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災社區操作與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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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防災社區的目的 

 臺灣近年來持續發生重大災害，以致民眾死傷及
財物損失持續攀昇，並成為政府與民眾揮之不去
的夢靨。因此，藉由防災社區的推動，不但能促
使社區於平日即規劃、執行減災的工作，減少災
害發生的機會；萬一發生災害時，也能立即進行
應變，減輕災害的損失，並且還能在災後迅速推
動復原重建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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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防災社區的好處 

 推動防災社區不但能減少災害發生的機率、降低
災害造成的損失，更可以凝聚社區意識、提升社
區行動力，營造出安全的生活環境。 

• 強化民眾危機意識、災害認知與相關知識。 
• 減少導致災害的因子，降低災害發生機率。 
• 災後能迅速復原，且重建較易重現地方文化與社區特色。 

• 組織動員、提升社區意識與認同。 
• 配合它項社區事務，推動社區營造。 
• 推動事項能合乎社區條件與需求，較容易被民眾接受。 

• 建立與專業團隊、民間組織或地方政府的互動模式。 
• 強化緊急應變能力與自救互救技術。 
• 落實、執行各項災害防救工作。 

5 



防災社區與社區防救災 

 防災社區為「具有防救災功能，並朝向永續發展」
的社區。 

 社區防救災則是「為了達成防災社區而推動的一
連串過程與方法」。 

一個以社區民眾為主體，經由社區培力的過程來凝聚
社區共識與力量，並藉由推動減災、預防的措施，來
減少社區的易致災因子、降低災害發生的機會；而當
萬一發生災害時，民眾亦能防止災情的擴大、降低災
害的損失，並能迅速推動復原、重建工作的社區就可
以稱為「防災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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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社區與社區防救災 

透過民眾的動員、參與來凝聚社區意識，並經由學習來獲取對災害
以及防救災的知識。 

災後透過社區的溝通、協調，於最短時間內形成共識，在建構一個
更安全環境的目標之下，研擬重建計畫，朝向永續社區而努力。 

1.動員、參與、學習 

2.調查與分析 
定時檢視社區環境，調查社區防救災軟體與硬體，以瞭解社區內人、
物、環境的特性，並分析、掌握社區在安全與防救災上的諸項問題。 

3.研討與執行 
共同討論社區防救災議題、研擬防救災對策與相關計畫，然後執行
減災措施，減少可能導致災害的因素，以降低災害發生的機率。 

4.整備與演練 
定期整備防救災相關物資與設備，演練緊急救災工作。萬一大規模
災害發生時，則依事先規劃的應變計畫，在第一時間進行自救互救。 

5.重建的參與、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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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社區與社區營造 

 防災社區的推動強調經由學習與行動的過程，以
防救災或安全為切入點，進行社區營造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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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社區的推動者 

社區內的居民、商家、當地的公務人員、小學老師或是消
防分隊、派出所，以及衛生所等，都可以是防災社區的參
與者；不過，社區民眾才是整個防災社區推動過程的主角。 

提供災害防救的專業知識、協助社區分析災害環境，或是
研擬解決社區防救災問題的專家或團隊就是推動防災社區
的專業者。此外，社區裡具有防救災技能（例如水電技師、
護士等）的民眾也可以是專業者。 

促成者要主持及協助防災社區活動進行，且負責 引導參與
者思考、討論、提出意見，或適時化解參與者之間不同意
見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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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社區的推動者-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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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社區推動策略 

結合既有制度組織，加速推動 

建構社區與專業團隊互動之模式 

以社區為推動主體，結合社區組織與地方相關團體，在專家
學者以及外來單位的協助下，整合既有社區組織與外部團隊，
分工合作發揮所長，以利防災社區的推動。 

社區工作團隊負責動員民眾、安排活動的時間與場地，專業
團隊則提供相關知識和資源，並作為社區與外來單位間的溝
通橋樑。此外，二者應共同協商防災社區推動事項、安排相
關活動，共同落實推動防災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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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社區操作手法 

講習課程 

工作坊 

邀請災害防救方面的專家、學者來社區上課，說明災害基本
知識與簡易的災害防救方法，讓民眾對於社區所面臨的災害
與因應方式有基本的瞭解。 

透過小組討論與動手操作的方式，在輕鬆的氣氛下經由各種
活動，整合意見、提升參與者的興趣、凝聚共識、擬訂具體
的行動方案；以促使大家關心社區環境安全議題，並體會透
過社區與自身力量可能具有解決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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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社區操作手法 

