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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saster prevention education is the basic task in enhancing and promoting disaster prevention 

work. Taiwan is the top country among those exposed to the risks of multiple disasters in the world. 

Therefore, it is essential to implement disaster prevention education to help children develop good 

habits and skills for disaster prevention during their early childhood.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and 

analyzes the spirit and practice of disaster prevention education for young children in Japan, as its 

natural environmental is very similar to Taiwan. Based on Japan’s experiences, we reached a tri-fold 

conclusion, which we believe would be a good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isaster prevention 

education for young children in Taiwan. The first is educational policy. Concrete educational laws and 

regulations should be established and laws-based policy for disaster prevention education should be 

seriously practiced. The second is educational content. An Integrated curriculum and various teaching 

materials should be developed to meet young children’s needs. The third is the practice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Promotion mechanisms connecting young children, their parents and the communities 

they belong to should be established and encouraged. By doing so, we expect the spirit, knowledge and 

skills of disaster prevention can be rooted in young children’s minds and thus pave a brighter path for  

disaster prevention education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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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防災教育」乃有效強化與落實防災工作的重要基礎。台灣於地震、颱洪及坡地等災害之風

險高居世界首位，落實防災教育向下紮根，從幼兒階段開始應培養良好習慣與防災素養。本文以

地理條件與我國相似的先進國家─日本為研究對象。日本推行防災教育行之有年，本研究整合日

本經驗，針對教育制度面與實務推廣面進行分析，分析重點涵蓋日本幼兒防災教育法規政策的制

定，幼兒防災相關課程與教材的設計，以及結合社區參與的推廣防災教育機制等層面，並進一步

歸納出可供我國幼兒防災教育政策發展與實務推動參考的三個面向：（1）教育政策面--防災教育

政策端賴完善法規基礎，應制訂明確的相關法規；（2）課程內容面--編撰設計應貼近幼兒需求且

開發豐富多元的防災教材；（3）實務推廣面--透過幼童、家長與學校及社區居民的結合，建立「防

災共同體」的社區參與防災教育機制。以上，期能對我國在防災教育政策向下紮根的推展上，及

強化社會整體的抗災能力上，提供參考效益。 

關鍵詞：日本經驗、幼兒教育、防災教育、社區參與 

前 言 

「防災教育」乃災害防救工作得以有效開展和落實的重要基礎，梶秀樹、塚越功（2007）指

出防災教育及演練是提升個人或是地區組織防災能力的必要手段。台灣處於天然災害發生的高風

險地區，根據「天然災害熱點─全球風險分析」：台灣同時暴露於地震、颱洪及坡地災害之土地面

積及面臨災害威脅之人口均為 73％，高居世界第一（World Bank, 2005）。1958 年以來台灣地區歷

年天然災害損失統計資料顯示，天然災害不僅威脅人民生命財產之安全，經濟上社會成本的損失

更是居高不下（內政部消防署，2008）。 

（一）研究緣起與目的 

幼兒教育是幼兒學習與發展的關鍵時期，此時期若養成幼童良好習慣與基本防災素養，不僅

為日後防災教育學習奠基，也符合我國防災教育向下紮根的基本理念。國內目前幼兒防災教育尚

屬起步階段，以探討幼兒園防災教材編撰與開發為主（翁麗芳等，2008；翁麗芳等，2009；邱瓊

慧，2010；洪福財，2010；邱瓊慧、洪福財，2010；黃娟娟等，2012；郭美秀、駱明潔，2014）。

日本的防救災工作起步較早，防災教育成果豐富，對災害防治有顯著的成效（許民陽，2005）。為

促進我國幼兒防災教育的推行，本研究以地理環境相似的日本為研究對象；取經日本幼兒防災教

育發展經驗與實施情形，期對我國防災教育的發展具參考價值。 

（二）日本易致災環境與防災教育 

日本暴露於地震、颱洪及坡地災害之土地面積及面臨災害威脅之人口，在東亞地區的排名僅

次於我國（World Bank, 2005）。歷經多次的天然災害，尤以 2011 年 3 月 11 日規模 9.0 的東日本

大地震與海嘯重創東北沿海地區，也是繼 1995 年規模 7.3 的阪神大地震後創下最慘重的災害（総

務省，2010；総務省消防庁，2011；內閣府，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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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 年日本制訂的《災害対策基本法》明文規定，保全國土、國民生命、身體及財產免於受

