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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救應變 

組織 
姓名 

聯絡 

電話 

原屬 

單位 
代理人 

聯絡 

電話 
主要應變工作事項 

指揮官 梅瑞珊 0915686*** 校長 呂日暖 0976369*** 

1. 平時督導、協調各組整備能力。 

2. 災時指揮、督導、協調各組所有運作。 

副指揮官 

(兼發言

人） 

應復興 0970519*** 總務處 呂德鈞 0953633*** 

1. 統一對外發言。 

2. 對外通報「核子事故地方災害應變中

心」有關全校師生疏散情況，包含目

前處置狀況已疏散人數、接待學校或

其他收容所、災情及待援助等相關事

宜。 

通報組 

呂日暖 

王珈琪 

林盈賢 

王玉萍 

0976369***09

26997*** 

0932179*** 

0955178*** 

教務處 楊雅君 

林盈賢 

劉毓仁 

 

0985305*** 

0932179*** 

0903134*** 

 

1. 向消防隊通報，並確認已通報。 

2. 聯絡有關人員 

3. 於適當時機進行場所內廣播，以避免

發生驚慌。 

避難引導

組 

羅志方 

楊光輝 

吳柏勳 

鐘玓芸 

0933571** 

0988311*** 

0921420*** 

0917221*** 

 楊光輝 

吳柏勳 

吳建宗 

張瑋珊 

白世輝 

28316834 

0921420*** 

0933870*** 

0981303*** 

0960692*** 

1. 避難引導組每學期規劃每棟建築物舉

辦一次避難疏散演練。 

2. 規劃疏散路線，並分配責任區，擬定

校內輻射災害避難疏散圖（疏散路線

和集合地點）。 

3. 確認收容站之聯絡窗口。 

4. 掌握全校師生名單。 

5. 向全校師生加強宣導輻射防護常識。 

6. 維護學校教室環境安全及門窗完整。 

7. 收到掩蔽通知：引導在戶外活動之教

職員生，儘速進入選定最近距離的避

難點或教室（混凝土建築物）掩蔽。 

8. 負責清點於設置的避難點（最近距離

的避難點或教室）之全校師生人數。 

9. 收到疏散通知：協助全校師生搭乘政

府的專車至收容站。 

10. 強制疏散不願避難之學校教職員生。 

11. 協助行動不便之師生疏散。 

12. 指派交通服務隊或紫錐花社及春暉社

等基層服務隊之學生協助引導避難疏

散。 

安全防護

組 

孫寶仲 

郭光泰 

洪仕貴陳

秀羽 

0973101*** 

0937991*** 

0910103*** 

0919955*** 

 王榮祿 

洪仕貴徐

秀珍 

0953214*** 

0910103*** 

0931681*** 

1. 清楚瞭解疏散路線。 

2. 掌握全校師生名單。 

3. 維護學校教室環境安全及門窗完整。 

4. 向全校師生加強宣導輻射防護常識。 

5. 告知親人若於政府宣布疏散時，亦會

被安置於接待學校或其他收容所，不

必擔心。 

6. 協助行動不便之師生疏散。 

7. 協助避難引導組強制疏散不願避難之

學校教職員生。 

8. 聯絡相關單位進行輻射劑量偵測。 

9. 曝露在外之物品視情形協助做必要沖

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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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救應變 