環境踏勘 

訓練與演習 

在災害專家的陪同下，以步行的方式，重新檢視日常生活環
境，以了解社區環境中可能潛藏的災害及其成因。同時，透
過相機跟紙筆，把所觀察到的現象與發掘到的問題記錄下來，
並把位置標示在地圖上，做為討論問題與繪製地圖的基礎。 

藉由實際進行應變技能與器材的操作訓練，強化民眾的防救
災技術。另外，透過災害境況的模擬，由社區自主進行相關
災害的演習，來體驗緊急應變時的情況，並熟悉應有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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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社區的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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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社區推動流程 

 防災社區的推動，一方面在於災害防救相關知識
與技術的學習，另方面則要講求如何建立一個強
而有力、具備社區意識、願意參與防救災工作的
社區。在此同時，由於每個社區具有各自的自然
與社會環境，所面對的災害也未必相同；因此，
要依據社區的特性與資源，掌握社區的需求與限
制等條件，來規劃防災社區的推動事項與流程。
如此一來，才能培養民眾自動自發、自立自足的
精神，以及具備能分析問題、懂得彼此溝通、討
論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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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社區推動流程 

防災社區推動8步驟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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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1-啟蒙與啟動 

 首先要對社區的狀況有基本的了解，再開始拜訪
社區幹部，以尋求社區的認同及支持，然後由專
業團隊與社區共同籌組推動小組，一起討論推動
事宜，並達成推動共識。接下來可以舉辦社區說
明會，引發或鼓勵居民對次問題的重視與興趣；
同時要促使社區內部的團體或組織與外部的機關、
團隊建立良好的夥伴關係，彼此都能認同，以獲
得最大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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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1-啟蒙與啟動 

1 掌握社區概況 
在進入社區之前，專業團隊應該先收集社區的
基本資料、了解社區既有的組織與其運作模式，
以作為規劃後續活動的重要基礎。 

自然環境 

• 社區內是否有
山脈、河川、
溪流？ 

• 地形、地質、
坡度、坡向為
何？ 

社會環境 

• 行政區位:社區位於哪個縣(市)
與鄉(鎮、市、區)？ 

• 人口特徵:社區內的民眾是各個
年齡層都有？還是以老年人、
幼童居多？ 

• 社區類型:屬於密集的都會型社
區？還是分布零散的農村聚落？ 

• 產業特性:社區內有哪些產業？
比例為何？ 

• 社區現有的組織有
哪些？彼此間的關
係為何？ 

• 社區內是否有定期
的集會或宗教活動？ 

社區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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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1-啟蒙與啟動 

2 拜訪社區幹部 

在掌握了社區概況之後，專業團隊可以嘗試拜訪社區的意
見領袖、不同組織的幹部，並說明推動防災社區的目的、
內容與方式，以爭取社區的認同、配合與支持。在拜訪社
區幹部的時候，往往容易碰觸到社區的權力結構與派系問
題；因此，一開始就要注意社區內是否有不同的意見領袖，
彼此之間是相互合作還是對立的狀況等。專業團隊應保持
中立的角色，儘可能邀請不同的意見領袖來參與，但要注
意其間的平衡，以獲得最大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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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1-啟蒙與啟動 

3 達成推動共識 

專業團隊可以邀請社區幹部或熱心民眾共同組成防災社區
推動小組，透過一起籌備、討論、規劃後續各項推動事宜
的過程，凝聚社區意識，並達成推動共識。 

社區工作團隊的角色 
• 負責動員民眾 
• 安排活動的時間與地點 
•反映社區的需求 

專業團隊的角色 
• 引導民眾推動防災社區的促成者 
• 專業知識與技術的提供者 
• 扮演社區與外部機關、團隊之間的溝通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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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1-啟蒙與啟動 

4 舉辦說明會 

防災社區的推動應該是一個開放式的參與過程，除了透過
社區既有的網絡動員民眾之外，更可以透過宣傳 (如張貼
活動海報、發傳單、透過社區集會宣佈 ) 的手法向社區
民眾傳達活動的訊息，讓更多的民眾也可以來參加。 

舉辦說明會時，應盡量避免單
向式的說明形式，專業團隊可
以設計一些遊戲，並設法讓活
動以輕鬆、有趣的方式進行，
以吸引更多的民眾來參加。 

社區公告欄也可以作為防災
社區說明會的宣傳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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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1-啟蒙與啟動 

5 建立夥伴關係 

社區的防救災工作必須由社區民眾，以及社區內許多不同
功能的團體、組織，甚至外部的相關單位、機關、團體，
共同來認同防災社區的目標，願意一起來參與，且發揮應
有的角色功能或給予最大的支持。 