到災害的威脅與侵襲乃國家重大使命。日本文部科学省 2000 年度出版的《教育白書》明記，落實

防災對策的基本方針：強化各級學校防災體制及防災教育、加強教育機關防災設備之機能，以及

促進防災相關學術研究活動等措施之推動。日本為徹底落實防災工作，推行防災教育更是不遺餘

力，其重點在於防災意識的普及與深植災害文化的理念，建構安全且安心社會，以培育符合現代

社會且具備問題解決能力、生涯學習能力的人才為訴求（文部科学省，2007a）。 

日本防災教育相關研究多認為防災教育應從小落實，並強調早期防災教育的重要性（石澤榮

里等，2000；伊村則子、石川孝重，2001；飯泉知花、久木章江，2004）。日本幼兒園為現行學制

劃分上最基層之學習階段，實施的教育課程多以體驗活動為主（文部科学省，2008），對促進災害

的理解有實質助益。日本積極促進與落實幼兒防災教育，為防災教育學習與學校體系防災教育奠

定穩固基礎。 

（三）幼兒期防災教育的重要性 

幼兒教育被視為幼兒學習與發展的黃金關鍵時期，顏士雯（2003）指出六歲以前的發展對孩

童未來發展具有決定性影響，主張孩童應及早接受教育。幼兒教育的特色是生活教育向下紮根，

凡飲食、遊戲、運動、走路與安全教育等良好習慣的指導與養成在幼兒教育階段最為迫切（蕭瑞

琪，2010）。日本《教育基本法》（2006）第 11 條規定：「幼兒期教育以促進身心健全發展為宗旨，

此時期為培養終生人格發展形成之重要基礎，國家及地方公共團體必須致力於保育幼童並提供適

當的學習環境，以幫助其身心健全發展為首要目的」。 

為有效達成防災理念深植校園與社會的目標，積極進行學校防災教育的推動已受到重視（李

文正等，2009）。我國各學習階段防災教育的推展歷程（教育部，2004；翁麗芳等，2008）顯示，

防災教育在九年一貫課程、高中職、大專學校教育課程中已見推動，學前階段則尚無推展。陳玉

婷、鄭孟斐（2010）也指出目前國內專為幼兒設計的天然災害課程付之闕如。 

林新發等（2010）提出教育是社會紮根與發展的基礎，如能自幼培養正確的防災意識和防災

素養，對社會的人才培育與整體發展都有極大的正面效應。面對天然災害頻發的環境，重視幼兒

良好習慣與基本防災素養的培養正符合我國防災教育向下紮根與從小落實的基本理念。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參考地理環境與我國相似且防災教育成果豐碩的日本經驗，透過文獻分析與文件分

析，探討日本幼兒防災教育的發展概況與實施經驗。資料的搜集與分析包含：日本推動幼兒防災

教育的相關研究論文、政府的防災政策資料與書面報告、幼兒防災課程以及防災教材等；分析的

面向則包括：日本防災教育的概念、發展歷程與特色、幼兒階段防災教育的發展背景與脈絡、防

災教育的課程規劃與實施情形、以及防災教材的精神與內容等。綜整上述分析結果，期望對我國

的幼兒防災教育提供他山之石的參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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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幼兒防災教育發展概況 

（一）日本防災教育相關政策、法規與實施內容 

防災教育的具體落實仰賴效率的政策推動。以下整理日本專司防救災業務工作的内閣府（相

當於我國「行政院」）與文部科学省（相當於我國「教育部」）防災教育政策的推動情形，以瞭解

日本防災教育施政方向。 

1950-2013 年日本防災教育政策、法規與實施內容（表 1）得知：日本最早的防災政策可溯及

因應伊勢灣颱風而制訂的災害對策基本法（1961 年）。自 1995 年阪神大地震後，日本政府除了進

行全面修正防災基本計畫外，積極投入防救災工作；推動防災教育更是不遺餘力，政策與法規及

實施內容上均能顯示政府將學校防災教育的強化與社會防災教育的推廣普及為防災教育的施政重

點所在。 

表 1 1950-2013 年日本防災教育政策、法規與實施內容 

年代 災害事件 政策與法規 實施內容 

1950 59 伊勢灣颱風   

1960 

 61 災害對策基本法 61 創設防災日 

62 設置中央防災會議  

63 防災基本計畫  

64 文部科學省防災業務計畫  

1970 

76 東海地震發生 

可能性研究發表 

（地震學會） 

  

78 大規模地震對策特別處置法 

79（東海地震）地震防災基本計畫 

1980   82 創設防災週 

1990 

95 阪神大地震 95 防災基本計畫全面修正 95 創設防災義工日及防災義工週 

 95 學校防災體制的充實(第 1 次報告) 

96 文部科學省防災業務計畫修正 96 推動防災教育模範地區 

 96 學校防災體制的充實(第 2 次報告) 

 97-99 各級學校防災教育教材製作及發放 

 98 彙編出版「培育生存能力防災教育的推展」 

2000 

 05 推廣減輕災害受害的國民運動 

之專門委員會 

06 推廣減輕災害受害的國民運動 

之基本方針 

01 彙編出版「培育生存能力學校的安全教育」 

 01 推動防災教育挑戰計畫 

  

