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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灣位於環太平洋地震帶，都市發展密集程度居世界前茅，相關災害應變

準備措施與計畫不勝枚舉，惟災害發生之實務運作，常因經驗不足導致災害防救

之減災、整備、應變及復原四階段之成效與計畫預期有著顯著之落差，綜觀全國

各項災變發生之處置作為，常會有「計畫趕不上變化」的情形，除於災後檢討借

鏡相關單位處理過程所遇之經驗外，亦應師法具有類似災變處理國家之經驗，將

本市災害應變作為透過內外兼修之積極方式，有效提升本市災變之處理能量，增

加市民生命財產安全之保障。 

為能汲取國外經驗，經本局參酌國際上與本市災害相仿且值得師法借鏡之

國家區域，擇定鄰近之國家日本-靜岡縣為本次出國參訪之國家地區，透過考察

日本靜岡縣防災作為深入了解，與日方充分交流防救災經驗與規劃，進而擇優學

習日本防救災措施及實務相關經驗，提供本市防救災工作的推動與未來規劃之參

考。 

本次參訪考察由林副市長率消防局長陳龍輝、災害管理科長陳進源、車輛保

養場長蔡文同及海洋大學教授顧承宇一行 5 人，於 108 年 8 月 31 日至 9 月 5 日

前往日本靜岡縣，主要考察行程包括： 

一、靜岡縣、三島市及函南町綜合防災訓練觀摩。 

二、參訪靜岡縣危機管理部。 

三、靜岡縣消防學校參訪。 

四、靜岡縣下田市防災都市規劃參訪。 

參訪過程由靜岡縣危機管理部派員協助，並就相關參訪考察項目透過翻譯釋

疑，使我方考察參訪人員得以充分了解各參訪項目之細部運作思維，進而達成考

察參訪防救災經驗目的。 

 

  



2 

 

目錄 

壹、前言及目的............................................................................................................ 3 

貳、過程........................................................................................................................ 3 

一、本次考察人員名單........................................................................................ 3 

二、觀摩靜岡縣、三島市及函南町綜合防災訓練............................................ 4 

(一)演練會場設置........................................................................................ 4 

(二)綜合防災演練........................................................................................ 6 

三、拜會靜岡縣廳並參訪危機管理部.............................................................. 13 

(一)參訪靜岡縣廳...................................................................................... 13 

(二)參訪靜岡縣危機管理部...................................................................... 13 

四、參訪靜岡縣消防學校.................................................................................. 14 

五、靜岡縣下田市防災都市規劃參訪.............................................................. 17 

参、心得與建議.......................................................................................................... 19 

一、防災規劃...................................................................................................... 19 

二、防災演練...................................................................................................... 19 

三、防災人員教育訓練...................................................................................... 20 

四、都市設計...................................................................................................... 20 

 

 

 

 

 

  



3 

 

基隆市消防局考察觀摩日本靜岡縣防災措施報告本文 

 

壹、前言及目的 

考察觀摩旨在於學習對方之所長，借鏡以強化本市防災工作，日本與臺灣均

屬海島型國家，各方面發展演進相似，日本所發生的問題，經常數年後在台

灣就會發生。就災害發生類別而言，從我國 921 大地震與日本 311 大地震，

就地理位置而言，位處於環太平洋地震帶的我國與日本，經常會有大型災害

發生，觀其發生後均造成之嚴重災情，對於社會、政治、經濟方面都會帶來

嚴重衝擊。相對能做的就是減災(mitigation)、整備(preparedness)、應變

(response)及復原(recovery)四個階段著手，如何更加詳盡規劃並且能有效

率的落實執行，以兩國民情而言，日本相關單位在執行前述四階段之災害防

救，較我國相對細膩扎實。這亦是本次前往考察觀摩之主要目的，如何在相

同的執行防災工作上，看見對方細膩的且有效率的一面，是選擇考察參訪日

本靜岡縣防災措施的主要目的。 

本次主要之動態參訪靜岡縣危機管理部及於三島市辦理之靜岡縣、三島市及

函南町綜合防災訓練，及是本次參訪人員所要透過觀摩該縣於災害防救規劃

面至執行面之結合所展現出的點、線、面效果，如何在環環相扣的災害防救

作業中，顯出臨危不亂進而呈現井然有序的執行效能，這次參訪中確實見識

到日本在防救災上值得本市師法之處。 

 