。睦鄰救援隊 
。鳳凰志工 
。婦女防火宣導隊 
。社區巡守隊 
。結構技師公會 
。醫師公會 
。中華救災總會 
。紅十字會 
。………… 

社區組織 
。村里辦公室 
。社區發展協會 
。媽媽教室 
。長青會。產銷班 

行政單位 民間組織 
。地方政府機關 
。緊急應變組織 
。公用事業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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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2-社區環境調查 

社區環境調查方法 

詢問社區中較年
長的居民，或是
用問卷調查的方
式來瞭解社區過
去曾經發生過哪
些災害，災害的
地點與當時的狀
況又是如何。 

可前往地方上的
行政機關、圖書
館或學校等地，
查詢與社區相關
的記錄報告、書
籍與文獻資料，
以掌握社區的條
件與特性。 

對於災害的專業
知識或災害潛勢
的判斷等，可以
請地方學者、專
家、專業人士提
供專業知識或判
斷，甚至邀請其
前往社區指導。 

邀請專家學者陪
同民眾一同檢查
社區環境，將觀
察到的結果拍照
並用文字記錄下
來，使大家能夠
更認識居住環境，
同時發掘潛在的
災害問題。 

23 



步驟2-社區環境調查 

1 蒐集社區災害經驗 

曾經發生過災害的社區 
災害當時的情境與社區民眾當時的經驗都是很寶貴的，因為這些
資訊不能用觀察得知，也無法透過專家的協助而獲得。藉由過去
災害類型、影響區域與受災情況的描述，不但有助於判別高災害
風險區的位置，更可讓民眾思考未來應考慮或防範的災害類型。
同時，透過災害經驗的分享，不但可獲得當時關於緊急應變或災
後重建的重要訊息、了解社區在防救災方面的需求，更可鼓舞民
眾彼此間的互動、促進參與討論的意願，對於後續活動的進行，
有很大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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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2-社區環境調查 

1 蒐集社區災害經驗 

未曾有過災害的社區  
民眾會誤認他們沒有災害的威脅、也沒有推動的迫切性，因此在
推動防災社區的過程中容易處於被動的狀態，參與的熱忱亦不高；
就算社區開始配合推動，也會容易產生應付了事或只是執行業務
的心態。此外，由於沒有災害經驗，因此民眾在災害情境的想像
與相關的問題討論上也不容易深入。對於如此的社區，建議以民
眾日常生活中比較可能發生的災害切入（例如火災），引發民眾
討論的興趣。此外，可以提供許多的災害案例，加深民眾對災害
的警戒心與情境的想像，亦可以邀請專家學者來說明災害種類、
現象等，並和民眾共同檢視、分析社區所在的環境條件，來界定
社區需要考量的災害類型與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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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2-社區環境調查 

2 調查自然與社會環境 

社會環境調查項目 

• 災害弱勢：老弱婦孺、身心障礙人士。 
• 老舊建物：建造達一定年限，結構較危險的建築物。 
• 公共工程：聯外幹道、內部道路、橋樑、堤防、擋土牆、排
水溝渠。 

• 維生管線：水、電、瓦斯、電信設備。 
• 重要設施：村里辦公室、社區活動中心、消防分隊、派出所、
醫療院所、學校、公園等。 

自然環境調查項目 

•特殊地理環境(例如坡度很陡的地區、順向坡區域等) 
•危險地區(例如土石流危險溪流、地震斷層、低漥地區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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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2-社區環境調查 

2 調查自然與社會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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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2-社區環境調查 

3 調查社區防救災資源 

• 避難場所設施(包括可容納的人數、現有的配備等)  
• 防救災專業人才(例如藥劑師、土木或水電工人等)  
• 防救災設備(例如發電機、無線電、破壞器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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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2-社區環境調查 

3 調查社區防救災資源 

• 避難場所設施(包括可容納的人數、現有的配備等)  
• 防救災專業人才(例如藥劑師、土木或水電工人等)  
• 防救災設備(例如發電機、無線電、破壞器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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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2-社區環境調查 

4 進行實地踏勘 

依據社區可能發生的災害類型，邀請相關學者、專家，或
是當地的專業人士、技師，帶領社區民眾進行實地踏勘，
同時解說、討論與檢驗先前的各項調查結果，以幫助民眾
更清楚認識社區環境，並發掘潛藏的災害問題。 