 07 防災教育支援懇談會報告彙整 

 08 防災教育支援推進計畫 

2010  

12 災害對策基本法修正 

12 學校防災便覽（地震和海嘯災害）

製作手冊 

13 培育「求生力」之防災教育推廣 

~學校防災的參考資料 

 

資料來源：内閣府（2006；2010；2011；2015）、文部科学省（1998；2001；2007a；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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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學校安全教育中的防災教育 

日本《教育白書》（文部科学省，1993；1997；2000）指出，學校防災體系與防災教育的落實、

學校設施防災機能的強化，以及防災相關學術研究的推動為文教設施實施綜合防災計畫的重點所

在。學校安全的實施涵蓋三面向，分別為交通安全、生活安全與災害安全；其內容為交通安全教

育的實踐、教職員急救處理研習的加強、災害醫療費用與補助制度的實施。學校防災教育為學校

安全的一環。 

1995 年阪神大地震後，文部科学省重新檢視大規模災害緊急應變措施並檢討學校教育防災體

制。為督導各級學校徹底執行防救災工作，針對擔任安全教育的教職員為對象，定期舉行防災研

習會以提升防災指導力（文部科学省，2000）。根據「培育生存能力學校的安全教育」及「培育「求

生力」之防災教育推廣~學校防災的參考資料」（文部科学省，2001；2015），加強學校防災教育

從日常生活中安全的實踐做起，以自他的生命尊重為基礎，培育安全生活能力，進而涵養具備貢

獻與營造安心社會的能力。顯見日本公部門對於落實學校安全教育的決心，為日本學校教育體系

奠定日後防災教育發展之基石。 

（三）日本對幼兒防災教育的重視 

1.幼兒防災教育為生活教育的一環 

幼兒教育的特色在於生活教育的向下紮根，為奠定將來良好生活習慣的重要階段（蕭瑞琪，

2010）。日本土木学会（2005）從發展心理學的觀點，指出幼兒期是從日常生活經驗中學習、奠定

人生基礎的重要時期，並強調應致力於幼兒防災教育。 

日本《学校教育法》（1947）揭示幼兒園為培養義務教育與奠立日後教育之基礎，需保育幼童

並提供適當學習環境，以幫助其身心健全發展為首要目的。日本《幼兒園教育要領》第 23 條第 1

款（文部科学省，2008）明言教育目標為：「培育能健康、安全且幸福生活之基本生活習慣與態度，

希望能使身體諸機能協調性發展。」在幼兒身心發展與學習的黃金關鍵時期，培養自動自律的安

全生活態度，不僅有助於日後防災教育學習之延伸，對於社會人才的培育與防災素養的提升，都

有其正面的價值。 

2.連結家庭與社區─促成防災教育普及化 

日本中央教育審議会第一次答申（文部科学省，1996a）主張孩子們的教育，應強化學校、家

庭、社區三者的連結，提出「打造開放學校」的提議。文部科学省（1996b）呼應並致力於加強家

庭與社區的連結，期能有效且持續地推進防災教育。具體作法如下： 

透過地區運動會與活動的舉辦，於平時活化與地區的連結。利用家長到校參訪的機會，進行

儲備倉庫和防災設施設備的確認，目的為學校成為避難所的事前佈置。參加地區消防署和公民館

主辦的防災講座，平時積極與消防署、自主防災組織等防災機關、團體密切聯繫。串連學校、家

庭、地區三者的防災教育，經由家長和地區防災機關、團體等參與校內「防災委員會」或「學校

安全委員會」，讓防災教育相關協議、計畫執行與實施得以順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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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幼兒防災教育的實施情形 

（一）日本幼兒防災教育能力指標、教育目標、課程架構與內容 

根據日本現行《幼兒園教育要領》（文部科学省，2008），掌握幼兒園教育體系與課程架構等

現況資訊；蒐集如：静岡縣防災教育基本方針（靜岡県教育委員會，2002）、學校防災教育指導教

材（神奈川県教育委員會，2005）、學校防災教育・安全指針（和歌山県教育委員會，2009）、み

やぎ（宮城）防災教育基本指針（宮城県教育委員会，2009）及學校安全入門（愛媛県教育委員

會，2010），以掌握各領域課程中災害相關學習內容，並依幼兒防災教育能力指標、教育目標、課

程架構與內容，分項歸納整理如下： 

1.日本幼兒防災教育能力指標 

彙整日本現行《幼兒園教育要領》（文部科学省，2008），幼兒園課程架構由五大領域（健康、

人際關係、環境、語言與表現）和配合各園所特性及當地的行事所構成。實施防災教育內容有：

健康、人際關係、環境與語言四領域，及課外活動的幼兒園行事（圖 1）。透過這些課程與活動進

行適合幼兒身心發展的防災教育學習。其內容分三層面，知識與理解層面，如認識危險物品及危

險場所；技能層面，以培養災害初期避難行動的技能為主；以及公共與社會層面，恪遵團體規則

等社會規範，期待能達到具備防災知識與應變行為的能力、保護自己身體與克服困難的能力，以

及貢獻居住社區安全與打造安全社會的能力等防災教育能力指標。 

 
日本幼兒園防災教育課程 

 

