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交通大學 103 學年度第 9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
地
主
出

列

間：103 年 11 月 28 日(五)上午 10 時 10 分
點：浩然圖書資訊中心 8 樓第一會議室
席：吳妍華校長
席：許千樹副校長（請假）
、黃志彬副校長、台聯大謝漢萍副校長、台南分部杭學鳴主任、
裘性天主任秘書、陳信宏教務長、黃美鈴學務長、陳俊勳總務長（王旭斌副總務長
代理）
、張翼研發長、周世傑國際長、電資中心林寶樹主任、電機學院杭學鳴院長、
理學院李耀坤院長、工學院陳俊勳院長(謝宗雍副院長代理)、管理學院俞明德院長、
人社學院曾成德院長(張靜芬所長代理)、生科學院鐘育志院長(黃憲達副院長代
理)、客家學院張維安院長、資訊學院曾煜棋院長、光電學院柯明道院長、資訊技術
服務中心蔡錫鈞主任、圖書館袁賢銘館長、通識教育委員會蘇育德主任委員（黃漢
昌主任代理）
、主計室楊淑蘭主任、人事室蘇義泰主任、學生代表林國寶同學、學生
代表吳仁捷同學
席：新校區推動小組許千樹召集人（請假）
、頂尖計畫辦公室黃志彬執行長、策略發展辦
公室溫瓌岸執行長（請假）、環安中心葉弘德主任（請假）、軍訓室呂文明主任、軍
訓室李昭麟先生