30 



步驟3-防救災對策討論 

 首先要引導、刺激民眾把先前發掘到的問題談得具
體一些、釐清問題的內容，進一步有系統地分析社
區的易致災因子，整理出社區在災害防救上可能存
在的議題，並針對這些議題討論出適當的防救災對
策。在討論過程中要注意的是，對策中可能包括減
災、整備或是應變、救災等不同階段的措施，也會
包含屬於個人與家庭，或是屬於整個社區，甚至涉
及行政或是政府必須負責的工作。此外，這些對策
有些是必須馬上執行，但有些則屬於較長期的工作；
因此，擬訂對策執行時的優先次序亦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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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3-防救災對策討論 

1 分析社區易致災因子 

製作社區環境診斷地圖 

•可能發生災害的地點 
•災害影響的範圍 
•易致災害因子 
•相對較安全的區域 
•防救災資源 

這些資訊可以用
來探討防救災的
議題，研擬合適
的社區防救災對
策，或是檢討社
區的防救災計畫
是否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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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3-防救災對策討論 

2 探討防救災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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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3-防救災對策討論 

3 研商防救災對策 

不同層級 
依照家庭、社區、政府執
行能力、執掌權限等進行
分類。 

不同階段 
依照減災、整備、應變等
階段進行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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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4-防救災組織建立 

1 社區防救災任務分工 

首先，將先前所研擬的防救災對策中「社區」部分的對
策，依照其機能或性質的不同進行分類，並依照各類的
性質給予標題，然後依照社區的條件與實際情況，將這
些已分類的對策歸納、整理成為社區防救災任務。 

建立社區防救災組織時應考量下列事項： 
• 社區防救災組織應該有哪些工作？ 
• 社區防救災組織該有哪些分組？ 
• 各組的任務是什麼？ 
• 社區防救災組織的架構為何？ 
• 有哪些人可以參加社區防救災組織？ 
• 社區防救災組織與社區內其他的組織要建立何種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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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4-防救災組織建立 

2 社區防救災組織架構 

將先前整理出來的社區防救災任務依照其性質進行分類；
然後，針對不同任務性質來規劃社區防救災組織的編組，
再依照社區的特性進行組織架構的調整。 

規劃社區防救災組織架構時需考量： 
• 任務分工：根據「社區」部分的防救災對策來決定各組
的工作項目。 

• 環境特性：針對住家分佈零散的聚落，可依照社區的空
間特性劃分為數個中隊。 

• 民眾專長：考量社區民眾的防救災專長、住家分布等進
行組織架構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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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4-防救災組織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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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4-防救災組織建立 

社區防救災組織的運作與管理 
1.定期舉辦聚會與演練 
促使組織成員相互認識、交流，。另方面，定期的進行應變技能的訓
練與災害應變的演練，使組織成員熟悉各項操作技巧與應變救災程序。 

2.與既有社區組織整合 
與社區內其它組織以及既有的活動進行整合與互動，有效運用社區人
力與資源。 

3.適時評估組織成員的表現 
掌握成員的流動性，且確認組織成員是否平均分布在各個防救災分區，
定期評估組織成員的表現，以判定是否適合擔當賦予的責任。 

4.與地方相關單位及鄰近社區互動 
有效運用當地災害防救相關單位之訓練機會與防救災資源，建立與鄰
近社區的互動關係。 

5.讓民眾了解組織的運作情形 
以活動、會議或書面的方式，向民眾說明社區防救災組織目前的運作
情形與工作事項，增加大家對於組織的肯定，同時提升參與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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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5-社區防救災計畫研擬 

1 計畫內容 

減災計畫 
面對社區內可能發生的災害類型，社區若能於平時擬訂
減災計畫，並持續執行各項減災的工作，就能夠減少災
害的發生。在擬訂社區減災計畫時可以考量下列事項： 

•透過防救災知識的學習，提高社區民眾的災害認知與危
機意識。 

•定期進行社區內危險地點的調查與診斷，確認社區的災
害風險。 

•藉由各項減災措施的執行，消除或改善社區的易致災因
子，降低災害發生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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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5-社區防救災計畫研擬 

1 計畫內容 

整備計畫 
若社區能於災害發生前擬妥整備計畫，並依照計畫內容，
確實執行各項整備工作；雖然無法確切知道災害何時會
發生，但萬一災害發生時，社區就能夠將災害的影響降
到最低。社區在研擬整備計畫時可以考量下列事項： 

•各項防救災器材的預備與定期測試 
•救濟物資的儲存與維護管理 
•疏散路線、避難場所的檢視 
•需要被優先疏散對象的確認 
•相關應變技能的定期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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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5-社區防救災計畫研擬 

1 計畫內容 

應變計畫 
社區如果能針對未來比較可能發生的災害，討論應該如
何來應變，而且社區防救災組織與民眾都能熟悉緊急應
變時該有的處置，當災害發生時就能臨危不亂，並依照
先前擬好的計畫內容，有系統地進行各項應變與初期搶
救的工作，以期能減輕災害造成的衝擊、減少人員傷亡
與財務損失。社區在訂定應變計畫時可以考量下列事項： 