貳、過程 

一、本次考察人員名單 

本次參訪人員以林副市長率消防局長陳龍輝、災害管理科長陳進源、車

輛保養場長蔡文同及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河海工程專長之顧承宇教授，為

組團參訪人員，目的藉由各領域素有專才之成員，就日本靜岡縣消防及

災害防救體系有系統的觀察，帶回之經驗較易與專業領域融合，整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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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防救災作為。 

本次觀摩參訪人員 

編號 姓名 職稱 備註 

1.  林永發 副市長  

2.  陳龍輝 局長  

3.  陳進源 科長  

4.  蔡文同 場長  

5.  顧承宇 海洋大學教授  

 

二、觀摩靜岡縣、三島市及函南町綜合防災訓練 

本次參訪行程前往靜岡縣三島市觀摩由靜岡縣、三島市及函南町聯合辦

理的綜合防災訓練，三島市位於靜岡縣東部屬伊豆半島北端，面積約

62.13平方公里，人口約 21萬人，屬小型都市，惟於歷史災害紀錄中，

曾有歷經關東大地震(死亡 10至 14萬人)、狩野川颱風(造成 1900件土

石流、1269人死亡)等重大災害事件發生，由於人口顯著增加，該市對

防災工作亦極為重視，本次演練即由該市規劃主辦，地點擇於三島市南

二日町廣場舉行，想定因海槽巨大地震，以三島市及函南町為主要場地

辦理大型救災演練。 

(一)演練會場設置 

⒈演練廣場前製有演練各單位編排位置，供參加之市民及觀摩來賓

可立即理解演練會場各單位之編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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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靜岡縣三島市函南町綜合防災訓練圖 

 

⒉日本演練單位接待，就演練現場相關參與單位、人員配置等透過我

方翻譯做詳盡介紹，並由林副市長及消防局陳局長與演練單位(富

士山南東消防本部)致意，以利觀摩人員能於第一時間熟悉防災演

練流程。當日演練情境從模擬當地 6級地震發生開始，災害情資收

集傳達訓練、夜間照明訓練、救災部隊集結等至維生管線復舊訓練

共 26項防災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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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市長林永發與靜岡縣知事川勝平太(かわかつ へいた)合影 

 

(二)綜合防災演練 

本次演練於 108年 9月 1日舉行，日本每年 9月 1日為國家「防

災之日」，緣起係為悼念 1923年日本關東大地震造成約 24萬人死

傷，並將每年 9月的第 1週訂為「防災之週」，由靜岡縣危機管理

部、各地消防本部(廳)，並整合中央及地方救災資源，各依所賦

予之任務逐項實施動態演練及靜態展示，使公部門及民間單位就

災害防救能量有效整合，並教育災害發生前後，應藉由民眾預先

之防災觀念衍生之災害應變作為先予「自助」，再續以結合民間單

位、社區或義消(日本稱為消防團)為「共助」之防救災生命財產

保全，再以中央及地方公部門進行專業性災害救援，就減災、整

備、應變及復原各階段透過綜合演練加以計畫性演練，目的在於

公私部門均熟悉運作基本模式，不致有遇災慌亂無章法之處置狀

況，並由靜岡縣知事川勝平太於現場主持，由上而下重視，並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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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而上落實，以下為本次參訪細節說明。 