壹、主席報告
一、有關近日媒體報載本校學術倫理事件，請學院院長將日前校務會議通過之本校「學術倫
理事件審議辦法」轉知教師知悉。教師應建立正確觀念，研究應力求嚴謹；各學院處理
該類事件亦應嚴謹。請研發處將科技部增訂之相關規定，確實轉知各單位。另攸關各項
校務之重要會議通知，更應注意時效，並責請相關人員參加。
二、請國際處積極鼓勵優秀學生至國外交流研習，並請曾至國外研習之同學經驗傳承，或不
定期邀請相關單位人員辦理留學講座；另亦請研商修正相關辦法，以協助家境清寒之同
學亦能至國外研習，培育優秀人才。
三、人文及管理領域之學院請多鼓勵學生或校友爭取參與頂尖大學策略聯盟至國外知名大學
研習。
四、請教務處、學務處比照總務處之｢馬上辦中心｣網站，規劃能即時且迅速解決學生反應問
題之溝通處理平台。
貳、報告事項
一、前次會議紀錄（103 年 11 月 21 日召開之 103 學年度第 8 次行政會議）已電子郵件傳送
各主管確認，並經校長核閱。
二、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一）103 學年度行政會議決議或裁示事項執行狀況查核表請參閱附件一（P9）。
三、教務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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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級教學單位自我評鑑工作幕僚團隊：
1.將於11月底開始舉辦校內院級與系級行政人員自我評鑑工作坊，輔導校內各單位行
政人員熟習明年實地訪評之自我評鑑業務與運作，以確保明年本校自我評鑑任務能
夠順利完成，擬至少召開5場工作坊。
2.請各教學單位於12月19日繳交各教學單位之自評報告書、必要之佐證資料及「自我
評鑑報告書繳交確認清單」
，確認報告書（初稿）符合本校自評計畫書格式，並已經
過系所級及院級自我評鑑工作小組與院級指導委員會審慎閱讀確認。
3.本校自評計畫書規定各教學單位自我評鑑報告書需於104年1月31日前完成定稿，並
且須於其上一級之自我評鑑工作小組核備。因此，擬於本年12月下旬召開校級自我
評鑑工作小組會議接受各教學單位核備，另各教學單位須於104年度實地訪評的一個
月前，將定稿報告書（即遞交給委員版本）4份送至教學發展中心。
（二）學術倫理專區：103學年度學術倫理工作坊訂於12月2日舉辦，地點在工程四館B1合勤
講堂。邀請講者為台灣大學社會醫學科蔡甫昌教授兼主任，講題為「生命倫理與研究
倫理：方法與實務」
；本工作坊主要對象為本校教職員生，希冀透過講座內容讓大家對
於學術倫理以及倫理研究實務有更深入的了解。
（三）領袖人才培育學分學程：第四屆領袖人才培育學分學程的座談會已於11月24日在工程
五館106教室舉辦第一場次，由本學程召集人與副召集人共同主持，並且邀請歷屆學生
共同參與以及分享學習經驗，共有110名學生到場參與座談。座談會預計於12月11日舉
辦第二場次，預計向全校跨院系所招募更多的優秀人才。
（四）為協助學士班應屆畢業生在正常修業年限順利完成學業，目前正進行學士班應屆畢業
生畢業學分預審，通識、外語、體育等全校性共同課程由註冊組預審，註冊組完成全
校性共同課程預審後，各學系於12月接著做專業必修(含服務學習)、選修課程及最低
畢業學分的預審。預審結果預定於12月底將預審記錄單發給學生並由學生簽收以確保
學生確實收到預審記錄單，以做為下學期選課參考。
（五）本學期學業期中預警系統已開啟，已通知各系所做前置作業：(1)請糸所及教學單位助
理先將課程助教資料（當學期課號，教助學號）整理，並上網做設定。(2)提醒所屬教
師及課程助教，及早整理學生之出缺席、繳交作業或報告、小考或期中考表現等學習
狀況資料，並於預警系統對學習狀況不理想學期成績可能會不及格的學生做預警登
錄。本學期之預警時程如下:
1.11/3(一)：系助理調查課程助教並做課程助教設定。（第8週）
2.11/17(一)～11/28 (五):課程預警登錄，任課教師、課程助教或系所助理均可登錄。
（第10、11週）
3.12/1(一)：各學系依預警狀況進行學生學業學習的輔導，預警狀況可利用「查詢/
通知預警學生資料by本系學生->查詢->滙出excel通知導師->轉出excel(含修課預
警資料)」功能將預警狀況滙出轉知該生導師，導師亦可透過全方位導師服務系統
https://preceptor.nctu.edu.tw/index.php查詢導生預警狀況；學習狀況不理想的
學生可列印通知書通知家長。（第12週）
（六）停修課程業務：本學期學生辦理停修課程期限至12月31日止，一學期以一門為限，學
生申請停修課程後，當學期修習學分仍應達最低應修學分數之規定。
（七）彈性放假：人事行政局公布--104年1月2日（五）調整為彈性放假日，本校於當日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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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放假，並已透過選課系統將此訊息發給全校師生。104年1月2日（五）有課程之教
師，請自行安排補課或調課並轉知學生。課務組可協助安排借用教室，或請學生逕至
教室借用系https://cos.adm.nctu.edu.tw/CRManage/，查詢空教室並借用。
（八）開放式課程-能源─21世紀你必須了解的科技! (Energy-The Technology You Must Know
in the 21st Century)課程已進行4週，影片中英文翻譯亦已完成。學習者來自140個國
家(前4個國家：印度、美國、臺灣與中國)，超過3千位學習者學習。
（九）教學平台訊息：103學年度上學期｢課程期中問卷｣填寫作業，於11月17日至12月5日進
行，平台將於實施期間之每週五晚上寄發通知信給已有學生填寫問卷的授課教師上線
瀏覽填寫內容。
（十）有關於陸生碩博士班招生名額問題，因陸方設限，致使招生名額受到限制，陸生報名
狀況也不如預期。103學年度本校陸生碩士班有41%缺額(名額85名，報到50名，缺額35
名)、博士班有25%缺額(名額12名，報到9名，缺額3名)。
為使陸生招生效果達到最高，並考量本校陸續與數所知名大陸大學交流合作需求，教
務處於103年11月14日召集各學院院長研商教務相關業務會議中討論陸生招生系所議
題，原則以不新增招生系所，且建議103學年度無人報到之碩博士班在104學年度暫緩
續招，並請各學院會後協調104學年度參與陸生招生系所。惟近日協調後各學院回報結
果僅有工工管碩、科管碩退出，其餘各班均希望繼續參加陸生招生。
因103學年度部份系所報名人數過少，致配置名額空耗，為使陸生名額作最充分的使
用，經與長官討論，104學年度陸生碩博士班招生系所擬依103學年度陸生招生分發及
報到結果，刪除報名人數為0或1人且無人報到之系所，刪除之系所班計有材料博、應
化博、光電系統博、生醫碩、奈米碩、應化碩、生科碩、生資碩、亞際碩、英教碩。
另因顯示所已提出併入光電系規劃，刪除顯示碩改列光電碩。全案業經校長核定報部。
四、學務處報告：
（一）103 學年度運動大會謹訂於 12 月 3 日(三)上午 9 時假本校田徑場舉行，本學年度男生
甲組共 355 人次、男生乙組共 987 人次、女生組共 286 人次報名參賽，學生團體趣味
競賽、教職員工趣味競賽共近 3000 人次參賽，參賽選手眾多，活動內容精彩可期，恭
請 各位師長蒞臨指導，為系上參賽運動健兒加油打氣！(請參閱附件二，P10)
同時舉辦「體育週」活動，計有籃球投籃比賽、男女混排、體育週羽球賽、棒球九宮
格、足球 PK 大賽、桌球團體賽、男女混籃三對三比賽、網球發球九宮格及躲避球擒王
賽、排球發球比賽、運動攝影比賽等，為運動會增添趣味與熱鬧氣氛。
（二）校運會「選手之夜」演唱會將於 12 月 3 日(三)晚上 6 點 30 分在中正堂舉辦，邀請多
位知名藝人彩表演，慰勞參與各項賽事的交大教職員生，讓今年度的校運活動畫下完
美句點。
（三）學聯會於 12 月 1 日假浩然國際會議廳邀請傑出校友施振榮學長蒞校演講，講題為價值
從「心」做起，施學長將與本校師生共享其在面對困難時的心態，一路走來心境上的
轉變與發現，以及親人對於自我生命的存在價值，歡迎全校師生踴躍參加。
（四）103 學年度第 28 屆抓馬盃新生戲劇比賽，將於 103 年 12 月 7 日(日)假本校中正堂辦
理，藉此凝聚交大新生向心力，促進彼此情誼。「抓馬盃」原名「校長盃」，始於 1986
年由交通大學戲劇社創辦，並於 2011 年時取「戲劇」英文「DRAMA」的諧音「抓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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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名為「抓馬盃」，由課外活動組及學聯會召集各系學會會長籌組工作團隊舉辦，讓
新生參加活動的同時可以提昇彼此的凝聚力，增加各系之間的互動與了解，協助適應
交大校內的團體生活。
（五）本校學生社團-射箭社，將於 11 月 30 日(日)於本校田徑場舉辦「第十八屆風城盃射箭
錦標賽」。
（六）「2014 海外祭」活動預計自 11 月 17 日起至 12 月 4 日止，將辦理 14 場講座，主題包
含公費留學、出國交換、歐美及澳洲等國留遊學相關資訊。
（七）社團社會服務：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文化服務團於新竹市龍山國小、山地文化服務團
於新竹縣五峰鄉天湖部落與尖石鄉那羅部落、及人服務團於新竹縣家扶中心竹東服務
處及竹縣坪林國小等服務性社團，持續辦理常態公益課輔活動與團康活動，協助學習
困難小朋友於課業上增進學業學習樂趣，獲得更多資訊及接觸不同的學習課程，激發
小朋友主動的求知慾。
五、總務處報告：
（一）人社三館新建工程已完成結構主體施作，目前進行全棟建築物之機電配線、音樂系團
練室音效工程施工、室內裝修設備安裝收尾及外牆金屬包版及鋁格柵安裝、外牆磁磚
鋪貼等作業並全力趕工中，預計於 12 月中旬竣工。
（二）博愛校區前瞻跨領域生醫工程大樓新建統包工程已於 7 月 9 日完成新竹市政府都市設
計審議程序，建築執照於 10 月 29 日取得，並於 ll 月 3 日舉辦鑽石生技簽約記者會及
開工動土典禮。目前進行工程五大管線送審程序中，俟核定後即可向市府申報開工。
（三）研究生第三宿舍新建工程已完成環保署及教育部函報、基地移樹、公開閱覽、建築線
指示、建築執照取得及工程發包書圖製作等作業，目前進行基地周邊地下管線遷移施
工環境品質監測。工程第 l 次公告招標及第 2 次公告招標均因原物工料上漲致工程預
算偏低故無廠商投標而流標。經修正發包書圖及預算重新簽辦招標後，第 1 次上網公
告無廠商商投標，已於 11 月 25 日辦理第 2 次公告，預定於 12 月 1 日截止投標。
（四）博愛校區實驗動物中心計畫之外牆、電力改善工程於 3 月 28 日開工，已於 11 月 7 日
竣工。另空調實驗設備統包工程於 6 月 20 日開工，已於 11 月 10 日竣工，二案目前均
進行結算數量清點及竣工文件彙整中，預定於 12 月 8 日辦理工程初驗。
六、 研發處報告：
（一）獲獎訊息
1.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為協助國內學術單位與研究機構吸收及獎勵傑出人才，特設置
「傑出人才講座」
，103 學年度第一期傑出人才講座得獎名單於 11 月 18 日發表，光
電工程系林尚佑教授榮獲本期獎座殊榮，本校與有榮焉。
2.恭賀應化系刁維光教授以「紫質敏化太陽能電池」之著作，獲得該基金會學術著作
審議委員會之青睞，榮獲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 103 年度「中山學
術著作獎」，本校與有榮焉。
（二）各項獎項徵求
1.教育部「第 19 屆國家講座」及「第 59 屆學術獎」自 103 年 12 月 1 日至 104 年 1 月
31 日 止 受 理 推 薦 ， 推 薦 表 格 及 相 關 資 訊 請 參 閱 教 育 部 高 教 司 網 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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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du.tw/。本校受理推薦時間為 12 月 5 日，敬請踴躍申請。
2.財團法人潘文淵文教基金會來函通知 2015 年「研究傑出獎」
、
「年輕研究創新獎」
、
「考
察研究獎助金」自即日起至 104 年 2 月 28 日止受理推薦，相關資訊請參閱該基金會
網站：http://w3.itri.org.tw/pan/news.aspx，本校受理推薦時間為 104 年 1 月 9
日，敬請踴躍申請。
（三）各項計畫徵求
1.科技部徵求「政府巨量資料應用先期研究計畫」專案計畫書：校內收件日至 12 月
15 日止。
2.科技部 104 年度防災科技一般專題研究計畫受理申請：屆時請依「104 年度專題研
究計畫」規定方式提出申請。
3.科技部徵求 104 年度「人文行遠專書寫作計畫」及「數位人文主題研究計畫」
：校內
收件日至 104 年 2 月 24 日止。
4.科技部與德國學術交流總署(DAAD)合作補助之 2015 年「博士生赴德研究」(三明治
計畫)及「臺德青年暑期營」受理申請：三明治計畫第 1 梯次(2015 秋季班) 校內截
止日至 104 年 2 月 3 日止，第 2 梯次(2016 春季班)校內截止日至 104 年 7 月 28 日
止；暑期營校內截止日至 104 年 2 月 3 日止。
5.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104 年度補助辦理之科技計畫施政重點及計畫
研提作業事宜：截止日至 12 月 1 日止。
七、 國際處報告：
（一）本校擬簽訂下表合約，有關合約名稱、合作現況/預期效益及效期等表列如下：
本校簽
署單位

NCTU

NCTU

國家/校名/學院

大陸

加拿大

西安交通大
學

滑鐵盧大學
University
Waterloo

合約名稱

合作現況或預期效益

本校於 2009 年與西安交通大學
簽訂校級學術交流合作協議及
交換學生合作協議書，期間來
學術交流合作協議
往密切，100 年至 102 年共有
書、交換學生協議書
27 名該校學生至本校交換，本
( 另 附 件 1 ，
校有 1 名學生至該校交換。
p1.-p.9)
擬與該校續簽校級學術交流合
作協議及交換學生合作協議
書。
AGREEMENT FOR A
JOINT
(co-tutelle)
DOCTORAL PROGRAM
雙聯博士協議書
另附件 2，
p10.-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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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期

5年

合約期
效自簽
本校與滑鐵盧大學奈米科技研
署日起
究所於 2013 年簽署單向雙聯博
為期 4
士協議書，經由雙方多次協
年，將自
商，於今年(2014)擴展為校級
動延長 2
雙向雙聯博士協議書。
次，每次
為期 1

