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政府 109年「國家防災日」防災教育宣導活動訊息 
本府 109年 8月 12日府授消減字第 1093033558號函 

一、活動目的 

藉由「國家防災日」結合產、官、學界的能量，舉辦防災教育宣導活動，

讓民眾從活動中學習防救災知識與技能，及喚起民眾及社會各界對防災議

題的關注，推動全民防災、減災及避災技能的普及，減少面臨天然災害時

的衝擊及損失。 

二、活動時間及地點 

(一)109年 9月 20日（星期日）13時 30分至 17時。 

(二)國立國父紀念館中山公園廣場（地址：信義區仁愛路 4段 505號）。 

三、活動主題 

韌性防災齊心力「震」守家園平安居 

四、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內政部消防署。 

(二)承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消防局、國立國父紀念館。 

五、活動項目及辦理方式 

(一)舞臺節目表演： 
 

項次 節目名稱 表演單位 負責單位 

1 

(1)搜救 20˙感恩有您（退役搜救犬回

娘家及頒發搜救有功人員感謝狀） 

(2)汪星人訓練日記 

臺北市搜救隊 
本府消防局 

（災害搶救科） 

2 易讀易懂防災手冊專書發表  
本府消防局 

（減災規劃科） 

3 地震舞 消防大使麻吉貓 內政部消防署 

4 異國舞蹈表演 新住民團體 本府民政局 

5 舞蹈表演 私立吉田康復之家 本府衛生局 

6 樂團表演 五眼樂團 
本府消防局 

（減災規劃科） 

(二)宣導攤位闖關集章活動： 

1、宣導主題 

（1）居家防火、防災宣導 

據統計臺北市火災類別以住宅用途建築物為最多，火災發生原因以

使用爐火不慎居首，電氣因素次之，本次活動宣導攤位規劃用火用

電安全、安裝住宅用火災警報器等居家預防火災互動宣導；另外，

針對防災用品、緊急避難包、住宅地震保險等地震災前準備，地震

避難、防災公園、韌性社區等災時應變，透過道具及趣味遊戲等生

動活潑宣導方式，讓民眾在寓教於樂中學習防災知識，落實「自主

防災、災前準備，災時應變」的觀念，以達防災普及化。 

（2）行動 APP、電子書推廣下載宣導 

行動載具日益發達，資訊流通快速，防災資訊取得及各地災情即時

通報傳遞也趨漸容易，本府消防局「視訊 119」APP、「全民守護



者」APP、「行動防災」APP及「臺北防災立即 go」電子書等防災行

動應用軟體，透過本次活動推廣下載宣導，提供及教導民眾災害防

救之觀念，以提升民眾災害防救意識及減少災害損失。 

（3）火場逃生宣導 

煙是火場中最致命的危險因子，如何在火場逃生即為重點，本府消

防局新式煙霧體驗室將運用於本次活動中，有別於以往舊式的宣導

道具，新式體驗室仿造消防車外觀，色彩亮麗，內部設計迷宮關

卡，更讓民眾感受實際火場環境，進而學習正確逃生姿勢及觀念。 

（4）市政宣導 

本次活動除防火防災宣導之外，市府各局處亦同時宣導兵役、天然

氣使用安全、交通安全、雲端發票、勞動安全、健康資訊、環境保

護、毒品防制、家庭防暴力及國小防身警報器宣導等相關政策，讓

市民了解各種市政推動資訊。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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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各攤位編號、項目及負責單位一覽表如附表 1。 