•預警與災情通報 
•安置與收容 
•物資發放 

•疏散與避難 
•搜尋與搶救 
•醫療救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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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5-社區防救災計畫研擬 

1 計畫內容 

復建計畫 
爲了能在大規模災害發生之後，迅速地復原重建，社區
可以在平時就先行招集社區防救災組織成員與民眾，在
專業與行政的協助下，針對萬一發生大災害時，如何形
成共識、如何訂定可以被大家接受的重建機制或計畫等
進行討論，而這樣的一個計畫也就是社區的「災前復建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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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5-社區防救災計畫研擬 

1 計畫內容 

「硬體」部分之計畫內容範例 
•減災工程(如堤防、排水設施的興建或建築物的耐震補強
等 )。 

•防救災器材的購置與整備(如救援機具、通訊器材、醫療
器材等 )。 

•救災物資(含睡袋、飲用水、糧食等 )的儲存與管理。 
•避難場所設立與維護管理、疏散路線的確認與檢視。 
•防救災配備與物資之儲存及維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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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5-社區防救災計畫研擬 

1 計畫內容 

「軟體」部分之計畫內容範例 
•災害與防救災知識的提供與宣導。 
•社區防救災組織的運作與管理。 
•各項防救災資料庫的建置與定期更新。 
•緊急通報系統與聯絡網的建立與測試。 
•應變技能的定期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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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5-社區防救災計畫研擬 

2 計畫執行 

執
行
計
畫
編
寫
流
程 

訂定計畫目標 

撰寫工作項目與執行方法 

排定執行期程 

設定預期成果 

確認有關聯的組織、劃分責任 

估算所需的經費 

確定所需的資源管道 

製作成為執行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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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5-社區防救災計畫研擬 

有效結合各方資源 
包括社區組織的動員、專家學者的知識與支援、地方
政府的補助與相關措施、民間組織或企業的資源等，
都是在規劃執行計畫時可以考量的重點。 

時程規劃考慮社區需求 
在執行期程的安排上，可將計畫項目分為短程、中程、
長程來執行，此外也應考量到各個社區不同的特性、
民情與狀況來安排(例如農村農忙時期或是過年期間不
宜安排活動)。 

撰寫執行計畫時的考慮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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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6-社區說明與溝通 

1 舉辦社區說明會 

除了社區意見領袖、社區組織幹部等較
積極、主動參與活動的民眾外，其他大
多數民眾對於防災社區的推動其實並不
暸解。因此，可經由適當的說明與溝通
過程，來尋求社區內大多數民眾的認同
與支持，藉而擴大防災社區的參與。 

居住在危險區域的民眾，或者是災害弱勢民眾往往是最容
易受到災害衝擊的人，因此可以派員前往其所居住的地方
進行個別的溝通，說明可能面臨的災害風險與建議的因應
對策等，以提高他們的危機意識。 

2 進行個別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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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7-應變技能的演練 

訓練課程應依照社區的環境特
性、災害類型以及防救災組織
編組，對於必須熟悉的緊急應
變技能(如防汛期前的準備工作、
災害預警、疏散避難、災情通
報或是應變救災等)進行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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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8-落實、執行、評估 

 社區防救災是一個社區，尤其是期待成為安全、
宜居、永續的社區必須面對與推動的課題；而且
它是社區營造的一環，因此必須長期、持續地推
動、經營才能落實；也因此如何有效的結合各方
面的資源、配合相關的工作、監督計畫執行進度、
定期針對各項計畫的內容與成效等予以評估、檢
討，並依據其結果進行調整或強化是十分必要與
重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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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8-落實、執行、評估 

當防災社區的理念開始深入到日常生活，防救災的工
作也持續在社區裡執行之後，社區可以定期進行評估，
瞭解防災社區的執行成果是否符合社區的期望？有哪
些地方需要加強、改進？ 

在訂定評估項目時，除了硬體部分(例如工程、設施、
設備等)的安全，軟體部分(例如通報系統、疏散避難
計畫等)的規劃也是評估時的重點。此外，社區內的住
戶是否具有危機意識、家庭有沒有進行整備的工作等，
都可以被用來衡量防災社區的推動是否成功的依據。  

社區可以委託相關專家、學者來協助評估執行成效，
亦可以透過問卷了解民眾的想法。最重要的是依照評
估的結果來進行改善，建立一個安全的社區 

如何評估防災社區的成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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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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