年。
（二）103 年 11 月 11-13 日派員出席於台北醫學大學舉辦之第 10 屆 QS-APPLE 高等教育國際
會議，本處謝筱齡組長於論壇中簡報: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s e-Learning
platforms，分享本校華文 MOOC 開放線上課程平台之經驗，獲得與會人員熱烈迴響，
提升本校國際知名度；會中並與香港浸會大學等姊妹校代表會談，就交換生計畫及
Summer Program 進行意見交換，深化與各校間之交流合作。
（三）103 年 11 月 23-26 日由謝副校長率團出訪大陸 8 所高校，西南交通大學、電子科技大
學、四川大學、西安交通大學、武漢大學、華中科技大學、中山大學及北京工業大學，
除拜會各校行政主管、學院教授進行交流會談外，亦藉此行至各校辦理科普講座，與
各校青年學子簡介本校專業領域，以延攬優秀人才至本校就學。
（四）重要外賓(11/10-11/28)
日期

學校/機構

職稱

姓名

摘要

11/10

德國海德堡
應用技術大
學

Academic Dean

Dr. Katja
Kuhn

討論學術交流與交換學生
協議書簽署之可能

11/12

捷克布爾諾
科技大學

Hea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epartment

Dr. Josef
Jirkal

已簽署交換生合約，與該校
代表討論宣傳本校之管
道，以期收到該校交換生。

11/12

英國里茲大
學

Director of Student
Opportunity

Mr. Robert
Partridge

與本效管院已簽署雙聯合
約，討論簽署交換生合約之
可能

11/12

德國羅特林
根大學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s

Prof. Ilia
Petrov,

兩校交換生往來頻繁，討論
雙聯合約簽署之可能

加拿大卑詩
大學

Senior
Advisor,International
Office of the Provost
and VP Academic

Ms. Grace
Wong

此行目的為介紹該校
Summer Program，提供本校
學生至加拿大遊學機會，課
程提倡客製化。將積極推廣
此暑期短期計畫

Dr Said
Muhammad

目前台灣大專院校之亞齊
政府獎學金生共 36 位，本
校占 13 位。雙方合作良
好，討論與亞齊省大專院校
交流合作之可能

11/13

11/18

印尼亞齊省
人力資源部

Director of Institute
of Human Resource &
Development Aceh

1.
11/19

北京工業大
學

副校長

蔣毅堅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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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討論議題如下:
碩士學位生/交換生選
送
博士學位生選送
大學部交換生選送
共建實驗室

5. 北京工業大學 Faculty
來訪交流

11/25

11/27

紐約州立大
學石溪分校

印度理工學
院德里分校

Director,
Undergraduate
International
Admissions

DR. YU-WAN
WANG

討論兩校交換生合作之可
能

Director
(分校校長)

Dr.
Raghunath
Kashinath
Shevgaonkar

由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
司陪同該校校長前來參訪
本校，IIT Delhi 為本校印
度學位生招生重點學校

八、資訊技術服務中心報告：
（一）近一個月本校發生多次嚴重資安攻擊事件，攻擊類型包括: DNS/NTP 放大攻擊、
DoS/DDoS 攻擊、TCP/UDP Flood 攻擊及 APT 攻擊。因攻擊模式有異於一般由外對內之
攻擊，多數個案是因教職員生電腦遭受惡意程式感染，被駭客利用以 Botnet 形式由內
對外透過多個偽造 IP，以一種類型或合併多種類型同時進行。資訊中心目前雖已建置
相關資安防禦設備，但無法承受瞬間多重攻擊導致部分教學網路發生瞬斷之情形。如:
11/18 上午 10:35~11:05 校內 IP:140.113.240.176 對 208.78.165.63 (美國維爾福軟
體公司) 進行 UDP Flood 等 DoS 攻擊，20 分鐘內被阻擋的流量高達 87.7G。

資訊中心目前針對各種不同類型資安攻擊的因應做法：
1.偽造 IP：在各系所 Layer 3 switch 上設定 Outgoing ACL 來防止偽造 IP。
2.DNS/NTP 放大攻擊:目前正清查全校已知的 125 台 OpenDNS Server。未對外開放查詢
的 DNS Server 必須關閉 DNS Relay，擬於近期於防火牆上建立 DNS 服務管制，杜絕
不明來源之 IP 對本校 DNS Server 進行查詢，僅開放 DNS 服務白名單。各系所對外提
供服務之網頁，若需使用 DNS 服務，未來建議由資訊中心統一管理及防護。NTP 服務，
擬請各單位網管人員協助將主機之 NTP 服務設定為 140.113.54.14，本中心將於近期
於防火牆上建立 NTP 服務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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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oS/DDoS 攻擊與 TCP/UDP Flood 攻擊：資訊中心已在資安設備上設定，限制單一
Source IP 對單一 Destination IP 的 incoming & outgoing session 數目及限制單
一 IP 的 Packet Rate。
4. APT 攻擊：加強資安宣導，請全校教職員生避免開啟不明的寄件者來信、特別留意來
信者與時間，及郵件中真正超連結連往的位址。請各單位網管人員協助清查應用程式
的漏洞與不安全的存取權限，監控電腦活動並杜絕任何不明連線。
主席裁示：有關資安之相關研習訓練，請具體規範各實驗室派員參加。
九、秘書室報告：中央研究院將於明（104）年 1 月 23 日（星期五）上午舉辦「國內院士季
會第 46 次會議」，會中邀請江安世院士發表專題演講(如附件三，P11-12)，歡迎主管及
教師踴躍參加。
参、討論事項
案 由：新訂本校「校園安全及災害防救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請討論。(總務處、學務處
聯合提案)
說 明：
一、為健全本校災害防救體系，研議設置本校「校園安全及災害防救委員會」
，透過會議
協調聯繫方式，強化校園安全管理及災害防救效能。
二、參考本校「校園公共安全委員會組織規則」與「校園安全及災害防救處理中心設置
辦法」，研擬完成本設置要點。
三、本校「校園安全及災害防救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逐點說明、草案全文請參閱附件
四（P13-16）。經本次行政會議提案審議，決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四、本設置要點公布實施時，建議同時廢止本校「校園公共安全委員會組織規則」與「校
園安全及災害防救處理中心設置辦法」。
五、本校「校園公共安全委員會組織規則」與「校園安全及災害防救處理中心設置辦法」
及「災害防救法」
、「教育部主管各級學校及所屬機構災害防救要點」等法規請參閱
附件五（P17-32）。
決 議：本案修正後通過。修正事項如下：
一、第一條「本校為維護校園及師生安全，……，訂定「校園安全及災害防救委員會」
（以下簡稱校安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為「本校為維護校園及人員安全，……，
訂定「校園安全及災害防救委員會」（以下簡稱校安委員會）設置要點。」。
二、第八條第二款「由副主任委員擔任指揮官、」之｢頓號（、）｣修正為｢逗點（，）｣。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上午 11 時 37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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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交通大學103學年度行政會議決議或裁示事項執行狀況查核表
項次

會議
日期

議決事項

執行單位

執行狀況

教務處
學務處

教務處：於 11/14 邀集院長召開教務相關業務討論，
學生涉及論文學術倫理問題之相關認定程序及懲處
事宜結論擬訂定「國立交通大學學位論文違反學術倫
理案件處理要點」，並提教務會議討論；另外本校學
生獎懲辦法請學務處參考台大或其它學校獎懲法規
協助修正。
學務處：擬於 104/1/6 召開學生獎懲委員會會議討
論。

主席裁示：請教務處及學務處研擬關於
學生涉及抄襲或學術倫理事件辦法規範
或修正學生獎懲辦法。
1

10305
103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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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案情
形
教務處
已結案

學務處
續執行

附件二

103 學年度運動大會活動程序
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09:00

開幕典禮暨各系創意繞場

田徑場

09:40

大會舞

田徑場

09:50

啦啦隊表演

司令台前

10:00

學生拔河比賽~冠亞軍賽

田徑場

10:10

教職員工環校路跑

環校道路

10:40

教職員工趣味競賽

田徑場

15:10

女學生組大隊接力

田徑場

15:35

男學生組師生大隊接力決賽

田徑場

16:15

閉幕式(頒獎)暨摸彩活動

司令台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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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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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立交通大學校園安全及災害防救委員會設置要點」
草案逐點說明
規

定

說

一、本校為維護校園及師生安全，健全災害防救體系，強
化緊急應變效能，依「災害防救法」、教育部「校園災害
防救計畫」及本校實際需要，訂定「校園安全及災害防救
委員會」（以下簡稱校安委員會）設置要點。