組織 
姓名 

聯絡 

電話 

原屬 

單位 
代理人 

聯絡 

電話 
主要應變工作事項 

搶救組 

應復興 

李化育 

陳國信 

金國良 

周永財 

林烜樂 

0970519*** 

0915273*** 

0982515*** 

0922241*** 

0918557*** 

0935305*** 

總務處 李化育 

潘同亮 

蔡明坤 

周永財 

于溥慶 

0915273*** 

0972861*** 

0937092*** 

0918557*** 

0912511*** 

1. 定期安排搶救訓練與宣導。 

2. 檢整與保養救災裝備與添購相關救災

裝備。 

3. 整備能力的訓練。 

4. 受災師生之搶救及搜救。 

5. 清除障礙物協助逃生。 

6. 如發生火災，使用滅火器、消防栓進

行初期滅火。 

7. 依情況支援安全防護組、緊急救護組。 

緊急救護

組 

華紹昌 

張瑋珊 

林淳蔭 

張懷文 

林欣緣蔡

欣耘 

28316834 

0918303*** 

0919907*** 

0910341*** 

0916343*** 

28316834 

輔導室 張瑋珊 

林淳蔭 

張懷文 

林欣緣 

0918303*** 

0919907*** 

0910341*** 

0916343*** 

 

1. 定期安排救護訓練及急救常識宣導。 

2. 設置緊急救護站（避難點內）。 

3. 基本急救、重傷患就醫護送。 

4. 緊急處理受傷者及登記其姓名、班

級，建立傷患名冊。 

5. 心理諮商、提供紓解壓力方法。 

 

2.1.3 災害防救作業流程 

學校平時審酌災害防救作業管理工作，依「平時預防」(含平時減災及災前整備)、「災時應變」及「災

後復原」管理機制進行，於受災前將校園可能導致災源、預設災害狀況，模擬實境動員演練，提升各校

災害防救警覺與安全意識，強化臨災時災害防救應變處置，與災後收容復原能力，達到減少災害之效果，

其災害防救作業流程如圖 2-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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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3災害防救作業流程圖 

2.1.4 校園災害防救應變組織之啟動時機 

校內之應變組織，應於災害發生視災害情況啟動，啟動時機包含： 

一、 地方政府成立應變中心時。 

二、 上級指示成立。 

三、 學校位於災區且受到災損時。 



14 

四、 校長視災情程度啟動應變組織。 

五、 中央氣象局發布颱風警報或豪大雨特報時。 

六、 感受地震震度大於四級時。 

 

2.1.5 校園災害防救應變組織之設立與運作 

校內災害應變小組之設立須考量災害潛勢區，並可於戶外設立第二災害應變場所以防重大災害之發

生，應變小組主要由指揮官下達指示，指揮各分組進行應變作業。 

一、 應變小組之設立 

調查校內之建物，以○○樓/館作為緊急應變小組，中心內備有電話、傳真、網路及相關之救災器具，

中心內成員有指揮官、副指揮官、各應變小組負責人，由指揮官(校長)坐鎮發布救災指示，各應變小組負

責人接獲指示後，帶領各分組成員進行救災作業。為確保地震災害發生時應變小組之設立，指定戶外○

○為第二開設集合地點。 

二、 應變小組之運作 

為使學校能於地震災害發生後快速執行負責疏散、避難及搶救等應變工作，宜將應變啟動時機以及

各應變小組所擔負之作業明確定義，亦須排定人員進行輪值，確實於災害初期即能快速啟動應變計畫，

方能於適當時機召集應變小組成員，並於適當地點集結，進行災情分析及避難救助之行動，以避免因人

力分配不均而延誤災害搶救時機。 

災害發生後，指揮官、副指揮官及各分組負責人需快速進駐應變小組進行救災指示之發布及分派調

度，但於災害發生時，須由人員先前往勘查，確認災害應變場所之安全無虞，若有安全之虞慮，立即於

戶外指定之第二災害應變場所設立位置，進行應變小組之開設。指揮官視災害之類別依各災害之應變程

序指揮各分組進行救災作業。 

2.2 災害通報 

災情通報主要目的為爭取時效、掌握先機，快速將災害情報傳達，進行快速之搶救作業；藉由廿四

小時的值勤機制，即時協助處理校園緊急危安事件，以有效維護校園整體之安全、安寧。 

2.2.1 通報原則及流程 

為有效協助本校處理校園安全事件，減少事件之損害程度，依照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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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將進行通報。通報流程如圖 2- 4所示。 