「健康」領域 

1.培育健康的身

心，具備健康且

安全的生活能

力。 

2.基本生活習慣的

養成。 

3.緊急危難時的應

變方式。 

「人際關係」 

領域 

1. 與他人相親相

愛，並建立互助

關係，培養與人

相處的能力。 

2.積極建立朋友關

係，互享喜悅與

悲傷。 

「環境」領域 

1.培育積極主動關

心生活周遭環境

的能力。 

2.培養關懷身邊周

遭的動植物。 

「語言」領域 

1.培育語彙表達的

能力，並涵養生

活態度。 

2.注意聆聽他人說

話，明瞭對方說

話內容。 

「幼兒園行事」 

1.防災訓練 

2.消防署、防災中心

教學參觀。 

 

 

知識與理解 技能 公共與社會 

危險物品、場所的認識 

災害發生時的危險場所 

（主要為屋內）的認識。 

初期避難行動（教師主導） 

注意聆聽他人說話，災害發生時 

能夠與團體一起行動。 

遵守規則 

瞭解團體生活的規則， 

並能確實遵守。 

↓ ↓ ↓ 

防災能力指標 

保護自己身體的能力，克服困難的能力。 

具備防災知識與應變行動的能力。 

培養貢獻居住社區安全與安全社會的能力 

圖 1 日本幼兒防災教育課程目標及能力指標 

整理自文部科学省（1996b；2008）、宮城県教育委員会（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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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本幼兒防災教育目標 

（1）培養安全行為的防災教育 

日本防災教育以認識並理解地震、火山活動、火災、氣象災害等之危險性為基礎，培養安全

行為之防災應變能力為主要目的。「学校等の防災体制の充実について第二次報告（學校防災體制

之健全第二次報告書）」（文部科学省，1996b）揭櫫防災教育目標為：（1）認識災害發生時的危險

情況，進行日常生活中事前準備的同時，能根據各種情況，做出正確判斷以保護自我人身安全；（2）

災害發生後，進而對他人、團體與社區安全有所貢獻；（3）瞭解天然災害發生原理、當地自然環

境、災害及防災基礎與基本知識。 

（2）考量幼兒身心發展的防災教育 

面對災害的突發狀況，為保障自我安全，日本將防災教育目標落實於防災課程內容，指導幼

童在日常生活中具備防災能力。在設計指導內容上，以火災、地震發生為例，配合當地與各校的

實際狀況並考慮幼童的身心發展，達到培育安全行動的態度與能力。此外，配合各學科領域、道

德、特別活動等進行防災指導，強化各領域間的聯繫以推展防災學習。推廣防災教育上，實際透

過與當地防災機構，如消防署、氣象台、公民館與防災中心，和社區防災組織團體如：自主防災

組織（文部科学省，1996b）的相互連結，以培養災後的生存、重建能力及發揮義工服務精神等（靜

岡県教育委員會，2002；神奈川県教育委員會，2005；和歌山県教育委員會，2009；愛媛県教育

委員會，2010）。 

3.日本幼兒防災教育課程架構與內容 

（1）日本幼兒園防災教育課程架構 

日本幼兒園教育課程中，「防災學習」於健康、環境、人際關係及語言等領域中實施；「防災

指導」則在班級活動、班會、學校行事等課外活動時間或是於日常學校生活的指導中實施為主（圖

2）（文部省体育局，1999）。為了讓學童有效學習防災知識，培養災害緊急應變能力，幼兒園防災

教育的推行需配合幼兒身心發展，設計能融入幼兒園整體教育課程體系中的防災學習內容並搭配

防災指導計畫，以確保指導時間，進行有計畫性且持續性的防災教育之實踐為基本要務。 

 

 

 

 

 

 

 

 

 

 

圖 2 幼兒園防災教育課程的實施 

引自「教職員のための防災事典（中譯：教職員專用防災寶典）」，文部省体育局，1999，p.49。 

幼兒園 

防災教育 

 
防災 

學習 

防災 

指導 

體育、健康教育學習 

其他領域學科學習 

班級活動、班會時間指導 

兒童會、導生時間指導 

班級活動、班會時間的指導 社團活動指導 

健康安全、體育行事指導 

學校日常生活指導 

課外活動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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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本幼兒園防災教育課程內容 