4、場地配置圖如附表 2。 

(三)臺北市國際搜救隊 20週年特展： 

適逢臺北市國際搜救隊成立 20週年，於現場規劃臺北市國際搜救隊 20

週年特展區，搭設小型災害現場定時進行搜救模擬演練，架設指揮

站、展示搜救器材車與搜救器材，定時開放讓民眾動態體驗，及透過

宣導看板等方式，呈現該隊伍 20年來代表國家執行國際人道救援之任

務、支援其他縣市救援任務、精實之訓練成果及精良之搜救裝備器材

等。 

(四)防救災能量展示及體驗： 

1、消防救災器材與消防車輛展示、體驗，及防災宣導看板展示 

(1)定時開放讓民眾動態體驗消防救災器材及消防車輛，並由消防人員進

行解說。 

(2) 消防救災器材及消防車輛展示、體驗項目如附表 3。 

(3) 設置防災宣導看板(109年 9月 12日至 9月 20日)，藉以宣導防救災資

訊。 

2、國軍防災能量展示 

(1)展示國軍救災相關機具車輛，展現強化防災整備相關執行作為，擴大

防災宣導效益。 

(2) 國軍救災相關機具車輛展示如附表 4。 

(五)互動體驗區： 

1、小小消防員職人體驗 

以小朋友為對象設計消防體驗項目，透過親子一起參與，除增近親子

關係，也在寓教於樂活動中一同學習自助、互助、公助精神。 



2、防災桌遊 

利用圖板、紙卡等道具，以氣候變遷面臨的災害衝擊及地震應變為主

題設計的桌遊，讓民眾在遊戲中學習防救災常識。 

3、防災數位遊戲 

以電腦動畫結合防災小遊戲及有獎問答，在互動遊戲及問答中學習地

震防災知識。 

4、DIY手作 

融入消防元素設計的 DIY手作品，讓民眾在手作過程中認識消防，同

時增加活動豐富性。 

5、兒童遊戲區 

設置兒童遊戲區供兒童遊憩，藉以吸引人潮，擴大宣導效益。 

六、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措施 

(一)服務臺放置 75%酒精。 

(二)工作人員活動前 2週健康管理。 

(三)無法保持社交距離應全程佩戴口罩。 

(四)不設飲食攤位及無飲食行為。 

(五)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防疫措施適時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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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攤位編號、名稱及負責單位一覽表

攤位編號 攤位名稱 設攤單位

A* 臺北市國際搜救隊 20週年特展區 本府消防局（災害搶救科）

B 服務臺及闖關卡發放區 本府消防局（減災規劃科）

C 闖關獎品兌獎區及救護站
本府消防局

（減災規劃科、第二大隊）

D 視障按摩 本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

E* 臺北市搜救隊搜救犬小組 本府消防局（災害搶救科）

F* 立坑救助體驗 本府消防局（第四大隊）

G* 防災麻吉扭一下 內政部消防署

H* 防災有 Bear 來 內政部消防署

I* 網路災情通報與災區親友現況

查詢
內政部消防署

J* 119 報案 APP 內政部消防署

K 兒童遊戲區 本府消防局（第四大隊）

L* 防火宣導車

（救災小英雄）
本府消防局（第三大隊）

M* 地震體驗車 本府消防局（第一大隊）

N* 救心巴士 本府消防局（緊急救護科）

O* 煙霧體驗室

(濃煙逃脫低姿爬行)
本府消防局（第四大隊)

P 救災車輛工作人員休息區 本府消防局（第三大隊）



Q 表演團體更衣及休息區 本府消防局（減災規劃科）

R 臨時哺(集)乳室 本府消防局（減災規劃科）

S 音控區 本府消防局（減災規劃科）

T 氣球達人 本府消防局（減災規劃科）

U 貴賓媒體接待區

本府消防局

（減災規劃科、

救災救護指揮中心）

V DIY 區 本府消防局（減災規劃科）

01 資通支援第一大隊人才招募站 資通支援第一大隊

02 陸軍第六軍團三三化學兵群 陸軍第六軍團三三化學兵群

03
陸軍第六軍團五三工兵群

人才招募站
陸軍第六軍團五三工兵群

04 憲兵第二 0二指揮部人才招募站 憲兵第二 0二指揮部

05 國軍北部地區人才招募站 國軍北區地區人才招募中心

06 臺北市後備指揮部 臺北市後備指揮部

07 快樂當兵去 本府兵役局

08 萬華兒童服務中心 萬華兒童服務中心

09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宣導
本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

中心

10 台北女青性平方案 台北基督教女青年會

11 菸酒法令宣導 本府財政局

12 行動支付及雲端發票宣導 本市稅捐稽徵處信義分處



13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信義分局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信義分局

14 公營當舖-過生活ㄟ好朋友 本市動產質借處

15 檔案應用服務 本府消防局（秘書室）

16 廉政宣導 本府消防局（政風室）

17 推動源頭減量 本府環境保護局

18 環保減污彈彈樂 本府環境保護局

19 輻射防護 本府環境保護局

20 綠色消費及環境教育宣導 本府環境保護局

21 勞動安心 本市勞動檢查處

22 天然氣使用安全宣導 大台北區瓦斯股份有限公司

23 防焰物品、製品宣導 財團法人防焰安全中心基金會

24 誠徵!臺北社造咖 本市都市更新處

25 水災自主韌性防災社區推動
國立臺灣大學氣候天氣災害

研究中心

26 水土保持諮詢服務 本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

27 易讀易懂防災手冊專書展示 本府消防局（減災規劃科）

28 “震”在生活 從”震”學習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29 氣象及地震防災宣導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30 大屯火山觀測站 大屯火山觀測站