災害發生

學校校安中心

災害分級

緊急事件
至遲不得逾2小時

法定通報
甲級事件：至遲不得逾24小時
乙級事件：至遲不得逾24小時
丙級事件：至遲不得逾72小時

縣市教育局
教育部校安中心
相關主管機關

一般校安事件
至遲不得逾7日

 

圖 2- 4災害通報流程圖 

2.2.2 通報時機 

為使災害發生後之應變更為快速執行，通報之時機依事件級別之不同進行通報。 

一、 緊急事件 

應於知悉事件後，立即應變及處理，即時以電話、傳真、網路或其他科技設備通報縣市教育局及教

育部，並於二小時內於校安通報網通報。若遇有網路中斷時，改以紙本方式傳真至教育部，待網路恢復

後再補行通報作業。 

二、 法定通報 

應於知悉事件後，於校安通報網通報。甲級、乙級事件至遲不得逾二十四小時，丙級事件至遲不得

逾七十二小時；法有明定者，依各該法規定通報。若遇有網路中斷時，改以紙本方式傳真至教育部，待

網路恢復後再補行通報作業。 

三、 一般校安事件 

應於知悉事件後，於校安通報網通報，至遲不得逾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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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建立校外支援單位電話清冊 

為使災害發生快速尋求支援協助，通報組應建立之校外應變支援單位之聯絡資訊如表 2- 4所示，表

中詳細記載支援之單位及支援單位所能提供之器材。 

表 2- 4外部支援單位聯絡清冊 

單位名稱 聯絡電話 可支援工具或技術(服務項目及內容) 備註 

消防及醫療單位 

士林雙溪消防隊 8861-1296 陽明醫院   28353456  

警政單位 

士林警察局第芝山派出

所 

28813190   

公共設施公司 

電力公司北北區分處 2882-5625   

陽明山自來水事業處 2732-2222   

縣市主管機關 

台北市(縣)政府 2759-3328   

台北市(縣)政府防災應

變中心 
2725-2751 

  

教育局 2759-3328   

環保局 28311586   

村、里、區辦公室 2836-6179   

其他支援單位 

家長會長翁愷莉 0911226***   

註：請依實際狀況自行調整。 

 

2.2.3 通報內容 

通報時主要迅速完成通報作業，在通報上應有制式之說詞，先告知通報人姓名、單位、職稱，接著

告知事故發生時間、地點，再來說明事故狀況、傷亡情況、已實施或將實施之處置以及所需之協助等，

災害通報之格式如表 2- 5所示。 

表 2- 5災害通報事項 

通報單位 通報事項 通報內容 

消防隊/警察局(派出所) 

發生災害類型 

通報人員資料 

災害發生時間與地點 

人員受傷與死亡數量 

「○○○嗎？這裡是○○縣市○立○

○高級中學，我是○○主任○○○，

大約○○點校內有○○棟建築，發生

○○災害，目前○○人員傷亡，有○

○名學生下落不明，已進行○○，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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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失蹤統計 

財物損失資料 

求救援。」 

縣市教育局(處) 

縣市應變中心 

教育部校安中心 

事件等級與發生災害類型 

通報人員資料 

災害發生時間與地點 

人員受傷與死亡數量 

人員失蹤統計 

目前處理及救援情形 

財物損失資料 

「○○○教育局(處)嗎？這裡是○○

縣市○立○○高級中學，地址是○○

縣/市○○鄉/鎮/區/市○○里○○鄰

○○路○○段○○巷○○弄○○號，

我是○○主任○○○，大約○○點校

內有○○棟建築，發生○○災害，目

前○○人員傷亡，有○○名學生下落

不明，已進行○○，請求救援。」 

 

