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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 0 9 年校園安全理論與實務研討會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本部 101 年 11 月 16 日臺軍(二)字第 1010212965C 號令頒「維護

校園安全實施要點」及 104 年 7 月 30 日臺教學（五）字第

1040079783A 號、8 月 6 日 1040107328 號函頒「校園安全防護

注意事項」辦理。 

二、103 年 11 月 12 日臺教學（五）字第 1030154442A 令頒「教育部

主管各級學校及所屬機關災害防救要點」辦理。 

貳、目的： 

校園安全包涵人身及校園環境安全，涵蓋範圍廣泛，為使校園安全與

社會資源有效整合，並強化校園安全防護機制暨災害防救應處作為，

促進學校與各地方政府合作維護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實務經驗交流，

期藉由在職進修研討會，聚集專家學者及實務工作者藉由經驗交流

與實務應用，具體提升各級學校校園安全維護暨災害防救應變能力。 

參、辦理方式：  

一、經由研討會探討校園安全的建構、興革事項做整體規劃與考量，

針對時下校園安全態樣的變化介紹，並有效統籌運用社會整體資

源，以提升校園整體安全。 

二、辦理專題研討，邀請國內校園安全暨重大事件應變實務應用及地

方政府之專家實施專題報告，課程內涵為校園安全與緊急災害應

變工作案例研討、勞動基準法 vs 校安人員進用與權利、釋字 784

號解釋後學生權力維護與校園安全因應、以修復式和解談處理校

園霸凌等。 

三、藉由校園安全實務演練闖關活動與檢討，建立彼此學習分享網絡，

以提升與會機關（單位）及學校防範重大事件知能與應變處置規

劃的能力。 

肆、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教育部。 

二、承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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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實施日期暨地點：  

一、辦理時間：109 年 10 月 13 日(星期二)至 10 月 14 日(星期三)舉

行，為期二天。 

二、活動地點：桃園喜來登桃禧航空城酒店（地址：桃園市大園區大

觀路 777 號、電話：03-3851188）。 

 陸、參加對象及人數：分大專校院及聯絡處、國教署及各縣市(含直轄   

    市)教育局(處)2 類對象，每類對象各 100 人，計 200 人。 

一、 承辦大專校院校園安全業務人員 100 人、由各區資源中心推薦代

表，該代表原則上需有 5 年以上經驗，或適當層級(雖無 5 年以上

經驗，惟處理校園安全事務有相當熟稔經驗者)，由各區資源中心

推薦者。 

二、 聯絡處、國教署及各縣市(含直轄市)教育局(處) 100 人，由各聯絡

處推薦代表，該代表原則上需有 5 年以上經驗，或適當層級(雖無

5 年以上經驗，惟處理校園安全事務有相當熟稔經驗者)，由各聯

絡處推薦者。另各縣市(含直轄市)教育局(處)由(股)科長級以上人

員出席。 

三、報名人數如超過核定人數，由本部依報名人員經歷進行篩選。 

柒、研習課程： 

本次研習課程內容包含專題研討、校園安全實務演練闖關活動與

檢討、綜合座談（含總結報告及提案討論）等：  

一、專題研討： 

（一）本部校園安全重要政策說明、校園安全與緊急災害應變工作

案例研討。 

（二）釋字 784 號解釋後學生權力維護與校園安全因應。 

（三）勞動基準法 vs 校安人員進用與權利。 

（四）以修復式和解談處理校園霸凌。 

二、校園安全實務演練闖關活動與檢討： 

（一）大專校院組：校內事件緊急處理、校外事件緊急處理、跨縣

市、跨校事件緊急處理。 

（二）聯絡處、國教署及縣市教育局(處)組：校內事件緊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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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事件緊急處理、跨縣市、跨校事件緊急處理。 

四、研習議程： 

 

109 年校園安全理論與實務研討會議程表 

 時    間 課     程 

第
1
天 

 

0830~1000 報到 

1000~1020 開幕式、長官暨來賓致詞及大合照 

1020~1200 

專題研討： 
一、本部校園安全重要政策說明 
二、校園安全與緊急災害應變工作案例研討 
    (一) 0213 文化大學火災事件 
    (二)臺中曉明女中戶外活動氣爆事件(跨縣市合作) 
    (三)嘉義補習班交通車撞耕耘機事件 
    (四)陸生與港生衝突事件(校園安全處置) 
    (五)米塔颱風誤報案(宜蘭復興國中) 
    (六)校園性平案例分享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730 

校園安全實
務演練闖關
活動與檢討 
(角色扮演暨
動態演練) 

 

大專校院組(區分 3 關卡) 
(每關卡同時至多 2 組、每組至多 15 人) 
關卡一：校內事件緊急處理 
關卡二：校外事件緊急處理 
關卡三：跨縣市、跨校事件緊急處理 