明

依相關法規及本校實際需要，提案
設立「校園安全及災害防救委員
會」
，並建議同時廢止本校「校園公
共安全委員會」組織規則與「校園
安全及災害防救處理中心」設置辦
法。

二、校安委員會旨在透過會議協調聯繫方式，促進本校各 旨在促進各單位落實安全維護與災
行政、學術單位訂定策略目標，落實安全維護與災害防救 害防救相關工作，提昇執行效能。
相關工作，提昇校園安全管理及災害防救執行效能。
三、校安委員會之成員：
1.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副校長擔
（一）主任委員：由校長擔任。
任副主任委員；主任秘書擔任執行
（二）副主任委員：由校長指定一位副校長擔任。
委員。
（三）執行委員：由主任秘書擔任（兼任發言人）。
2.校安委員會之委員，結合行政、
（四）委員：總務長、學務長、教務長、研發長、國際長、 教學單位及學生代表，定期研議校
人事室主任、主計室主任、各分部主任、各學院院長、環 園安全及災害防救相關事項。
保安全中心主任、資訊技術服務中心主任、軍訓室主任（兼 3.由總務處、學務處二級主管及相
任執行秘書）及學聯會學生代表 2 員。
關單位代表，於委員會召開時，實
（五）工作報告單位：總務處事務組、保管組、營繕組、 施工作報告。
駐警隊；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住宿服務組、衛生保健 4.委員會得視需要邀請校內、外專
組、諮商中心、體育室；環保安全中心；資訊技術服務中 業人士及本校相關單位主管列席。
心、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及會議指定報告之單位。
（六）列席人員：依會議內容實際需要，得邀請校內、外
專業人士或本校相關單位主管列席。
四、校安委員會之任務：
1. 列舉校安委員會審理相關事項。
（一）本校「校園災害防救計畫」訂定與修正。
2. 發生重大災害或「緊急通報」事
（二）本校校園安全管理及災害防救策略目標之研
件，由本委員會委員向執行委員
議。
提議，且經主任委員指示或授權
（三）本校校園安全管理及災害防救年度教育宣導執行
同意後，成立「應變指揮小組」。
方案審訂。
3. 「應變指揮小組」為臨時任務編
（四）本校年度校園重大災害預防措施及緊急應變演練
組，迄災害應變全般任務結束為
計畫審訂。
止。
（五）教育部或本校各委員會有關校園安全管理及災害防
救提議事項之研議。
（六）校園發生重大災害、嚴重影響校譽或必須停止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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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特殊災害事件，由本委員會委員向執行委員提議，且經
主任委員指示或授權同意後，成立緊急應變小組，遂行災
害期間之各項應變與聯繫工作，迄全般任務結束為止。
五、校安委員會之召開：
1. 校安委員會每年召開 1 次例行會
（一）每年召開 1 次例行會議，委員因故無法出席時，應
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指派相關職務之代理人與會。如有必要，得由執行委員提 2. 軍 訓 室 為 校 安 委 員 會 之 秘 書 單
議，且經主任委員指示或授權同意後，召開臨時會議。
位。
（二）校安委員會之秘書單位為軍訓室，負責會議召開各
項行政準備事宜。
六、校安委員會之秘書單位應設立「校園安全及災害防救 秘書單位應設立「校安中心」，指
通報處理中心」(簡稱「校安中心」)，設置傳真、電話網 定二十四小時聯繫待命人員，作為
路及相關必要設備，並指定二十四小時聯繫待命人員。 災害通報及緊急協處之運作平台。
七、校園安全管理及災害防救相關業務工作，平常時期由 經常性的校園安全管理及災害防救
各行政、學術單位，依本校分層負責明細表及各委員會所 相關業務工作，係由各業務單位負
定之功能與職掌權責辦理；事涉 2 個單位以上或業務工作 責辦理。
有所疑義者，依主任秘書裁示(或協調)辦理。
八、緊急應變小組之編成：
（一）緊急應變小組經主任委員指示或授權成立時，由副
主任委員擔任指揮官、總務長、學務長擔任副指揮官，全
校行政及學術一級單位均應指派所屬人員納編，以遂行災
害期間之各項應變與聯繫工作。
（二）緊急應變小組執行要點，由校安委員會另訂之。
(三）參與緊急應變處理工作人員，於非上班時間執行緊
急應變或搶救重大災難工作，得由單位主管視實際需要，
向人事室提出專案加班申請。

1.「應變指揮小組」由副主任委員
擔任指揮官、總務長、學務長擔任
副指揮官，行政及學術一級單位指
派所屬人員編成。
2.緊急應變小組執行要點，由校安
委員會另訂之。
3.參與緊急應變處理工作人員，得
申請專案加班。