2.3 災害防救資料蒐集 

學校之災害防救資料主要交由總務處負責調查蒐集，其餘處室提供資料，並請校內具有相關專業知

識之老師進行協助，調查之項目包含歷年校園事故統計及災害潛勢調查。 

2.3.1 歷年校園事故統計 

本校蒙受之災害類型主要包含地震、淹水、坡地、火災、傳染病及交通事故等災害，歷年災害之情

形統計如表 2- 6所示，確實紀錄歷年受災之發生時間、災害類型、發生地點、災害簡述、災害損失及災

情處理情形等。 

表 2- 6 歷年校園事故統計表(依實際狀況自行調整) 

紀錄

編號 
發生時間 

災害

類型 
發生地點 災害簡述 

災害損失 
災情處理情形 

人員 財務/設備 

001 104年 8月 8日 

蘇迪

勒颱

風 

全校區 
圍籬、行道樹、棚

架、避雷針。 
無 

樹木、圍

籬 

動原行政人員及重

機具 (警關廠商 )道

路恢復通行，其餘各

項設施發包復原。 

002 106年 7月 29 
泥莎

颱風 
校區 行道樹 無 樹木 

園藝廠商重機具，恢

復通行 

 

註：請依實際狀況自行調整。 

 

2.3.2 災害潛勢調查 

依據「全國各級學校災害潛勢資訊管理系統」(http://safecampus.edu.tw/ms/)私立華興中學災害潛勢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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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結果如表 2- 7所示。本系統利用災害潛勢圖資套疊學校校廓，其地震、淹水、坡地、人為、輻射及海

嘯等災害潛勢圖資判勢結果如圖 2- 5至圖 2- 10所示。 

表 2- 7私立華興中學災害潛勢評估結果 

災害類型 判定年度 潛勢結果 詳細說明 

地震 105 低 

學校位於活動斷層兩側超過 200公尺範圍之學校；土壤

液化潛勢等級為高潛勢等級(圖資來源:台北市政府工務

局) 

淹水 105 低 
累積雨量達 450 mm/day，學校可能仍未淹水；過去 5

年內校園不曾發生淹水事件 

坡地 105 低 

校園周邊 200 公尺範圍以下無土石流潛勢溪流影響範

圍或土石流潛勢溪流或順向坡；過去 5年內校園不曾發

生坡地災害事件 

人為 105 低 

校園周邊 500公尺範圍以下有製造業與瓦斯；校園周邊

200公尺範圍以下有溝渠；校園周邊 200公尺範圍以下

有池/埤/溜/潭；校園周邊 200公尺範圍以下道路服務水

準；過去 5年內校園不曾發生人為災害事件 

輻射 105 無潛勢 學校位於核電廠圓周 16公里防護準備區範圍外 

海嘯 105 無潛勢 屬於海嘯溢淹潛勢圖範圍外之學校 

 

 

 
資料來源：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圖 2- 5地震災害潛勢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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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 

圖 2- 6淹水災害潛勢圖資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圖 2- 7坡地災害潛勢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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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圖 2- 8人為災害潛勢圖資 

 
資料來源：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圖 2- 9輻射災害潛勢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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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圖 2- 10海嘯災害潛勢圖資 

 

若全國各級學校對於災害潛勢評估結果存有疑慮者，則可依據《各級學校災害潛勢評估作業規定》

第八條提出申復，其作業流程圖如圖 2- 11所示，而申復程序如下： 



22 

 

