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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防災教育國際實務經驗論壇 

壹、目的： 

氣候變遷趨勢下，極端天氣事件頻傳，災害發生樣態也越趨複雜。教育部為鼓勵各縣市政

府與各級學校重視與極積參與校園環境安全及防災教育，透過鍊結國際防災教育實務經驗，以

論壇交流與經驗分享形式，增進基層防災教育人員，汲取不同國家執行防災教育現況與經驗，

活動邀請國內外專家學者參與，並以視訊線上專題演講，提升國內防災教育人員國際視野，推

進國際防災教育人才交流。 

貳、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教育部、日本台灣交流協會。 

二、 協辦單位：經濟部水利署、國立臺灣大學、國立屏東大學。 

三、 承辦單位：辰熹創意整合有限公司、國立成功大學。 

參、辦理日期： 

  111年 5月 6日（星期五）。 

肆、辦理地點： 

    集思臺大會議中心 B1國際會議廳(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85號) 

伍、參加對象： 

一、 各縣市防災教育業務主管、承辦人員、防災教育輔導團團員、各校防災教育承辦人員及其

學校人員。 

二、 一般大眾。 

陸、議程： 

時間 主題 講者 

09:30 – 

10:00 
報到 

10:00 – 

10:08 
貴賓致詞 

教育部 

日本台灣交流協會 

10:08 – 

10:10 
與會人員合影 

10:10 – 

11:10 

【專題演講】 

311 的釜石奇蹟: 日本大地震中讓孩子

全員生還的特別課程 

日本東京大學大學院情報理工學系研

究科  

片田敏孝 教授  

11:10 – 

11:35 

【專題演講】 

如何讓學生從小學開始學習自助，接續

到中學培養起共助的能力的教育模式 

靜岡市立中島小學校-中村雄真老師 

靜岡市立中島中學校-三宅秀田老師 

11:35 – 

12:00 

【專題演講】 

如何讓高中生自主來進行防災 

靜岡縣立駿河綜合高校代表 

NPO法人「New Universal Act」代表-

藤本湧磨 

12:00 – 

13:00 
午膳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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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 – 13:40 
對話與綜合座談: 

災害經驗與防災教育推動 

主持人： 

國立臺灣大學氣候天氣災害研究中心  

譚義績 教授 

與談人：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陳皆儒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氣候天氣災害研究中心 

林永峻 博士 

靜岡市立中島小學校-中村雄真老師 

靜岡市立中島中學校-三宅秀田 

靜岡縣立駿河綜合高校-石川真由美老

師及學生代表 

NPO 法人「New Universal Act」-藤本湧

磨 

13:40 – 14:30 

【專題演講】 

大平洋島嶼降低災害風險的教育與實踐-

美屬薩摩亞與夏威夷的經驗 

 薩摩亞教師在提升海嘯意識和降低

海嘯風險中的角色 

 薩摩亞減低海嘯衝擊的紅樹林復育 

 將夏威夷語材料融入地球科學教育 

 

Curriculum Studies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Dr. Pauline W. U. Chinn 

Tavita Togia 

Dr. Alyssa Anderson 

14:30 – 14:50 茶敘 

14:50 – 15:40 

【專題講座】 

學校及住宅重建規劃對社區發展之相互

影響-亞洲災害為例；災難博物館經驗分

享 

東北大學災害科學國際研究所   

Elizabeth Maly 准教授 

15:40 – 16:30 

對話與綜合座談: 

災後重建、災難記憶、原住民知識與防災

教育 

主持人： 

國立屏東大學 原住民專班 

李馨慈 副教授 

與談人： 

Curriculum Studies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Dr. Pauline Chinn 

Tavita Togia 

Dr. Alyssa Anderson 

東北大學災害科學國際研究所   

Elizabeth Maly 准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系 

沈淑敏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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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牡丹鄉石門國小 杜詩韻組長 

臺中市和平區德芙蘭國小 吳秋慧主任 

16:30 賦歸 

 

柒、報名資訊： 

一、縣市代表及縣市輔導團、一般學校及一般民眾： 

（一） 報名網址：https://reurl.cc/3jWZ4X。 

（二）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11 年 4 月 30 日(星期六)止。因場地座位有限，若額滿將提供