31 全民原能會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32 住宅地震基本保險 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

33 水保好好玩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水土保持局臺北分局

34 科教館防災．哩甘哉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35 台灣地震學園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球科學系

36 遊中學科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科學教育中心

37 社團法人臺灣防災產業協會 社團法人臺灣防災產業協會

38 空污燈 國立中央大學大氣科學系

39
爆竹煙火安全宣導暨防範

一氧化碳中毒宣導
本府消防局（火災預防科）

40 買爆竹，認標示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製程安全與產業防災中心

41 住警器及居家防火安全宣導 本府消防局（火災預防科）

42 消防小小兵 社團法人中華消防協會

43 防救災消防資訊雲端平台
大葉大學消防安全學士學位

學程

44 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

慈善事業基金會

45
天然氣使用安全、天然氣定期

檢查暨防詐騙
本府產業發展局

46 防溺轉盤 本府消防局（第一大隊）

47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48 溺境求生 本府消防局（第三大隊）

49 面山面海教育
社團法人台灣登山教育推展

協會

50 視訊 119 APP
本府消防局

（救災救護指揮中心）

51
臺北市行動防災 APP 及防汛資訊

精準投遞
本府消防局（資通作業科）

52
地震初期避難收容處所-

防災公園
本府消防局（整備應變科）

53 人離火熄 安全無虞 本府消防局（第二大隊）

54 誰是小偵探? 本府消防局（火災調查科）

55 電線不綑綁 安全有保障 本府消防局（第一大隊）

56 家庭逃生計畫 1216 本府消防局（第二大隊）

57 『震』義聯盟 本府消防局（第四大隊）

58 避難包大拼接 本府消防局（第三大隊）

59
狹小巷弄要淨空

消防通道要暢通
本府消防局（第一大隊）

60 水深火熱 本府消防局（第二大隊）

61
臺北的第 2個家~

臺北市新移民會館
本府民政局

62
台北好水

(平時節水、災前儲水)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63 健康生活作伙來 本府衛生局



64 兒童健康便利站 本府衛生局

65 生命自主 讓愛延續 本府衛生局

66 災前準備 災後放「心」 本府衛生局

67 毒品防制教育
本市立聯合醫院昆明防治中心

本市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68 終止暴力 守護自我生命樂章 本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69 急救小尖兵-CPR+AED 本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70 交通安全暨廉政宣導 本府交通局

71
防災 E起來!&

國小防身警報器宣導
本府教育局

72 不動產交易安全宣導 本府地政局

備註：編號 01~72 及標有「*」符號為宣導、體驗闖關集章攤位。

aeaa-61089
螢光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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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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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救災器材及消防車輛展示

序號 名稱 負責單位

1 曲折型雲梯車 本府消防局第三大隊

2 水庫車 本府消防局第三大隊

3 壓水車 本府消防局防災館

4 化學災害處理車 本府消防局第三大隊

5 排煙車 本府消防局第三大隊

6 救助器材車 本府消防局第一大隊

7 搜救器材車 本府消防局第一大隊

8 醫療補給車 本府消防局第二大隊

9 鳳凰先鋒號 本府消防局第四大隊

10 水上摩托車 本府消防局第三大隊

11 救生艇(V 型底) 本府消防局第三大隊

12 救災機車 本府消防局第三大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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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救災相關機具車輛展示

序號 名稱 負責單位

1 裝土機 陸軍第六軍團五三工兵群

2 多功能工兵車 陸軍第六軍團五三工兵群

3 生命探測器 陸軍第六軍團五三工兵群

4 核生化偵檢車 陸軍第六軍團三三化學兵群

5 緊急應變設備車 陸軍第六軍團三三化學兵群

6 衛星車 資通支援第一大隊

7 可攜式衛星 資通支援第一大隊

8 陸區悍馬車 資通支援第一大隊

9 衛星電話 陸軍特種作戰指揮部

10 沐浴車 陸軍第三地區支援指揮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