本研究依據日本《幼兒園教育要領》（文部科学省，2008）所明訂之各領域課程目標與學習內

容，探討日本防災教育於各領域課程的實施內容。並依其幼兒園防災教育課程架構（圖 2）之防

災學習課程與防災指導活動相關內容，整理如下： 

 a.防災學習課程內容 

幼兒園防災領域課程的安排，主要利用日常生活中各種機會，指導並加深幼兒對於安全的理

解，強化自我保護行動；結合家庭和社區的避難訓練與舉辦消防演習、防災中心教學參觀等活動

的實施，促進教師和家長共同理解災害的危險性，學習如何確保幼兒的安全（文部科学省，1996b）。

茲整理日本幼兒園各領域防災課程目標與內容如表 2 所示。 

表 2 幼兒園防災領域課程目標與內容 

領域 防災課程目標 防災課程內容 

健康 
認識危險的場所、避免危險的遊戲方式與學

習災害發生時自我保護行動。 

透過防災避難演練，瞭解緊急危難時的避難方

式。日常生活中，建立安全的觀念與行動，並強

化日常指導的累積。 

人際 

關係 
培育能與人分享、喜悅和悲傷與共的同理心 

團體生活中，彼此尊重並遵守生活公約，團體生

活更順暢。 

環境 能關懷身邊周遭動植物 
透過接觸生活周遭的動植物，同時感受生命的可

貴，進而學習尊重生命。 

語言 注意聆聽他人說話，並學習表達能力 仔細聆聽老師說話，遵從老師指示行動。 

資料來源：整理自文部科学省（1996b；2008）。 

 

b.防災指導活動內容 

日本幼兒園經由全體教育活動進行防災教育，為了安排與進行有系統且循序漸進的防災教育

課程，各幼兒園同時配合該園所與當地社區的實際狀況，進一步整理各學科領域、道德，以及課

外活動的防災教育相關課程內容與授課時數，制訂涵蓋災害安全、生活安全、交通安全內容之防

災教育課程計畫的「學校安全計畫」（文部科学省，1996b）。針對「學校安全計畫」中防災能力訓

練活動目標與內容整理如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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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幼兒園「學校安全計畫」中防災指導活動目標與內容 

進行方式 達成目標 內容 

遊戲活動 
幼童能透過周圍環境 

進行自我學習 

・遊戲器具、用具的使用方式 

・運動技能 

・判斷力 

・培養對動植物的關心（尊重生命） 

・建立友誼關係（尊重自己及他人） 

主題式 

活動 

依教師所設定的 

主題情境下學習 

・用具的使用方法 

・訓練手指的靈巧性 

・培養滿足感、成功感及自信 

・培養所給予課題當作自我課題的責任感 

團體活動 
班級全體一起活動（如繪本、捉

迷藏、唱歌等）的經驗中學習 

・敏捷性技能的培養 

・團體一同的玩樂方式 

・能視團體活動規則與對方的動作而做出適當的

行為及反應 

・以團體為出發點的想法與行為 

・繪本學到的心情體驗 

生活行為 
學習自我快樂與培養 

自我認同 

・能夠收拾整理身邊周遭環境 

・能夠培養健康的習慣 

・同儕相互幫助、照顧 

・透過照顧動植物，學習生命尊重 

資料來源：文部省体育局（1999：61）。 

（二）日本幼兒園防災教育的實務推動 

從文獻資料中分析整理出日本幼兒防災教育的具體實施內容，如下所示。 

1.著重防震、防火教育的實施 

日本幼兒園對各種教育需求程度的調查結果顯示，進行幼兒防震、防火教育是迫切且重要的

（飯泉知花、久木章江，2004；高橋多美子，2008）。飯泉知花、久木章江（2004）對幼童的防災

教育具體知識需求程度進行調查，發現「與家人建立緊急通報與聯絡方式，並確認避難場所的位

置」和「火源附近不放置易燃物品」等知識需求程度較高。伊村則子等（2006）實際調查幼兒園

防災教育的實施情形，發現幼兒園防災教育的實施是以團體避難為中心的防震與防火避難演練為

主。藉由體驗煙霧室與參觀防災館等體驗式教學，期望幼童在緊急災難時迅速且冷靜的避難，以

維護自我生命安全。 

2.領域課程外以體驗式防災訓練為主 

日本幼兒園防災教育的實踐上，編製防災教育實施計畫，有效落實防災教育之進行。實施方

式以防災訓練為主，各所幼兒園每年皆實施一次以上的防災訓練，且訓練內容首重緊急逃難時的

避難方法與學會如何保護自我的應變能力，其次為與家人溝通聯絡、災害緊急通報以及確認避難

場所的位置等（高橋多美子，2008；靜岡県教育委員會教育総務課，2009）。 

 3.幼兒防災教育教材開發種類多元 

為創造幼兒防災教育多元的學習環境，編製因應各種需求的防災教材乃為要務。本研究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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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日本幼兒防災教育教材的研發與製作等相關研究，依教材種類、目標、內容構成與預期效果