校園災害區分天然災害、人為災害
九、校園災害類別區分：
及嚴重影響校譽或必須停止上課之
（一）天然災害：風災、水災、震災及土石流等。
（二）人為災害：火災、實驗室(輻射、生物及毒性化學 特殊災害事件三大類別。
物)災害、重大交通事故、法定傳染疾病及其他人為因素
造成之傷（損）害等。
（三）遇有嚴重影響校譽或必須停止上班及上課之特殊災
害事件。
十、校安委員會之運作與各項應變作為，以執行委員為發 設置校安委員會發言人，或指定專
言人，或指定專人代理。
人代理。
十一、本設置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 經總務處、學務處共同提案，行政
同。
會議通過後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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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校園安全及災害防救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
一、本校為維護校園及師生安全，健全災害防救體系，強化緊急應變效能，依「災害防救法」、
教育部「校園災害防救計畫」及本校實際需要，訂定「校園安全及災害防救委員會」（以下簡
稱校安委員會）設置要點。
二、校安委員會旨在透過會議協調聯繫方式，促進本校各行政、學術單位訂定策略目標，落實
安全維護與災害防救相關工作，提昇校園安全管理及災害防救執行效能。
三、校安委員會之成員：
（一）主任委員：由校長擔任。
（二）副主任委員：由校長指定一位副校長擔任。
（三）執行委員：由主任秘書擔任（兼任發言人）。
（四）委員：總務長、學務長、教務長、研發長、國際長、人事室主任、主計室主任、各分部
主任、各學院院長、環保安全中心主任、資訊技術服務中心主任、軍訓室主任（兼任執行秘書）
及學聯會學生代表 2 員。
（五）工作報告單位：總務處事務組、保管組、營繕組、駐警隊；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住
宿服務組、衛生保健組、諮商中心、體育室；環保安全中心；資訊技術服務中心、性別平等教
育委員會及會議指定報告之單位。
（六）列席人員：依會議內容實際需要，得邀請校內、外專業人士或本校相關單位主管列席。
四、校安委員會之任務：
（一）本校「校園災害防救計畫」訂定與修正。
（二）本校校園安全管理及災害防救策略目標之研議。
（三）本校校園安全管理及災害防救年度教育宣導執行方案審訂。
（四）本校年度校園重大災害預防措施及緊急應變演練計畫審訂。
（五）教育部或本校各委員會有關校園安全管理及災害防救提議事項之研議。
（六）校園發生重大災害、嚴重影響校譽或必須停止上課之特殊災害事件，由本委員會委員
向執行委員提議，且經主任委員指示或授權同意後，成立緊急應變小組，遂行災害期間之各
項應變與聯繫工作，迄全般任務結束為止。
五、校安委員會之召開：
（一）每年召開 1 次例行會議，委員因故無法出席時，應指派相關職務之代理人與會。如有
必要，得由執行委員提議，且經主任委員指示或授權同意後，召開臨時會議。
（二）校安委員會之秘書單位為軍訓室，負責會議召開各項行政準備事宜。
六、校安委員會之秘書單位應設立「校園安全及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簡稱「校安中心」)，
設置傳真、電話網路及相關必要設備，並指定二十四小時聯繫待命人員。
七、校園安全管理及災害防救相關業務工作，平常時期由各行政、學術單位，依本校分層負責
明細表及各委員會所定之功能與職掌權責辦理；事涉 2 個單位以上或業務工作有所疑義者，依
主任秘書裁示(或協調)辦理。
八、緊急應變小組之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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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緊急應變小組經主任委員指示或授權成立時，由副主任委員擔任指揮官、總務長、學
務長擔任副指揮官，全校行政及學術一級單位均應指派所屬人員納編，以遂行災害期間之各
項應變與聯繫工作。
（二）緊急應變小組執行要點，由校安委員會另訂之。
(三）參與緊急應變處理工作人員，於非上班時間執行緊急應變或搶救重大災難工作，得由
單位主管視實際需要，向人事室提出專案加班申請。
九、校園災害類別區分：
（一）天然災害：風災、水災、震災及土石流等。
（二）人為災害：火災、實驗室(輻射、生物及毒性化學物)災害、重大交通事故、法定傳染疾
病及其他人為因素造成之傷（損）害等。
（三）遇有嚴重影響校譽或必須停止上班及上課之特殊災害事件。
十、校安委員會之運作與各項應變作為，以執行委員為發言人，或指定專人代理。
十一、本設置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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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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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校園安全及災害防救處理中心」設置辦法
101.5.11 一○○學年度第二十七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健全校園災害防救體系，強化災害防救功能，以
維護校園及學生安全，特訂定「校園安全及災害防救處理中心」（以下簡稱校安中心）設置
辦法。
第二條 「校安中心」之功能與職掌：
一、校安中心依教育部 99 年 04 月 19 日頒佈之「各級學校校園災害管理要點」第三條規定成
立，平時以整合校內行政資源、緊急事件處置、遂行校安事件通報為主；並依前要點第七條
規定，當發生重大災害時，應即轉換為「緊急應變小組」，遂行減災、整備、應變及復原等
作為。
二、「校安中心」平時由軍訓室指派 24 小時聯繫待命人員，並設置傳真、電話、網路及相關
必要設備，負責各類校安事件之聯繫、掌握與協調。
第三條 「校安中心」之編組
一、中心主任：由校長擔任。
二、中心副主任：由副校長擔任。
三、當然委員：主任秘書（兼任發言人）、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環保安全中心主任、
資訊技術服務中心主任、軍訓室主任（兼任執行秘書）及學生代表 1～3 員。
四、特別委員：得依校安事件之性質、地點及任務需要，納編相關單位主管（如國際長、各
分部主任、各院院長、系所主管、人事室主任、會計室主任、體育室主任、圖書館館長等）。
第四條 「校安中心」負責辦理之事項：
一、天然災害：風災、水災、震災、土石流等。
二、人為災害：火災、毒性化學物災害、傳染病、重大交通事故及其他人為所造成之傷（損）
害等。
三、遇有影響校譽之重大危機事件。
四、對於已納入經常性業務規範之校園安全事件，由各業管單位依本校「分層負責明細表」
（如附件 1）及各委員會所定之功能與職掌（如附件 2），分別策擬相關防制作為與執行。
第五條 會議之召開：
一、例行會議：每年度至少召開一次，委員因故無法出席時，得指派相關職務之代理人與會。
二、臨時會議：當發生本要點第四條所列之重大災害時，「校安中心」應立即編成運作，並
依需要轉換為「緊急應變小組」，立即召開相關防災應變會議，妥採各項緊急應變作為。
三、對於各項會議之召開，會前得由執行秘書邀集各相關（含行政與教學）單位派員，分別
對各校區或特定場所實施現地會勘與協調，俾能於會議中，提供具體建議與改進方案。
四、對於會議期間需決議事項，須達與會人員半數（含）以上同意後始實施。
第六條 「緊急應變小組」成立時機與運作方式：
一、當發生本要點第四條所列之重大災害時。
二、當發生教育部「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類別區分表」所訂之甲級事件，經主任委員指示成
立，或由執行秘書簽奉（請示）主任委員核定（同意）後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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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緊急應變小組」成立時，各當然委員應即指派所屬納編，24 小時專人留校，每日輪值，
以遂行災害期間之各項應變、處置、協調與聯繫工作，迄全般任務結束為止。
第七條 各類校安事件之通報，依教育部「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類別區分表」所訂，甲級事
件 15 分鐘電話通報 2 小時內校安通報、乙級事件 12 小時內校安通報、丙級事件 2 週內校安
通報；各單位於接獲或處理相關校安事件時，應儘速通報「校安中心」
（平時由軍訓室負責），
由值勤人員負責分類，並詳細紀錄發生事件之人、時、事、地、物與相關作為，俾能於時限
內完成通報作業。(本校「校安事件」權責區分表，如附件 3)
第八條 如發生校安事件之當事人為外籍生，或陸、澳、港籍學生，國際處應指派專人協助
處理；如發生重大傷害或集體事件時，更應於內部成立專案小組，負責各項涉外事務之協調、
聯繫與處理。
第九條 「校安中心」之運作與各項應變作為，以主任秘書為發言人，如屬必要且經中心主
任（或副主任）授權後，得由執行秘書為之，負責與媒體及各單位間之溝通、說明，並適時
更正錯誤報導與不實傳言。
第十條 「校安中心」平時運作所需經費，由各單位自年度預算中自行檢討支應；惟當轉換
為「緊急應變小組」後，得由學校（秘書室）另行檢討支援，避免影響各單位正常業（任）
務之運作與推展。
第十一條 本設置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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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稱 災害防救法

修正日期 民國 101 年 11 月 28 日
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

為健全災害防救體制，強化災害防救功能，以確保人民生命、身體、財產之安全
及國土之保全，特制定本法。
災害之防救，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

第 2 條

本法專用名詞，定義如下：
一、災害：指下列災難所造成之禍害：
（一）風災、水災、震災、旱災、寒害、土石流災害等天然災害。
（二）火災、爆炸、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災害、礦災、空難、海難、
陸上交通事故、森林火災、毒性化學物質災害等災害。
二、災害防救：指災害之預防、災害發生時之應變及災後之復原重建等措施。
三、災害防救計畫：指災害防救基本計畫、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及地區災害防救計
畫。
四、災害防救基本計畫：指由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核定之全國性災害防救計畫。
五、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指由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及公共事業就其掌理業
務或事務擬訂之災害防救計畫。
六、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指由直轄市、縣（市）及鄉（鎮、市）災害防救會報核
定之直轄市、縣（市）及鄉（鎮、市）災害防救計畫。

第 3 條

各種災害之預防、應變及復原重建，以下列機關為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一、風災、震災、火災、爆炸災害：內政部。
二、水災、旱災、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災害、礦災：經濟部。
三、寒害、土石流災害、森林火災：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四、空難、海難、陸上交通事故：交通部。
五、毒性化學物質災害：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六、其他災害：依法律規定或由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指定之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
機關。
前項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就其主管災害防救業務之權責如下：
一、中央及直轄市、縣（市）政府與公共事業執行災害防救工作等相關事項之指
揮、督導及協調。
二、災害防救業務計畫訂定與修正之研擬及執行。
三、災害防救工作之支援、處理。
四、非屬地方行政轄區之災害防救相關業務之執行、協調，及違反本法案件之處
理。
五、災害區域涉及海域、跨越二以上直轄市、縣（市）行政區，或災情重大且直
轄市、縣（市）政府無法因應時之協調及處理。

第 4 條

本法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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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公所應依地方制度法第十八條第十一款第
二目、第十九條第十一款第二目、第二十條第七款第一目及本法規定，分別辦理
直轄市、縣（市）及鄉（鎮、市）之災害防救自治事項。
第 5 條
第 二 章

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為達災害防救之目的，得採取法律、行政及財政金融
之必要措施，並向立法院報告。
災害防救組織

第 6 條

行政院設中央災害防救會報，其任務如下：
一、決定災害防救之基本方針。
二、核定災害防救基本計畫及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之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三、核定重要災害防救政策與措施。
四、核定全國緊急災害之應變措施。
五、督導、考核中央及直轄市、縣 (市) 災害防救相關事項。
六、其他依法令所規定事項。

第 7 條

中央災害防救會報置召集人、副召集人各一人，分別由行政院院長、副院長兼任；
委員若干人，由行政院院長就政務委員、秘書長、有關機關首長及具有災害防救
學識經驗之專家、學者派兼或聘兼之。
為執行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核定之災害防救政策，推動重大災害防救任務與措施，
行政院設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行政院副院長兼任，並設行
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置專職人員，處理有關業務；其組織由行政院定之。
行政院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提供中央災害防救會報
及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有關災害防救工作之相關諮詢，加速災害防救科技研發
及落實，強化災害防救政策及措施。
為有效整合運用救災資源，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設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統
籌、調度國內各搜救單位資源，執行災害事故之人員搜救及緊急救護之運送任務。
內政部災害防救署執行災害防救業務。