圖 2- 11校園災害潛勢申復作業流程圖 

一、 申請期限 

於教育部公告全國各級學校災害潛勢評估結果後一個月內，填寫全國各級學校災害潛勢評估結果申

復 申 請 表 （ 請 至 教 育 部 - 主 管 法 規 查 詢 系 統 下 載 ， 網 址 如 下 ：

http://edu.law.moe.gov.tw/inc/GetFile.ashx?FileId=8264），向學校主管機關提出申復。 

二、 審查方式 

全國各學校主管機關彙整完成申復學校名單後，以函文（教育部單位以會簽方式）提報至教育部；

後續依申復學校提出之災害類別，由教育部籌組檢核小組確認申復結果，並將該結果函送學校主管機關；

前述作業時間仍以教育部實際公告者為準。 

三、 同一年度全國各級學校申請校園災害潛勢申復以一次為限。 

2.4 災害應變器材整備與分配 

在災害來臨時，因救災資源之送達往往時程較長，因此學校在災時自救顯得相當重要，在外部救災

資源送達前先進行救援之工作，搜尋因受災而造成受困之學生，並針對受傷之教職員工生進行緊急處置，

以期能於災害時第一時間協助學校內之教職員生進行避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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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增加災害應變之搶救時效，總務處必須視學校實際情形來整備災害應變器材，如表 2- 8所示，並

每月一次定期進行檢查，若器材損壞或超過使用期限須進行替換，而整備之器材需放置於固定地點進行

管理，主要整備之器材項目包含有個人防護具、檢修搶救工具、急救器材、安全管制工具、通訊聯絡器

材等。個人防護具為保護搶救人員之裝備，防止救災人員轉變為受災之人員；檢修搶救工具為搶救時可

能用到之器材；急救器材為防止受傷人員因受傷流血過度以致不及送醫之緊急包紮止血處理，待道路聯

通情形再行將受傷之人員外送；安全管制工具為將受損之建物劃定危險區域警戒及交通指揮之工具；通

訊聯絡器材為搜救人員間之相互連絡或通報校外單位協助救援。 

表 2- 8搶救器材及緊急救護用品清單 

應變器材 數量 單位 存放位置 備註 

個人防護具 

簡易式口罩 100   個 健康中心  

耐有機溶劑手套 0   雙   

耐酸鹼手套 0   雙   

檢修搶救工具 

(移動式)抽水機 2   組 美齡樓、史培曼大樓  

清洗機 1   組 泳池  

推水器 4   支 器具室  

沙包 50   個 美齡樓  

擋水板 2   個 美齡樓  

乾粉及二氧化碳滅火器 116   組 置放於各樓梯轉角、實驗室內  

太空包 0   個   

逃生救助袋 0   組   

安全管制用工具 

夜間警示燈 2   組 總務處  

夜間交通指揮棒 10   組 總務處、學務處 為電池式 

交通指揮背心 10   件 總務處、學務處 反光型。 

通訊聯絡 

手機 0   支   

無線電對講機 20   支 總務處、學務處  

傳真機 3   台 總務處、學務處、教務處  

收音機 0   台   

衛星電話 0   台   

緊急救護用品 

擔架 1   組 健康中心  

急救箱 1   組 健康中心  

氧氣筒 1   瓶 健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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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熱毯 0   件   

骨折固定板 1   個 健康中心  

冰敷袋 5   個 健康中心  

三角繃帶 20   個 健康中心  

其他 

電池 2   盒 總務處、學務處  

蠟燭 0   盒   

防火毯 0   件   

註：請依實際狀況自行調整。 

 

 

2.5 災害防救教育訓練 

災害防救教育為提升學校師生災害防救認知與技能之方法之一，由訓導處(學務處)邀請學者或消防局

人員舉辦防災教育相關之講座或各項逃生器材使用方法及逃生方式，並在校內舉辦活動、宣導等方式(如

校內公布欄張貼各項災害相關宣傳海報，定期舉辦校內防災相關比賽，如防災書法或防災警語比賽等)，

針對各項有關天然與人為災害生成原因、危險性說明，加強本校師生對於各項災害之瞭解。 

為確實提升本校教職員工生於災害時之應變能力，於寒暑假過程中邀請學者、曾任救災工作之人員

至本校演講並要求校內所有導師、教職員工參加。開學後，於每學期之期初、期中以及期末班會，由各

班導師向學生宣導災時之避難需知，必要時可聯合隔壁班級於戶外實地操演。每學期安排二次週會之時

間，針對較可能發生之災害，諸如地震、風災、火災及交通事故安排講座，每種災害之講座以 20-30 分

鐘為主，說明災害成因及如何逃生避難、宣導自助互助之精神。辦理防災活動情形如表 2- 9。 

表 2- 9學校辦理全校性防災教育教學與宣導活動情形 

辦理時間 2017/6/19   8/9 

辦理地點 校內 

辦理對象 學生 

         