進行整理如表 4，發現多數的幼兒防災教材主張防災學習應寓教於樂並符合幼兒身心發展階段，

以設計好學易懂的防災繪本與防災遊戲居多；幼兒防災教材的實施更融入家長參與的元素，使防

災教育的實施效果不侷限於幼兒更擴及家長。 

表 4 日本幼兒防災教育教材相關研究 

作者 教材種類 教材目標 內容 預期效果 

飯泉知花、久木

章江（2004） 

防災繪本 強調好學易懂，且

能提高防災興趣 

幼兒園防災避難演練

為故事背景，透過問答

方式構成故事內容 

幼童學習正確與錯誤

的行為。對於家長具啟

發效果 

土屋繪里等

（2005） 

防災繪本 3 到 5 歲幼童，以

確保身體安全為目

標 

躲藏於桌下、逃難不慌

亂、頭遮防災頭巾、聽

從大人指示等四大部

分組成 

促進親子同樂學習防

災。幼童能寓教於樂學

習防災緊急應變能力 

伊村則子等

（2006） 

小川裕美等

（2006） 

伊村則子、石川

孝重（2006） 

防災繪本 設計打動幼童心靈

要素與融合體驗學

習內容為主要訴求 

地震的存在與危險

性、地震時身體的保

護，設計從防災行動到

防災情意培養的學習 

防災繪本朗讀，不僅符

合幼兒需求，更融入幼

兒學習當中。防災繪本

的編製能達到幼兒園

幼兒體驗訓練事項體

系化 

矢守克也、吉川

肇子（2005） 

防災遊戲 

「ぼうさい 

ダック 

（中譯：防災

鴨）」 

幼童透過實際身體

的活動，從遊戲中

學習如何保護自己

的生命與身體 

透過學習面對自然災

害與人為災害的緊急

應變能力，將防災融入

日常生活的一部份 

透過防災遊戲，幼兒園

與家庭能自然而然充

實防災知識與提高防

災意識 

矢守克也等

（2007） 

防災遊戲「大

ナマジン防

災すごろく

（中譯：防災

大富翁）」 

將複雜的防災程序

融入遊戲中學習 

透過大富翁的方式進

行防災遊戲 

與家人在遊戲過程中

學習並確認事先預防

項目 

4.「日本防災教育挑戰計畫」實施案例 

「日本防災教育挑戰計畫」（內閣府，2010）以提升下一代的防災素養為宗旨，透過家庭、學

校與社區防災教育的推進及實踐，期能有效提高社會整體防災能力的使命。主要內容如下： 

（1）支援防災教育新的嘗試與想法。 

（2）建立防災教育活動中個人及團體的交流平台，以利經驗與訊息的共享，進而達到防災教

育的活性化。 

（3）推進防災教育的同時，擴展其影響範圍並致力於每位國民與社區防災力的提升。 

藉由 2001 至 2009 年「日本防災教育挑戰計畫」（內閣府，2010）中，幼兒防災教育的實施案

例（共 7 例如表 5 所示），進一步掌握近年日本幼兒防災教育的具體實施內容與發展方向。 

表 5 顯示，日本幼兒防災教育的實施內容主要有防震教育、防火教育與防範教育，可見在實

施議題上，地震、火災與校園陌生人等因應對策備受關注。此外，教育對象主要有二：（1）針對

幼兒園教職員進行防災教育相關研習，以促進幼兒園設施的安全檢查與防災知能的提升；（2）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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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幼兒及其家長、社區民眾而設計的防災教育活動與課程，旨在透過幼兒學習防災相關知識與技