第 8 條

直轄市、縣 (市) 政府設直轄市、縣 (市) 災害防救會報，其任務如下：
一、核定各該直轄市、縣 (市) 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二、核定重要災害防救措施及對策。
三、核定轄區內災害之緊急應變措施。
四、督導、考核轄區內災害防救相關事項。
五、其他依法令規定事項。

第 9 條

直轄市、縣（市）災害防救會報置召集人一人、副召集人一人或二人，分別由直
轄市、縣（市）政府正、副首長兼任；委員若干人，由直轄市、縣（市）長就有
關機關、單位首長、軍事機關代表及具有災害防救學識經驗之專家、學者派兼或
聘兼。
直轄市、縣（市）災害防救辦公室執行直轄市、縣（市）災害防救會報事務；其
組織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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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提供直轄市、縣（市）災害防救會報
災害防救工作之相關諮詢。

第 10 條

鄉（鎮、市）公所設鄉（鎮、市）災害防救會報，其任務如下：
一、核定各該鄉（鎮、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二、核定重要災害防救措施及對策。
三、推動疏散收容安置、災情通報、災後緊急搶通、環境清理等災害緊急應變及
整備措施。
四、推動社區災害防救事宜。
五、其他依法令規定事項。

第 11 條

鄉（鎮、市）災害防救會報置召集人、副召集人各一人，委員若干人。召集人由
鄉（鎮、市）長擔任；副召集人由鄉（鎮、市）公所主任秘書或秘書擔任；委員
由鄉（鎮、市）長就各該鄉（鎮、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中指定之單位代表派兼
或聘兼。
鄉（鎮、市）災害防救辦公室執行鄉（鎮、市）災害防救會報事務；其組織由鄉
（鎮、市）公所定之。
區得比照前條及前二項規定，成立災害防救會報及災害防救辦公室。

第 12 條

為預防災害或有效推行災害應變措施，當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直轄市、縣
(市) 及鄉 (鎮、市) 災害防救會報召集人應視災害規模成立災害應變中心，並
擔任指揮官。
前項災害應變中心成立時機、程序及編組，由直轄市、縣 (市) 政府及鄉 (鎮、
市) 公所定之。

第 13 條

重大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首長應視災害之規
模、性質、災情、影響層面及緊急應變措施等狀況，決定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開設
時機及其分級，應於成立後，立即報告中央災害防救會報召集人，並由召集人指
定指揮官。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成立後，得視災情研判情況或聯繫需要，通知直轄市、縣（市）
政府立即成立地方災害應變中心。

第 14 條

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為處理災害防救事宜或配合各級災害應變中心執行災
害應變措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及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指定之機關、單位或公共事
業，應設緊急應變小組，執行各項應變措施。

第 15 條

各級災害防救會報應結合民防及全民防衛動員準備體系，實施相關災害整備及應
變事項；其實施辦法，由內政部會同有關部會定之。

第 16 條

內政部災害防救署特種搜救隊及訓練中心、直轄市、縣（市）政府搜救組織處理
重大災害搶救等應變事宜。

第 三 章
第 17 條

災害防救計畫
災害防救基本計畫由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擬訂，經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核定後，由
行政院函送各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及直轄市、縣（市）政府據以辦理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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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救事項。
前項災害防救基本計畫應定期檢討，必要時得隨時為之。
行政院每年應將災害防救白皮書送交立法院。

第 18 條

災害防救基本計畫內容之規定如下：
一、整體性之長期災害防救計畫。
二、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及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之重點事項。
三、其他中央災害防救會報認為有必要之事項。
前項各款之災害防救計畫、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內容之規定如
下：
一、災害預防相關事項。
二、災害緊急應變對策相關事項。
三、災後復原重建相關事項。
四、其他行政機關、公共事業、直轄市、縣 (市) 、鄉 (鎮、市) 災害防救會報
認為必要之事項。
行政機關依其他法律作成之災害防救計畫及災害防救相關規定，不得牴觸本法。

第 19 條

公共事業應依災害防救基本計畫擬訂災害防救業務計畫，送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核定。
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應依災害防救基本計畫，就其主管災害防救事項，擬
訂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報請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核定後實施。

第 20 條

直轄市、縣 (市) 災害防救會報執行單位應依災害防救基本計畫、相關災害防救
業務計畫及地區災害潛勢特性，擬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經各該災害防救會報核
定後實施，並報中央災害防救會報備查。
前項直轄市、縣 (市) 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不得牴觸災害防救基本計畫及相關災害
防救業務計畫。
鄉 (鎮、市) 公所應依上級災害防救計畫及地區災害潛勢特性，擬訂地區災害防
救計畫，經各該災害防救會報核定後實施，並報所屬上級災害防救會報備查。
前項鄉 (鎮、市) 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不得牴觸上級災害防救計畫。

第 21 條

各種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或各地區災害防救計畫間有所牴觸而無法解決者，應報請
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協調之。

第 四 章

第 22 條

災害預防
為減少災害發生或防止災害擴大，各級政府平時應依權責實施下列減災事項：
一、災害防救計畫之擬訂、經費編列、執行及檢討。
二、災害防救教育、訓練及觀念宣導。
三、災害防救科技之研發或應用。
四、治山、防洪及其他國土保全。
五、老舊建築物、重要公共建築物與災害防救設施、設備之檢查、補強、維護及
都市災害防救機能之改善。
六、災害防救上必要之氣象、地質、水文與其他相關資料之觀測、蒐集、分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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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
七、災害潛勢、危險度、境況模擬與風險評估之調查分析，及適時公布其結果。
八、地方政府及公共事業有關災害防救相互支援協定之訂定。
九、災害防救團體、災害防救志願組織之促進、輔導、協助及獎勵。
十、災害保險之規劃及推動。
十一、有關弱勢族群災害防救援助必要事項。
十二、災害防救資訊網路之建立、交流及國際合作。
十三、其他減災相關事項。
前項所定減災事項，各級政府應依權責列入各該災害防救計畫。
公共事業應依其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實施有關減災事項。
第一項第七款有關災害潛勢之公開資料種類、區域、作業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
辦法，由各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定之。

第 23 條

為有效執行緊急應變措施，各級政府應依權責實施下列整備事項：
一、災害防救組織之整備。
二、災害防救之訓練、演習。
三、災害監測、預報、警報發布及其設施之強化。
四、災情蒐集、通報與指揮所需通訊設施之建置、維護及強化。
五、災害防救物資、器材之儲備及檢查。
六、災害防救設施、設備之整備及檢查。
七、對於妨礙災害應變措施之設施、物件，施以加固、移除或改善。
八、國際救災支援之配合。
九、其他緊急應變整備事項。
前項所定整備事項，各級政府應依權責列入各該災害防救計畫。
公共事業應依其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實施有關災害整備事項。
為確保防救災專用微波通信之暢通，內政部得就電波傳輸暢通之必要範圍，劃定
電波傳輸障礙防止區域，並公告之。
建築物之起造人於前項公告區域內有新建、增建之建築行為，並符合下列規定之
一者，直轄市、縣（市）政府始得給予建築許可：
一、與內政部協商達成改善方案。
二、同意內政部選擇損失最小之方法，使用該建築物屋頂層架設微波電臺或衛星
地球電臺，以維持電波暢通。
內政部對於前項因協商達成改善方案，或使用該建築物屋頂層架設微波電臺或衛
星地球電臺，致造成相對人損失，應給付相當之補償。
前項之損失補償，應以協議為之，作成協議書，並得為執行名義。有關損失補償
之程序、方法、期限、金額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內政部定之。

第 24 條

為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或防止災害擴大，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
市、區）公所於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應勸告或強制其撤離，並作適當之安
置。
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於災害應變之必要範圍內，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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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擴大災害或妨礙救災之設備或物件之所有權人、使用人或管理權人，應勸告或
強制其除去該設備或物件，並作適當之處置。

第 25 條

各級政府及相關公共事業，應實施災害防救訓練及演習。
實施前項災害防救訓練及演習，各機關、公共事業所屬人員、居民及其他公、私
立學校、團體、公司、廠場有共同參與或協助之義務。
參與前項災害防救訓練、演習之人員，其所屬機關 (構) 、學校、團體、公司、
廠場應給予公假。