⒈演練災害防救狀況想定： 

靜岡縣發生大規模地震災害造成大量人命傷亡及各類災情，該縣

相關公私部門即動員靜岡縣所有救災資源投入救災，恰與本市民

安災害防救演練想定災害情境相似，雖政府組織編制名稱略有不

同，為序列參與救災對象規模相仿。 

⒉動態演練參與單位： 

(1)自衛隊。(2)美國海兵隊。(3)警察。(4)消防本部。(5)國土交

通省。(6)建設事業組合。(7)建設業協力會。(8)上下水道組合。

(9)縣電業協會。(10)消防團。(11)縣警備業協會(消防犬)。(12)

日本赤十字社靜岡縣支部。(13)災害對策本部。(14)富士山南東

消防本部。(15)東京都泊江市/崎玉縣紅巢市。 

⒊動態演練項目： 

(1)炊事訓練。-陸上自衛隊 34普通科連隊。 

(2)電源供應訓練/燃料補給訓練-東京電力。 

(3)地震發生(震度 6級)-(全員) 

(4)情報蒐集傳達訓練。 

(5)夜間照明訓練-國土交通省。 

(6)部隊進出訓練。-陸上自衛隊 34普通科連隊。 

(7)車輛救出訓練。-陸上自衛隊 34普通科連隊。 

(8)交通對策訓練。-經岡縣警/縣警備業協會。 

(9)救助犬誘導訓練。-陸上自衛隊 34普通科連隊及靜岡犬。 

(10)救出者救護訓練。-日本赤十字社靜岡縣支部。 

(11)倒木等除去訓練/救急搬運。-三島建設業協力會/富士山南東

消防本部。 

(12)假設信號機設置訓練-靜岡縣警、縣電業協會及縣警備業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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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倒壞共同住宅救出訓練。-靜岡縣警/救助犬/富士山南東消防

本部。 

(14)情報蒐集訓練。 

(15)倒壞共同住宅消火訓練。-富士山南東消防本部/三島市消防

團。 

(16)上下水道管路應急復原訓練。-水道課/下水水道工事店協同

組合。 

(17)災害對策本部營運訓練。-災害對策本部員/國土交通省。 

(18)救援物資受援訓練。-東京都泊江市/崎玉縣紅巢市/米海兵隊。 

(19)建物應急危險度判定訓練。-建築住宅課/民間應及危險度判

定士。 

(20)被害認定調查訓練。-科稅課/土地家屋調查士會。 

(21)土砂除去訓練/車輛除去訓練。-三島市建設事業協同組合。 

(22)倒壞共同住宅救出訓練。-靜岡縣警/救助犬/富士山南東消防

本部(2)。 

(23)倒壞共同住宅救出訓練。-靜岡縣警/救助犬/富士山南東消防

本部。 

(24)上下水道管路應急復原訓練。-水道課/下水水道工事店協同

組合。 

(25)管線應急復舊訓練-東京電力。 

(26)炊事試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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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演練場地：消防單位正實施高所救出 

 
演練倒木等除去作業 

 
上下水道管路應急復原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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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出者救護訓練 

 

⒋靜態展示及體驗項目： 

重量物除去講習。(2)防災救命體驗。(3)初期消火講習。(4)災害

發生應變對策。(5)災害發生之電氣安全對策。(6)給水之演練。

(7)災害後留言體驗。(8)災害時醫療活動啟發。(9)自衛隊裝備展

示。(10)消防團(義消)資器材展示。(11)災害對策之取組。(12)

災害通信器材展示。(13)衣服著火消火法(SDR)。(14)過去震災

DVD 影片放映。(15)受災者支援統合啟發。(16)應急假設住宅展

示。(17)災害時之食物準備啟發展示。(18)BCP展示及對策本部運

作。(19)防災宣導品及互動討論。(20)車輛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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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國土交通省災害對策車及通訊車 

 

實際現場推演作業 

 

自衛隊出動炊事車輛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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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練衣服著滅火技巧 

 
防災食品展示 

 
救災車輛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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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拜會靜岡縣廳並參訪危機管理部 