能的同時，帶動幼童家長與當地社區民眾的一同參與，促進家庭防災與社區防災網絡的建置。 

表 5 幼兒防災教育實施案例概要 

編

號 
年 團體名稱 計畫名稱 地區 對象 對象災害 

① 2001-2003 
御茶水女子大學

附屬幼兒園 

教師防災體驗 

幼兒防災教育 

東日本地

區 

幼兒園 

教職員 

防震教育 

② 2001-2003 
御茶水女子大學

附屬幼兒園 

園內陌生人對策 

校園死角大搜索 

東日本地

區 

幼兒園 

教職員 

防範教育 

③ 2005 

土木學會大規模

地震應變檢討委

員會 /透過地區

防災教育之人才

培育部門 

編製與發放幼兒園

・保育園「地區防災

確認表」與「地震防

災對策・教育參考

手冊」 

東日本地

區 /西日本

地區 

幼兒園 

教職員 

防震教育 

④ 2006 

社會福祉法人 

知恩福祉會  海

童保育園 

消防署防災體驗學

習！親子參加＆地

區的進行 

佐賀縣・

鹿島市 

幼兒園 

幼 童 與 家

長、社區居

民 

防火、 

防震教育 

⑤ 2006 

育兒俱樂部 災害發生！媽媽・

爸爸・地區守護幼

兒！「防災建議與兒

童救命急救法講座」 

東京都・

武藏野市 

幼兒園 

幼 童 與 家

長、社區居

民 

防火、 

防震教育 

⑥ 2007 

愛知縣立 

日進高中 

災後餘生體驗，成為

災害強者透過支援

社 區 年 長 者 與 孩

童，學習尊重生命 

愛知縣日

進市 

高中生、社

區居民、社

區 義 工 團

體、社區幼

兒園幼童 

防震教育 

⑦ 2007 

社會福祉法人 

藤山保育園 

守護幼童 

保護自己 

山口縣宇

部市 

幼兒園教職

員、幼童、

家長 

防範教育 

資料來源：整理自內閣府（2010）。 

日本幼兒防災教育實施特色與啟示 

日本幼兒防災教育的推動與實施，有效落實防災教育的向下紮根，為防災學習奠定基礎，對

於社會全體抗災能力的提升深具意義。以下根據前述日本幼兒防災教育實施情形與經驗，歸納其

實施特色，並提出我國發展幼兒防災教育之可行途徑建議。 

（一）重視法規基礎─法規制訂明確 

日本通過了《教育基本法》（2006）與《学校教育法》（1947），確保日本國民接受教育的權利

與義務，及日本教育發展在憲法保護規範下的法律基礎。《教育基本法》明訂與日本憲法精神一致

的日本教育目標，涵蓋健全的人格發展、國民成長的努力、強壯的身心體魄、追求真理與崇尚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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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自我實現、職業神聖與完成工作的責任感、獨立自主的精神、以及建立和平的國家與社會；《学

校教育法》則規定了教育相關的一般性規則，目的不僅在使各級學校運作有依據，並保障每位學

童在教育中有公平的機會與收穫（焦正一，2000：391）。 

日本幼兒防災教育經由全體教育活動的推行，各幼兒園所需依據文部科学省頒佈《幼兒園教

育要領》（文部科学省，2008），針對課程內容的安排、教材的編製、教學教法的設計等規定，作

為幼兒園實施防災教育的參考依據。各幼兒園同時配合該園所與當地社區的實際狀況，考量學童

的身心發展，整理各學科領域、道德，及課外活動的防災教育課程內容與授課時數，制訂涵蓋防

災教育課程計畫的幼兒園學校安全計畫，並據以進行有系統且循序漸進防災教育課程的教授（文

部科学省，1996b）。 

（二）防災教育課程設計與教材編製重視幼兒身心發展 

指導幼童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有效進行防災相關內容的學習，是日本實施幼兒防災教育的重點

（文部省体育局，1999）。據此，日本防災教育考量幼童身心發展，設計符合從幼兒園到高中各學

習階段，具備系統性、統整性及連貫性的防災教育課程，以確保各階段學童有效進行防災學習。 

幼兒防災教育課程設計上，其教育目標為透過日常生活中防災教育的實施，加深幼兒安全的

認知；緊急狀況時，能聽從與遵照教師與家長的指示行動；若發現火災等危險狀態時，能在第一

時間緊急告知教師、家長或附近大人（文部科学省，1996b）。根據幼兒園教育現場防災教育的調

查結果（伊村則子、石川孝重，2006；伊村則子等，2006），防災教育實施情形主要可分為「防災

學習課程」與「防災指導活動」兩部分，以利用課外活動的時間進行災害體驗，內容則以防震與

防火避難演練最為普遍。課程內容設計與編排上，為了讓幼兒能有效吸收與學習，不論是「防災

學習課程」或「防災指導活動」，皆以幼兒身心發展為考量，分別針對 4 歲與 5 歲幼兒的身心發展

進行防災學習內容設計（文部省体育局，1999）。幼兒防災學習內容從日常生活中取材，結合生活

經驗並透過遊戲的方式以發揮寓教於樂的效果，期能藉此促進幼兒對於防災的好奇與興趣而主動

學習，進而提高防災教育學習效能。 

（三）幼兒防災教材種類豐富多元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日本除了針對幼兒防災教育教材進行研發與編製（見表 4），文部

科學省（2007b）與各都道府縣教育委員會著手共同開發並主動提供各級學校所需之防災學習課程

資料、補充教材、宣導短片等視聽教材以及數位化媒體的活用等。教材種類豐富，重視防災學習

的多元化。各幼兒園所也可依課程需求並配合學童發展階段進行學習。針對教育現場第一線教師

防災進修部分，則透過各級政府教育委員會分發教學指引等教職員使用之參考資料，如：「培育生

存能力防災教育的推展」（文部科学省，1998）與「培育生存能力學校的安全教育」（文部科学省，

2001），內容涵蓋學校防災教育的意義與目的、指導內容與進行方式；學生防災學習部分，針對全

國各級學校，發放豐富且多元化的防災教材與宣導資料，如海報、手冊及視聽教材等，各級學校

可視課程需求或學生要求選擇使用（表 6）。 

日本開發與編纂防災教育相關學習教材不遺餘力，適用對象從幼兒時期至各級教育階段，利

於各年齡層防災教育的進行。其中，幼兒防災教材的設計，考量幼兒身心發展階段，活用身體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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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語言的表達，以及重視生動活潑的圖畫傳達方式，結合故事書與遊戲的概念，研發寓教於樂的