文字說明 
高中護理課 CPR-AED練習 

國中護理課 CPR-AED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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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請依實際狀況自行調整。 

 

2.6 校園災害防救演練 

為使災害發生時各教職員工生能快速避難並啟動應變分組執行救災，由訓導處(學務處)規劃演練內

容，各處室人員協助辨理，務求使校園災害演練能順利執行。 

演練目的在於使人員熟悉不同災害情境之應變作為，並提升應變技能，短期在學校人力、資源有限

之情況下可以每年逐棟或逐區來進行應變演練，逐年完成全校應變演練之規劃，或配合多次各樓層或各

棟小規模演練後，每年有一次中大規模或全校災害之演練。針對每年或每次演練之缺失應於下年或下次

演練規劃前即加以改進，提昇整體災害應變能力。 

學校每年至少應舉辦一次應變計畫演練(除消防防護計畫外亦宜考量其他災害類型之演練)，演練情境

可依該年度規劃重點進行腳本研擬，如表 2- 10所示。演練可依各年級施行或以樓層(棟別)為劃分，依據

可能發生之災害類型、規模，依實際需求來設計實務演練，如通訊對講機練習、避難疏散演練、警報測

試與廣播等。演練計畫之擬定必須基於以下基本觀念： 

 研擬演練計畫之前，必須先有充分的「情境假設」，並以學校所面臨的實際問題為主。 

 至少應包含緊急避難、救護、收容、安撫之細節操作。 

 必須明定各執行程序之權責編組及銜接介面。  

 必須確保所需的應變時所需的資源與人力。  

 在演練的過程中，所有作業均隨著時序有詳細的紀錄，以利事中查證及事後重構與檢討。 

表 2- 10學校辦理防災避難演練情形 

演練時間 106年 9月 21日 

演練人數 1255人 

結合外部

單位支援 
□有■無 

納入學校 

行事曆 
■有□無 

演練腳本 腳本於附錄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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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說明 

請搶救組人員開始巡視校園，並立即回報校園受災情形，要注意自身的安全，隨時以

對講機回報校園受災狀況，收到（安全組人員分配區域出發）。初步巡查美齡樓一樓國

一甲教室外出現火苗，請派員支援。 

演練後檢

討改善紀

錄 

一、學務處宣道及各處相互配合，學生演練確實，搶救組人員開始巡視校園，並立即

回報校園受災情形，演練落拾效果逼真。 

二、學生態度較積極，安靜下樓避難秩序改善良多。 

三、演習時各組人員以最快速就位支援，老師也能盡快疏散學生。 

四、感謝老師很用心指導學生進行疏散，務必提醒學生欲逢災難 

五、要保持鎮靜不慌亂，老師也要記得做好自己的防護措施。 

 

 

2.7 家庭防災卡與 1991報平安專線 

大規模災害發生時，交通、通訊往往相當混亂且可能中斷，家庭成員的團聚，變得急迫卻又困難，

故內政部消防署設置 1991報平安平臺，藉由此平臺留言訊息，以達災害時聯繫家人或朋友之效用。另教

育部建立「家庭防災卡」機制，卡片內容結合內政部消防署 1991報平安平臺資訊，於災變時家庭團聚及

聯絡。學校應於每學期開學之初，將「家庭防災卡」由學生攜回家，與家長共同填寫，讓全家能藉此熟

悉避難場所與緊急聯絡方式。每個家庭皆有個別的「家庭防災卡內容」，平常攜帶於書包、鉛筆盒、身上

等，並考量實用性，卡片材質以耐磨者為佳。家庭防災卡範例如圖 2- 12所示。 

 

圖 2- 12家庭防災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