(一)參訪靜岡縣廳 

為強化相互間交流，於 108 年 9 月 2 日由林副市長率成員拜會靜岡縣

廳，並與靜岡縣副知事難波喬司舉行會晤，建立雙方相互交流友誼，雙

方就城市交流及防災達成應緊密互動之共識，會談中林副市長再度代

表市長邀請難波喬司副知事至基隆市參訪，可就各種議題討論互惠交

流事項，雙方洽談融洽，對交流事項討論多有助益，會後林副市長並代

表本市致贈圖像為基隆嶼之紀念品與難波副知事。 

 

 
副市長林永發與副知事難波喬司(なんば たかし)合影留念 

 

(二)參訪靜岡縣危機管理部 

靜岡縣危機管理部，乃靜岡縣成立之專責危機管理單位，其中對災害管

理事項亦著墨甚深，本次前往參訪旨在瞭解其平日作業情形，加以 108

年 9 月 1 日之綜合演練，串連成防災體系之一貫作業，災害處理最為

忌諱之處在於亂，災變發生之初，混亂雖不可避免，惟公部門如何於臨

危之際，雖不能弭亂於無形，卻能有機會因公部門之積極行動及行政效

率，產生制亂於初動之效果，並對止亂於復甦發揮重大恢復秩序之功能，

於前一日綜合演練中，危機管理部亦實際運作，以熟悉應變流程，並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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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呈現於演練之中並進。 

 

 

24小時監控重要地區，得以緊急應變 

 

四、參訪靜岡縣消防學校 

為增進基隆市防災技能，本次規劃中參訪靜岡縣消防學校，由於國內並無

專責消防學校之設置，參訪人員就靜岡縣消防學校相關教育課程與以深入

了解，本市參訪由該校校長鹽崎弘典率總務課長岡村昇及教務課瀧悟先生

進行該校概況簡介，並介紹該校目前所設計實施的二十二種消防教育訓練，

該訓練規劃詳盡，就職員部分涵蓋初任教育、幹部教育、專科教育及特別教

育規劃 16種消防教育訓練，另針對消防團員(義勇消防人員)規劃 6種消防

初幹部、專科教育及特別教育等專精教育課程，由於規劃訓練課程不同，各

訓練科目規劃不同，一般消防職員(指消防人員)初任基礎教育規劃76小時、

實務教育 214 小時、實科訓練 368 小時及選修等相關課程 143 小時，合計

801小時，後續藉由進階幹部教育及專科訓練，有效率培養新進學員之初級

班教育及現職人員之進階班教育。 

由靜岡縣消防學校校長等介紹該校消官訓練情形，由學員教育之食、衣、住

及教育管理與已分別介紹，並介紹消防學員實務教育設施，安排我方人員

參觀並近距離觀察訓練情形，獲取相當多之寶貴經驗與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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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靜岡縣消防學校 

 

林副市長與靜岡縣消防學校觀摩交流情形 

 

靜岡縣消防學校教務課長簡介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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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消防學校教育設施-消防實務訓練 

 

參訪消防學校教育設施-消防訓練車輛 

 

參訪消防學校教育設施-高樓救生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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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市長林永發與靜岡縣消防學校校長塩崎弘典(しおざき ひろのり)合影留念 

 

五、靜岡縣下田市防災都市規劃參訪 

日本靜岡縣屬依山面海之縣份，相關防災措施作為，係參訪人員除日本公部

門所辦理書面防災企劃及實務防災綜合演練外，第一時間面對災害真實情境

地點所做之基礎設施架構，亦為本次觀摩參訪之目標，本次擇以日本靜岡縣

下田市及其附近區域，近距離觀察瞭解多樣災變鄰國日本，防災對策與實際

執行面向，下田市為日本伊豆半島南部的都市，為南伊豆之中心城市，面積

約 250 平方公里，人口約 26 萬人，都市建築雖未如大型發展城市般，具有

高層建築樓層，惟該市處依山面海之地震帶地理環境，相對防洪、防震之基

礎設施，除具實用性外，更能兼顧市容美觀整體設計，乃為下田市所有之特

色，本次參訪人員於山區及市區街道均有深入觀察，由河川整治、消防配置

及防災基礎教育作為等三方向為重點，整合建築景觀與防災、河川水道設計，

兼顧市容觀光並成為美麗的景點，值得我們多多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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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田市都市型態與本市類似 

