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政府111年119防災宣導活動資訊 
◎目的：期藉由防災園遊會方式，透過宣導攤位與民眾互動、傳達及教

導民眾家庭防災之觀念，以提升民眾居家生活安全。  

◎活動時間及地點： 

一、時間：1 1 1年1月1 5日（星期六）1 3時3 0分至1 6時3 0分。  

二、地點：新光三越香堤大道廣場 (地址：信義區松壽路9號)。  

◎活動主題：防災新生活、Fun心擁幸福 

◎當天活動項目如下：  

一、小小樂高(LEGO)消防宣導區：台灣樂高貿易股份有限公司以出品積

木為主，可藉由各種積木零件組合成模型物件，且有消防相關產

品，廣受親子喜愛，本次活動特別邀請該公司設置消防相關攤位，

宣導有關防火、防災相關知識，產、官異業結合，擴大宣導效益。  

二、119消防節，一起來捐血：每逢春節期間是缺血最嚴重的時候，本

次活動結合台北捐血中心，藉由消防人員熱血助人之特性，於攤位

及舞台節目上共同宣導民眾捐血，一方面增加本市血液庫存量，同

時提升本局消防人員形象。 

三、防災童玩趣體驗區：透過玩樂，人的身心得以舒展，生活也顯得豐

富有趣。本次活動將防災知識和消防員訓練方式結合童玩遊戲，例

如跳房子、打保齡球、拋圈圈等，讓民眾在學習防災同時，「憶」

起回味童年時光。  

四、AR實境解謎區：為宣導各項災害的常識，讓民眾做出正確的判斷，

進而遠離災害的威脅，本次活動將AR(擴增實境)功能與實際闖關結

合，民眾可利用智慧型手機之GPS定位到達攤位點領取任務，並依

照任務提示依序通關，待手機 App 顯示通關完成後即算闖關成

功。 

五、舞臺節目表演：  

1、邀請府內及民間團體進行表演。  

2、於舞臺節目表演中穿插防災宣導暨有獎徵答，由主持人與現場民

眾進行問答互動。  

六、宣導攤位闖關活動：  

1、為達宣導目的，特設計闖關活動，讓民眾以互動方式完成體驗；

闖關活動採集章制，參與體驗之民眾，完成體驗本活動闖關宣導



攤位，即可蓋對應之章戳。  

2、完成闖關集章券上規定章數後，民眾可前往闖關獎品兌換區兌換

宣導品。  

二、舞臺節目內容及負責單位如附件1  

三、宣導攤位編號、名稱及負責單位一覽表如附件2。 

四、活動場地配置圖如附件3。 

 

 

 

 

 

 

 

 

 

 

 

 

 

 

 

 

 

 

 

 

 

 

 

 

 

 



附件 1 

項次 節目名稱 表演單位 負責單位 

1 長官致詞 本府長官及來賓致詞 
本府消防局 

（減災規劃科） 

2 

頒獎 

 (協助活動有功單位感謝狀) 

 (韌性社區標章) (頒發消防安

全自主管理優良場所獎牌) 

本府長官 
本府消防局 

（減災規劃科） 

3 防災宣導有獎徵答 氣球達人 
本府消防局 

（減災規劃科） 

4 徐開炫表演 
徐開炫 

 (街頭藝人) 

本府消防局 

（減災規劃科） 

5 劍玉師小螺絲表演 陳益銓 (街頭藝人) 
本府消防局 

（減災規劃科） 

7 捐血傳愛 台北捐血中心 
本府消防局 

（減災規劃科） 

8 搜救犬表演 
本市搜救隊 

搜救犬小組 

本府消防局 

（災害搶救科） 

10 

福中活力舞蹈 精.智.文山-非

洲鼓共演 SHOW心湖樂團-烏客

麗麗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文

山、福中、心湖職能

工作坊 

本府衛生局 

11 沙鼻嫲，沙鼻牯，日日打大 鼓 
實踐國中 

客家民俗擂鼓隊 

本府消防局 

（第一大隊） 

12 舞龍舞獅表演 
臺北市南港區 

玉成國民小學 

本府消防局 

（第二大隊） 

13 歡樂童年 臺北市立松山幼兒園 
本府消防局 

（第三大隊） 

14 防災舞蹈表演 
臺北市私立 

水晶幼兒園 

本府消防局 

（第四大隊） 

15 音樂 DOReMi 
台北指揮家室內樂團

暨兒童管絃樂團 

本府消防局 

（第四大隊） 



附件 2 
攤位 

編號 
攤位名稱 負責單位 

A 
服務臺、貴賓媒體接待區及緊急事 

故臨時指揮站 
本府消防局(減災規劃科) 

B 
易讀易懂防災手冊專書展示 AR 實 

境解謎 
本府消防局(減災規劃科) 