第 26 條

各級政府及相關公共事業應置專職人員，鄉（鎮、市、區）公所於未置專職人員
前，得置兼職人員，執行災害預防各項工作。

第 五 章

災害應變措施

第 27 條

為實施災害應變措施，各級政府應依權責實施下列事項：
一、災害警報之發布、傳遞、應變戒備、人員疏散、搶救、避難之勸告、災情蒐
集及損失查報。
二、警戒區域劃設、交通管制、秩序維持及犯罪防治。
三、消防、防汛及其他應變措施。
四、受災民眾臨時收容、社會救助及弱勢族群特殊保護措施。
五、受災兒童及少年、學生之應急照顧。
六、危險物品設施及設備之應變處理。
。
七、傳染病防治、廢棄物處理、環境消毒、食品衛生檢驗及其他衛生事項
八、搜救、緊急醫療救護及運送。
九、協助相驗、處理罹難者屍體、遺物。
十、民生物資與飲用水之供應及分配。
十一、水利、農業設施等災害防備及搶修。
十二、鐵路、道路、橋樑、大眾運輸、航空站、港埠、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輸
電線路、電信、自來水及農漁業等公共設施之搶修。
十三、危險建築物之緊急評估。
十四、漂流物、沈沒品及其他救出物品之保管、處理。
十五、災害應變過程完整記錄。
十六、其他災害應變及防止擴大事項。
前項災害應變措施事項，各級政府應依權責列入各該災害防救計畫。
公共事業應依其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實施有關災害應變事項。
第一項第十三款有關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之適用災害種類、實施時機、處理人
員、程序、危險標誌之張貼、解除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內政部定之。

第 28 條

各級災害應變中心成立後，參與編組機關首長應依規定親自或指派權責人員進
駐，執行災害應變工作，並由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負責指揮、協調與整合。
各級災害應變中心應有固定之運作處所，充實災害防救設備並作定期演練。
為免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因重大災害致無法運作，或為支援跨直轄市、縣（市）處
理區域性重大災害，應異地設置備援應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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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 條

（刪除）

第 30 條

民眾發現災害或有發生災害之虞時，應即主動通報消防或警察單位、村 (里) 長
或村 (里) 幹事。
前項之受理單位或人員接受災情通報後，應迅速採取必要之措施。
各級政府及公共事業發現、獲知災害或有發生災害之虞時，應主動蒐集、傳達相
關災情並迅速採取必要之處置。

第 31 條

各級政府成立災害應變中心後，指揮官於災害應變範圍內，依其權責分別實施下
列事項，並以各級政府名義為之：
一、緊急應變措施之宣示、發布及執行。
二、劃定警戒區域，製發臨時通行證，限制或禁止人民進入或命其離去。
三、指定道路區間、水域、空域高度，限制或禁止車輛、船舶或航空器之通行。
四、徵調相關專門職業、技術人員及所徵用物資之操作人員協助救災。
五、徵用、徵購民間搜救犬、救災機具、車輛、船舶或航空器等裝備、土地、水
權、建築物、工作物。
六、指揮、督導、協調國軍、消防、警察、相關政府機關、公共事業、民防團隊、
災害防救團體及災害防救志願組織執行救災工作。
七、危險建築物、工作物之拆除及災害現場障礙物之移除。
八、優先使用傳播媒體與通訊設備，蒐集及傳播災情與緊急應變相關資訊。
九、國外救災組織來臺協助救災之申請、接待、責任災區分配及協調聯繫。
十、災情之彙整、統計、陳報及評估。
十一、其他必要之應變處置。
違反前項第二款、第三款規定致遭遇危難，並由各級災害應變中心進行搜救而獲
救者，各級政府得就搜救所生費用，以書面命獲救者或可歸責之業者繳納；其費
用之計算、分擔、作業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內政部定之。
第一項第六款所定民防團隊、災害防救團體及災害防救志願組織之編組、訓練、
協助救災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內政部定之。

第 32 條

各級政府為實施第二十七條第一項及前條第一項所定事項，對於救災所需必要物
資之製造、運輸、販賣、保管、倉儲業者，得徵用、徵購或命其保管。
為執行依前項規定作成之處分，得派遣攜有證明文件之人員進入業者營業場所或
物資所在處所檢查。

第 33 條

人民因第二十四條第二項、第三十一條第一項及前條第一項之處分、強制措施或
命令，致其財產遭受損失時，得請求補償。但因可歸責於該人民之事由者，不在
此限。
前項損失補償，應以金錢為之，並以補償實際所受之損失為限。
損失補償應自知有損失時起，二年內請求之。但自損失發生後，經過五年者，不
得為之。

第 34 條

鄉（鎮、市）公所無法因應災害處理時，縣（市）政府應主動派員協助，或依鄉
（鎮、市）公所之請求，指派協調人員提供支援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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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政府無法因應災害處理時，該災害之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
關應主動派員協助，或依直轄市、縣（市）政府之請求，指派協調人員提供支援
協助。
前二項支援協助項目及程序，分由各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縣（市）政府
定之。
直轄市、縣（市）政府及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無法因應災害處理時，得
申請國軍支援。但發生重大災害時，國軍部隊應主動協助災害防救。
國防部得依前項災害防救需要，運用應召之後備軍人支援災害防救。
第四項有關申請國軍支援或國軍主動協助救災之程序、預置兵力及派遣、指揮調
度、協調聯絡、教育訓練、救災出勤時限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國防部會同
內政部定之。

第 35 條

第 六 章

第 36 條

為緊急應變所需警報訊號之種類、內容、樣式、方法及其發布時機，除其他法律
有特別規定者外，由各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擬訂，報請中央災害防救會報
核定後公告之。
前項或其類似之訊號，未經許可不得擅自使用。
災後復原重建
為實施災後復原重建，各級政府應依權責實施下列事項，並鼓勵民間團體及企業
協助辦理：
一、災情、災區民眾需求之調查、統計、評估及分析。
二、災後復原重建綱領與計畫之訂定及實施。
三、志工之登記及分配。
四、捐贈物資、款項之分配與管理及救助金之發放。
五、傷亡者之善後照料、災區民眾之安置及災區秩序之維持。
六、衛生醫療、防疫及心理輔導。
七、學校廳舍及其附屬公共設施之復原重建。
八、受災學生之就學及寄讀。
九、古蹟、歷史建築搶修、修復計畫之核准或協助擬訂。
十、古蹟、歷史建築受災情形調查、緊急搶救、加固等應變處理措施。
十一、受損建築物之安全評估及處理。
十二、住宅、公共建築物之復原重建、都市更新及地權處理。
十三、水利、水土保持、環境保護、電信、電力、自來水、油料、氣體等設施之
修復及民生物資供需之調節。
十四、鐵路、道路、橋樑、大眾運輸、航空站、港埠及農漁業之復原重建
。
十五、環境消毒與廢棄物之清除及處理。
十六、受災民眾之就業服務及產業重建。
十七、其他有關災後復原重建事項。
前項所定復原重建事項，各級政府應依權責列入各該災害防救計畫。
公共事業應依其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實施有關災後復原重建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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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7 條

為執行災後復原重建，各級政府得由各機關調派人員組成任務編組之重建推動委
員會；其組織規程由各級政府定之。
重建推動委員會於災後復原重建全部完成後，始解散之。

因災害發生，致聯絡災區交通中斷或公共設施毀壞有危害民眾之虞，各級政府為
立即執行搶通或重建工作，如經過都市計畫區、山坡地、森林、河川、國家公園
或其他有關區域，得簡化行政程序，不受區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水土保持法、
第 37-1 條 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森林法、水利法、國家公園法及其他有關法律或法規命令
之限制。
前項簡化行政程序及不受有關法律或法規命令限制之辦法，由各該中央災害防救
業務主管機關定之。
因天然災害發生，致影響災區民眾正常居住生活，各級政府為安置受災民眾或進
行災區重建工作，對於涉及用地及建築物之劃定、取得、變更、評估、管理、維
護或其他事項，得簡化行政程序，不受區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建築法、都市
第 37-2 條
更新條例、環境影響評估法、水土保持法及其他有關法律或法規命令之限制。
前項簡化行政程序及不受有關法律或法規命令限制之辦法，由各該中央災害防救
業務主管機關定之。
第 七 章

罰則

第 38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依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四款或第五款規定所為之處分。
二、違反依第三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所為之處分。

第 39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依第二十四條第二項、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或第七款規定
所為之處置。
二、違反第三十五條第二項規定。

