
本府消防局（災害搶救科） 

47 
○29使用微電腦瓦斯表 

  智慧生活不漏氣 
本府產業發展局 

48 ○30防焰物品宣導 財團法人防焰安全中心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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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31防範一氧化碳中毒宣導 本府消防局（火災預防科） 

50 
○32住宅安裝住警器 

  提醒逃生好利器（1） 
本府消防局（火災預防科） 

51 
○33住宅安裝住警器 

  提醒逃生好利器（2） 
本府消防局（火災預防科） 

52 ○34住宅消保、安心成家 本市建築管理處 

53 ○35建物外牆安全與修繕 本市建築管理處 

54 ○36犯罪預防及交通安全宣導 本府警察局信義分局 

55 ○37交通政令宣導 本府交通局 

56 ○38誰是小偵探 本府消防局（火災調查科） 

57 ○39爆竹煙火宣導 本府消防局（第二大隊） 

58 ○40家庭逃生計畫-1、2、1、6 本府消防局（第一大隊） 

59 ○41居家消防安全設備解說 本府消防局（第三大隊） 

60 ○43油鍋滅火 本府消防局（第三大隊） 

61 ○44身體著火停躺滾 本府消防局（第三大隊） 

62 
○45初期滅火四步驟- 

拉、瞄、壓、掃 
本府消防局（第一大隊） 

63 ○46火場求生-真實火場體驗（1） 本府消防局（第二大隊） 

64 ○47火場求生-真實火場體驗（2） 本府消防局（第二大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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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3 

臺北市政府106年「119防災宣導活動」場地配置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