聯絡處、國教署及縣市教育局(處)組(區分 3 關卡) 
(每關卡同時至多 2 組、每組至多 15 人) 
關卡一：校內事件緊急處理 
關卡二：校外事件緊急處理 

關卡三：跨縣市、跨校事件緊急處理 

1730-2020 住宿分配及晚餐時間 

第
2
天 

 

0700~0830 早餐時間 

0850-1020 
專題研討：釋字 784 號解釋後學生權利維護與校園安全

因應 

1020-1030 休息及茶敘 

1030-1200 專題研討：勞動基準法 vs 校安人員進用與權利 

1200-1330 午餐時間 

1330~1500 專題研討：以修復式和解談處理校園霸凌 

1500-1530 綜合座談 

1530 賦歸 

 
  以上議程時間及課程排定依實際狀況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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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活動報名方式及研習時數：  

請各級學校校園安全人員代表於 109 年 7月 31 日（星期五）下午

17 時前至報名系統登錄，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1nfPMK5a33Q

Z295n8；全程參與者，將依規定核發教師及公務人員研習時數發

予研習證明書。 

玖、一般規定 

一、各單位（含機關、學校）給予參加人員請公（差）假及課務派

代，有關費用報支請依現行作業規定核實報支，相關費用報支

（核實）方式如下： 

（一）交通費：請派訓單位（機關、學校）支應。 

（二）住宿規劃由委辦單位統一安排；另有關政府代表請逕尋所屬

機關規定核銷支應。 

二、請各區資源中心及各縣市聯絡處推薦派員參加，經推薦報名後，

如因公無法參與者，請正式函文至本部完成請假，相關推薦及參

與研習情形將納入本（109）年度績效考核評分參考項目辦理。 

三、本計畫若遇重大天然災害或不可抗拒因素，由教育部決定活動停

止或延期（相關訊息將公告於教育部校安中心

https://csrc.edu.tw/）。 

四、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參加人員務必維持個人衛生習

慣，注意「手部衛生」、「呼吸道衛生與咳嗽禮節」。 

五、配合「防疫新生活運動」請參訓人員自備口罩，並保持社交距

離，室內保持 1.5公尺、室內 1公尺。另配合量測體溫如有發

燒(額溫 37.5度以上、耳溫 38度以上)，由工作人員安排就

醫。 

拾、研習聯絡人： 

一、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黃志豪專員。電話：02-77367848

、傳真：02-33437920。 

二、承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程允文教官，電話：03-3322101 分

機 7458、傳真：03-3346664、Email：6alen@ms.tyc.edu.tw 

https://csr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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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本計畫奉准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另

行補充或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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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交通資訊 

(1) 高鐵桃園站請至 5號出口： 

109年 10月 13日上午 09時 30分前於高鐵桃園站 5號出口集

合，由專車接駁至研習會場。 

(2) 桃園機場捷運桃園站 A18： 

109年 10月 13日上午 09時 30分前於前往高鐵桃園站 5號出口

集合，由專車接駁至研習會場。 

(3) 中壢火車站請至後站出口： 

109年 10月 13日上午 0900時前於中壢火車站後站出口集合，由

專車接駁至研習會場。 

(4) 自行報到： 

A.自行開車 (如附圖) 

1.走國道一號北上：沿國道一號轉 52-機場系統出口下交流道，

走國道 2號，繼續走國道 2號前往大園區，從國道 2號 1-大

園出口下交流道，沿 110縣道中正東路靠右行駛右轉民生南

路，於國際路一段左轉前往大觀路/台 15線，於園航路口迴

轉，即可抵達 

2.走國道三號北上：國道三號轉國道 2號，繼續走國道 2號前

往大園區，從國道 2號 1-大園出口下交流道，沿 110縣道中

正東路靠右行駛右轉民生南路，於國際路一段左轉前往大觀

路/台 15線，於園航路口迴轉，即可抵達 

3.走國道一號南下：請由國道一號轉入 52-機場系統出口，併入

國道 2號往蘆竹/桃園機場的方向走，繼續走國道 2號前往大

園區，從國道 2號 1-大園出口下交流道，沿 110縣道中正東

路靠右行駛右轉民生南路，於國際路一段左轉前往大觀路/台

15線，於園航路口迴轉，即可抵達 

B.大眾運輸： 

1.桃園客運：5040號公車從桃園總站(桃園市復興路)乘車處至桃

禧站(聯大站)下車，車費約新台幣 45元。 

2.捷運：搭乘桃園機場捷運系統至 A15大園站下車，需自行轉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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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程車約 15分鐘。 

 

附圖 1：桃園喜來登桃禧航空城酒店交通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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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2：高鐵桃園站平面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