 
下田市市區避難設計 

 

下田市市區避難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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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區道路設置之海嘯避難引導標誌 

 

参、心得與建議 

本次由本市林副市長率消防局相關人員至日本靜岡縣為期 6日之觀摩考察，

考察預先設定由公部門規劃(靜岡縣府及其危機管理部)→觀摩實際作業演

練(三島市綜合防災演練)→防救災基礎教育訓練(靜岡縣消防學校)→現地

考察防災設施情形(南伊豆下田市)，瞭解日本靜岡縣於減災、整備及應變之

程序與運作方式，並佐以瞭解其救災基本訓練能量，以提供本市防救災多元

思考，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就本市與靜岡縣災害類別與基本處理能量而言，

仍有求同存異之必要，後就本次考察觀摩所見所聞提出以下心得與建議： 

一、防災規劃 

防災規劃所重為可行之道，就本次參訪日本靜岡縣及危機管理部，就相

關綜合救災演練之情境，已由過去災害累積淬鍊後之應變機制，我國於

災害防救深耕計畫中有類似之研究策進作為。然防災規劃動員上，我國

似乎欠缺民間專業技術士或協會積極參與防救災工作，公部門亦無相同

專業人力，故針對民間企業專業協助之方案，有可以加以研議之處。 

二、防災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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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參訪靜岡縣三島市綜合防災演練，就整體上，演練靜態展示與宣導

於該次演練中，發揮極為有效之宣導效果，其攤位規劃有災前預防、災

害發生後之基本民生作為(如簡易廁所、簡便自來水供應、緊急電力系

統、簡易維生炊事等)，均在靜態展示上與民眾有著非常良好的互動關

係，國內辦理相關演練，所規劃之攤位，如何吸引民眾之好奇期待心理，

應與展示內容有極大關連，展示與民眾息息相關之生活必須物資，藉由

動態演練和靜態展示之需求性功能規劃，應能發揮更好之效果。 

三、防災人員教育訓練 

目前國內訓練消防及防救災人員，訓練場地屬南投竹山消防訓練中心

為最完善，與日本消防之交流亦甚頻繁，本市消防局派出於國際間受訓

人員均以新加坡為大宗，本次參訪靜岡縣消防學校，對該校就初級人員、

進階人員及專業訓練等均有詳細之規劃，顯見該消防學校深植消防之

訓練有成，建議由本市消防局與靜岡縣消防學校學術技能能多與交流，

更建議由本市消防局人員能派員前往該消防學校實施短期教育訓練，

以提升本市消防救災之技能。 

四、都市設計 

防災觀念及意識應深植於民眾生活，本次參訪下田市時，其都市規劃中

河川防洪與景觀共存，形成平時美麗景觀，災時具有蓄洪排洪之渠道，

亦為本市河川整治可借鏡之處。另有發現每一區劃均置有糧食倉庫，於

山區每達一定高度即於適當位置設置一倉庫並依據人口配置相應所需

儲量，另其就地震後之海嘯警戒規劃亦相當細膩，每段距離均有標示清

楚之計算，民眾恐懼莫過於無知所引起，日本政府將防災資訊結合於民

眾生活中常見的的標示牌與廣設防災倉庫等作為，列屬防災生活教育

最好的方式，以視覺教育民眾應變的機制，融入生活的防災教育，效果

應該更加，值得我們就本市地形加以整體規劃，對市容與防災規劃產出

更好的都市風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