防災教材，讓幼兒進行防災教育學習達到事半功倍之效。 

表 6 日本文部科學省防災教育相關教材一覽 

教材屬性 教材名稱 適用對象 

防災教育宣導海報 

「考えようわたしたちのいのちと安全」 

中譯（下同）：一起想想我們的生命和安全 
國小 1～3 年級 

「たった一つのいのちを守るために」 

為了保護唯一的生命 
國小 4～6 年級 

防災教育宣導手冊 

「防災は自分自身の手で」 

動手作防災 
國中生 

「防災について考えよう」 

防災總動員 
高中生 

防災教育宣導影片 

「ロロとモモのじしんとかじのおはなし」 

蘿蘿與毛毛的地震與火災故事 
幼兒 

「地震!!あなたはどうする」 

地震！你該如何作 
國小生 

「地震!!あなたができること」 

地震！你能作的事 
國、高中生 

資料來源：整理自文部科学省（2007b）。 

（四）推動家庭與社區防災教育 

一年當中，日本幼兒在幼兒園生活的時間僅佔 16～25%，大部分時間仍以待在家庭的時間為

主（土木学会，2005）。因而雖在「防災教育網站」上也有相當的發展，為了真正達到確保幼兒安

全之目的，透過幼兒園幼兒防災教育的推廣，結合家庭與社區的防災教育推動機制勢在必行。 

在教材設計上，結合幼兒園、家庭與社區三者的防災學習內容，透過家長與社區居民的協助，

陪同幼兒進行防災學習的同時，不但強化三方的互動，也達到提升社會整體抗災能力的目標；在

防災組織架構上，文部省体育局（1999）透過鼓勵在校內設置由家長與社區防災關連機關、團體

組成的「防災委員會」，並成立加入地區防災相關機構委員的「學校安全委員會」，作為順利推動

防災計畫的制訂與防救災業務進行上的擔綱要角。主要業務內容為利用週休二日，由地區消防局、

氣象站、社區活動中心，以及防災中心共同舉辦的以防災為主題的公開演講與體驗學習等活動的

參與，促進與防災機構、團體的緊密結合為首要目的。透過此組織的運作，對於事前各相關單位

在地區的防災避難演練、野外露營及求生訓練等避難場所營運的配合上，皆具積累實務經驗之功

效。 

結 論 

近年來，全球各地天然災害發生的頻率日益頻繁，如何在鄰里社區之間發揮最具效果的「自

助、共助」減低災害實為刻不容緩。綜整上述日本幼兒防災教育之實施特色，日本在幼兒防災教

育的發展上，重視教育制度的完整性且多元規劃防災課程教材，並結合社區的參與及推動，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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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教育的全面性推廣等，足供我國之參考採納。 

以下，本研究歸納出可供我國幼兒防災教育政策發展與實務推動參考的三個面向。 

教育政策面：確立教育相關法規。日本將法律規範視為政策的核心，明確的教育法規為幼兒

防災教育政策有遵循的憑據，為日後相關政策之制訂與制度推行上奠立完善基礎。 

課程內容面：積極研發配合幼兒身心發展的教育內容與提供豐富多元化的教材選擇。幼兒防

災教育的實踐需以幼兒教育課程為根本，並考量當地特性、幼兒園實際情況以及幼兒適性發展，

求得具系統性、完整性且適當的幼兒防災教育課程。 

實務推廣面：藉由家庭與當地社區的緊密結合來推動幼兒防災教育，為整體防災教育中相當

重要的一環。加強防災體系健全化，以有效減輕人民和社會的災害風險。致力於幼兒園、家庭與

社區三位一體的社區參與防災教育乃當務之急。 

日本幼兒期防災教育以寓教於樂的方式為訴求，在遊戲當中幼童與家長一同快樂學習防災為

最高理想境界（土木学会，2005）。本研究取經日本幼兒防災教育的教材編撰與教育實務推廣等發

展經驗，最終目標在幼兒園防災教育的落實與推動，期能奠基於完善的教育體制以及全面性的教

育實踐，進而建立防災從小紮根的理念。以上，作為未來我國推動幼兒防災教育策略與方針的參

考，期待及早建立自我安全保護與危機意識的觀念與認知，將防災理念深植於教育基層，逐步邁

向零災害之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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