線上連結，請欲參加者提早報名。 

（三） 注意事項： 

1. 請至上列網址報名，並請於活動當天至報到處簽到及領取活動手冊等相關資料。 

2. 用餐說明：活動當日午餐由承辦單位統一訂購餐點，報到處統一發放。 

捌、「COVID-19(武漢肺炎)」防護措施因應指引 

一、 因應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最新防疫準則，所有與會人員需採實聯制登記。 

二、 活動場地將定時消毒，並確保環境空氣流通。 

三、 活動期間現場將張貼防疫告示，並不定時提醒，請自行攜帶口罩並全程配戴，無配戴口罩

者禁止入場。 

四、 不得參加人員: 

（一） 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自主健康管理及加強自主健康

管理等 4 類人員。 

（二） 有發燒（耳溫≧38℃；額溫≧37.5℃）、呼吸道症狀、腹瀉、嗅味覺異常等疑似症狀

之民眾等。 

五、 倘有慢性肺病（含氣喘）、心血管疾病、腎臟、肝臟、神經、血液或代謝疾病者（含糖尿病）、

血紅素病變、免疫不全需長期治療者、孕婦等，於國內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

流行期間，建議避免參加活動。 

六、 保持經常洗手習慣，使用肥皂和清水或酒精性乾洗手液進行手部清潔。尤其咳嗽或打噴嚏

後及如廁後，手部接觸到呼吸道分泌物、尿液或糞便等體液時，更應立即洗手。另應注意

儘量不要用手直接碰觸眼睛、鼻子和嘴巴。 

七、 參與活動人員(含工作人員)應配合進行體溫及健康狀況監控。 

八、 參與活動人員(含工作人員)須填寫健康聲明書。 

玖、本案聯絡窗口： 

一、 辰熹創意整合有限公司 

（一）聯絡人：王宣筑專案經理、李沁瑩專案執行。 

（二）電話：02-2767-0738。 

（三）E-mail：solluxdesign@gmail.com。 

mailto:solluxdesig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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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立成功大學 

（一）聯絡人：陳柏智研究助理。 

（二）電話：06-237-1938 #631。 

（三）E-mail：pcchen@thl.ncku.edu.tw。 

三、 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一）聯絡人：李佳昕專案管理師、魏柏倫專案管理師。 

（二）電話：02-7712-9131、02-7712-9128。 

（三）E-mail： ftts0728@mail.moe.gov.tw、wei7283@mail.moe.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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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交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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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個人健康聲明書 

個人健康聲明書 

鑒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參酌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之防疫建議，並基

於保護全體與會者的身體生命安全，參與本次活動的人員均須配合填寫健康聲明書。透過健康聲

明書所蒐集、處理及利用之個人資料類別包含您的識別類個人資料(姓名)、聯絡電話、聯絡地

址、社會活動及其他為防疫所需之個人資料，除上述之防疫目的（下稱「蒐集目的」）外不另作

其他用途。  

 您的個人資料，僅供教育部(下稱「本部」)內部使用，於蒐集目的之必要合理範圍內加以利

用至蒐集目的消失為止。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規定，您可向本部請求查詢或閱覽、製給複製本、補充或更正、

停 止蒐集/處理/利用或刪除您的個人資料。 

 任何人若拒絕健康聲明書填寫者，將無法參與本次活動。如您於蒐集目的消失前要求本所停 

止蒐集/處理/利用或刪除您的個人資料，亦同。 

 如您填寫並送交健康聲明書者，視為同意本部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告知事項。 

 

 一、基本資料： 

1.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聯絡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過去 14 天是否曾出國至其他境外地區？ 

      是      否 若勾選「是」，其國家為____________________ 

三、本人參與說明會前已確認未符合下列任一情況： 

1. 為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之疑似感染或確診個案。 

2. 本人或本人之家庭成員(或密切接觸者)，過去兩星期內曾接觸嚴重特殊傳染 

3. 性肺炎之疑似感染或確診個案者。 

4. 目前正配合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居家隔離、居家檢疫或自主健康管理。 

5. 已出現與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相關的症狀。 

四、本人確認以上聲明均屬實，並同意承擔因提供不實資訊而導致的相關法律任。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