第 39-1 條 （刪除）

第 40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一、規避、妨礙或拒絕依第三十二條第二項規定所為之檢查。
二、公共事業違反第二十二條第三項、第二十三條第三項、第二十七條第三項、
第三十條第三項或第三十六條第三項規定，致發生重大損害。

第 41 條

乘災害之際而故犯竊盜、恐嚇取財、搶奪、強盜之罪者，得依刑法之規定，加重
其刑至二分之一。

第 42 條

（刪除）

第 八 章
第 43 條

附則
實施本法災害防救之經費，由各級政府按本法所定應辦事項，依法編列預算。
各級政府編列之災害防救經費，如有不敷支應災害發生時之應變措施及災後之復
原重建所需，應視需要情形調整當年度收支移緩濟急支應，不受預算法第六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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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及第六十三條規定之限制。
直轄市、縣（市）政府無法支應重大天然災害之災後復原重建等經費時，得報請
中央政府補助。
第 43-1 條
前項所定補助之時機、要件、基準、請求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行政院
定之。

第 44 條

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應儘速協調金融機構，就災區民眾所需重建資金，予以低利
貸款。
前項貸款金額、利息補貼額度及作業程序應報請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核定之，利息
補貼額度由各級政府編列預算執行之，補貼範圍應斟酌民眾受災程度及自行重建
能力。

第 45 條

民間捐助救災之款項，由政府統籌處理救災事宜者，政府應尊重捐助者之意見，
專款專用，提供與災民救助直接有關之事項，不得挪為替代行政事務或業務之費
用，並應公布支用細目。

第 46 條

各級政府對於從事災害防救之災害防救團體、災害防救志願組織或個人具有顯著
功勞者，應依法令予以表彰。

第 47 條

執行本法災害防救事項，致傷病、身心障礙或死亡者，依其本職身分有關規定請
領各項給付。
無法依前項規定請領各項給付者，除依下列規定辦理外，應比照義勇消防人員傷
病、死亡之請領數額，請領有關給付；其所需費用由政府編列預算支應：
一、傷病者：得憑各該政府出具證明，至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療院所治療。但情
況危急者，得先送其他醫療機構急救。
二、因傷病致身心障礙者，依下列規定給與一次身心障礙給付：
（一）重度身心障礙以上者：三十六個基數。
（二）中度身心障礙者：十八個基數。
（三）輕度身心障礙者：八個基數。
三、死亡者：給與一次撫卹金九十個基數。
四、因傷病或身心障礙死亡者，依前款規定補足一次撫卹金基數。
前項基數之計算，以公務人員委任第五職等年功俸最高級月支俸額為準。
第二項身心障礙等級鑑定，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依第一項規定請領各項給付，其得領金額低於第二項第二款至第四款規定者，應
補足其差額。
第二項所需費用及前項應補足之差額，由各該政府核發。

人民因災害而失蹤時，檢察機關得依職權或應為繼承之人之聲請，經詳實調查
後，有事實足認其確已因災死亡而未發現其屍體者，核發死亡證明書。
前項聲請，應於災害發生後一年內為之。
第 47-1 條
第一項失蹤人，以死亡證明書所載死亡之時，推定其為死亡。
失蹤人尚生存者，檢察機關得依本人、第一項聲請人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或依
職權撤銷死亡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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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機關核發死亡證明書後發現失蹤人之屍體時，應依法相驗，發給相驗屍體證
明書，並撤銷原核發之死亡證明書。
前二項撤銷死亡證明書之效力，準用民事訴訟法第六百四十條規定。
第 48 條

災害救助種類及標準，由各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會商直轄市、縣 (市) 政
府統一訂定之。

第 49 條

依本法執行徵調、徵用或徵購之補償或計價；其基準、程序、給付方式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辦法，由內政部定之。

第 50 條

依本法協助執行災害應變措施之災害防救團體或災害防救志願組織，應向直轄
市、縣（市）政府申請登錄；其登錄之申請條件、有效期限、撤銷、廢止、輔導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內政部定之。
前項經登錄之災害防救團體或災害防救志願組織，各級政府應為其投保救災意外
險，並得協助提供救災設備。

第 51 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內政部定之。

第 52 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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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 各級學校校園災害管理要點」，
名稱並修正為「教育部主管各級學校及所屬機構災害防救要點」，
並自中華民國一百零四年一月一日生效。
附修正「教育部主管各級學校及所屬機構災害防救要點」

部 長 吳思華

教育部主管各級學校及所屬機構災害防救要點修正規定
一、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健全本部主管各級學校（以下簡稱學校）及本部所屬機構（以下
簡稱機構）災害防救體系，強化災害防救功能，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災害，指下列災難所造成之損害：
(一) 天然災害：風災、水災、震災、土石流災害等。
(二) 人為災害：火災、毒性化學物質災害、傳染病、重大交通事故及其他人為所造成之傷（損）害等。
三、學校及機構應成立災害防救相關編組，執行預防、應變及復原重建等災害防救工作。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應成立校園安全及災害防救通報處理中心（以下簡稱校安中心），作為災害通報及
緊急協處之運作平台，設置傳真、電話、網路及相關必要設備，辦理前項所列相關業務，並指定二十
四小時聯繫待命人員。
四、 學校及機構應結合所在地區災害潛勢特性，訂定災害防救計畫及相關具體作為；本部得訪視其
辦理情形。
五、預防階段工作要項：
(一) 減災階段：
１、災害潛勢分析及評估。
２、災害防救預算編列、執行及檢討。
３、防災教育、訓練及觀念宣導。
４、老舊建築物、重要公共建物及災害防救設施、設備之檢查與補強。
５、建立災害防救通報資訊網路。
６、建立災害防救支援網絡。
７、其他災害防救相關事項。
(二) 整備階段：
１、災害防救組織之整備。
２、研擬應變計畫。
３、訂定緊急應變流程。
４、實施應變計畫模擬演練。
５、災害防救物資、器材之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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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災情蒐集、通報及校安中心所需通訊設施之建置、維護及強化。
７、避難所設施之整備及維護。
８、其他緊急應變準備事宜。
六、應變階段工作要項：
(一) 召開緊急應變小組會議。
(二) 災情搜集及損失查報。
(三) 受災人員之應急照顧。
(四) 救援物資取得及運用。
(五) 配合相關單位開設臨時收容所。
(六) 復原工作之籌備。
(七) 災害應變過程之完整紀錄。
(八) 其他災害應變及防止擴大之措施。
學校及機構應於發生災害時成立緊急應變小組，由首長擔任召集人，依不同災害類別與屬性邀請所屬
主管人員、專家學者或地方人士擔任小組成員，並指定專責單位統籌掌握、處置、協調及擔任聯繫窗
口；緊急應變小組應視需要不定期召開會議，實施前項各款緊急應變措施。
七、復原重建階段工作要項：
(一) 災情勘查及鑑定。
(二) 受災人員之安置。
(三) 捐贈物資、款項之分配與管理及救助金之發放。
(四) 受災人員心理諮商輔導。
(五) 學生就學援助、復學及復課輔導。
(六) 復原經費之籌措。
(七) 硬體設施復原重建。
(八) 召開檢討會議。
(九) 其他有關災後復原重建事項。
八、 學校及機構應置發言人，於災害發生後，負責溝通、說明，對於錯誤報導或不實傳言，應立即
更正或說明。
九、 為強化聯繫並於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能迅速傳遞訊息，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與各縣（市）
政府、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學校、幼兒園及機構應充實通訊及必要資訊設備，並與本部通報系
統聯結，以確保通報網絡暢通，並建置緊急聯絡人（首長、業務主管、業務承辦人）資料於本部校安
中心網站；緊急聯絡人員如有異動，應隨時辦理更新作業。
十、 學校應定期蒐集分析校內災害事件類型，檢討校園安全及災害防救工作狀況，並得據以辦理獎
懲，提升實施成效。
本部對於學校、機構及個人執行災害防救工作有顯著功勞者，應予以表彰。
十一、為推動防災教育，學校、機構應編列預算支應。
十二、本部得將下列事項，納入統合視導或訪視項目：
(一) 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督導其主管學校、幼兒園辦理災害防救事項情形。
(二) 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統籌規劃幼兒園應辦理災害防救事項情形。
十三、 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得準用本要點規定，督導主管學校及幼兒園辦理災害
防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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