C 救災小英雄 本府消防局(第三大隊) 

D 救心巴士等候區 本府消防局(減災規劃科) 

E 頒獎準備區 本府消防局(減災規劃科) 

F 表演團體更衣區（男） 本府消防局(減災規劃科) 

G 表演團體更衣區（女） 本府消防局(減災規劃科) 

H 表演團體準備區 本府消防局(減災規劃科) 

I 表演團體休息區 本府消防局(減災規劃科) 

J 音控區 本府消防局(減災規劃科) 

K 氣球達人 本府消防局(減災規劃科) 

L 表演團體報到區 本府消防局(減災規劃科) 

M 數位載具與生活災防資訊(1)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N 數位載具與生活災防資訊(2)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O 數位載具與生活災防資訊(4)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P 數位載具與生活災防資訊(3)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Q 防水杯墊 DIY 本府消防局(減災規劃科) 

R 防水杯墊 DIY 本府消防局(減災規劃科) 

S 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1)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

基 金會 

T 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2)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

基 金會 

U 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3)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

基 金會 

V 闖關獎品兌換區及救護站 本府消防局 (減災規劃科) 

W 防疫隔離區 本府消防局 (減災規劃科) 

1 台北捐血中心 台北捐血中心 

2 狹小巷弄要淨空 消防通道要暢通(1) 本府消防局（第一大隊） 

3 狹小巷弄要淨空 消防通道要暢通(2) 本府消防局（第一大隊） 

4 家庭逃生計畫1216 本府消防局（第二大隊） 

5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宣導 本府消防局（第三大隊） 

6 電流急急棒 本府消防局（第四大隊） 

7 視訊119 App 本府消防局（救災救護指揮中心）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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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瓦斯桶安全使用須知 
台北市液化石油氣體燃料商業同 

業公會 

10 認識火山災害 本府消防局(整備應變科)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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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財團法人防焰安全中心基金會 財團法人防焰安全中心基金會 



13 消防小偵探 本府消防局（火災調查科） 

14 遵守5不1沒有，電氣火災遠離我(1) 本府消防局（第一大隊） 

15 遵守5不1沒有，電氣火災遠離我(2) 本府消防局（第一大隊） 

16 瓦斯及一氧化炭中毒宣導 本府消防局（第二大隊） 

17 煙霧體驗室 本府消防局（第四大隊） 

18 最強搜救聯盟-汪星人見面會 本府消防局（災害搶救科） 

19 羅依小夥伴 社團法人中華消防協會 

20 廉政宣導 本府消防局（政風室） 

21 檔案應用服務 本府消防局（秘書室） 

22 福爾摩沙淺山大冒險 臺北市立動物園 

23 台灣區瓦斯器材工業同業公會 台灣區瓦斯器材工業同業公會 

24 社團法人臺灣防災產業協會 社團法人臺灣防災產業協會 

25 誠徵台北社造咖 本府都市更新處 

26 健康生活作伙來 本府衛生局（健康管理科) 

27 生命自主，讓愛延續 本府衛生局(醫事科) 

28 災前準備，災後「安心」 本府衛生局(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29 毒品防制教育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昆明防治中心 

30 南港區健康服務中心 臺北市南港區健康服務中心 

31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福中職能工作坊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福中職能工作坊 



32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文山職能工作坊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文山職能工作坊 

33 心湖職能工作坊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心湖職能工作坊 

34 住宅地震基本保險 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 

35 天然氣使用安全 本府產業發展局 

36 不動產交易安全宣導 本府地政局 

37 臺北市動產質借處 本府臺北市動產質借處 

38 菸酒法令宣導 本府財政局 

39 
雲端發票及統一發票兌獎 App 宣 

導 
本府財政局稅捐稽徵處 

40 全民原能會(1)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41 全民原能會(2)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食品檢驗分析 

實驗室) 

42 交通安全宣導 本府交通局 

43 快樂當兵去 本府兵役局 

44 水土保持諮詢服務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 

45 機車定檢小幫手 本府環境保護局(空汙噪音管制科) 

46 輻射防護宣導 本府環境保護局(空汙噪音管制科) 

47 資源回收源頭減量 本府環境保護局(資源循環管理科) 

48 就業普拉斯 臺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 

49 家具不倒翁 本府消防局（第二大隊） 

50 
2021-2022衛生福利部委託我國成 

年及老年人口腔健康調查計畫(1)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家庭牙醫學會 



51 
2021-2022衛生福利部委託我國成 

年及老年人口腔健康調查計畫(2)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家庭牙醫學會 

52 防災模擬城市 本府消防局（第三大隊） 

53 人離火熄 本府消防局（第四大隊） 

54 防溺輪盤(1) 本府消防局（第一大隊） 

55 防溺輪盤(2) 本府消防局（第一大隊） 



附件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