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 每學期辦理至少 1場次外人入侵演練 

活動名稱 
110學年度外人入侵

演練會議 
活動時間 110.8.31 

對象 本校教職員 人數 10 

 

照片說明：校長說明外人入侵演練工作分配與注意事項。 

活動名稱 
110學年度外人入侵

演練會議 
活動時間 110.8.31 

對象 本校教職員 人數 10 

 

照片說明：學務主任說明外人入侵演練工作分配與注意事項。 



1-5. 每學期辦理至少 1場次外人入侵演練 

活動名稱 
110學年度國家防災

日外人入侵演練 
活動時間 110.9.17 

對象 全校師生 人數 500 

 

照片說明：學生發現可疑校外人士在廁所出沒。 

活動名稱 
110學年度國家防災

日外人入侵演練 
活動時間 110.9.17 

對象 全校師生 人數 500 

 

照片說明：學生立即前往學務處通報。 



1-5. 每學期辦理至少 1場次外人入侵演練 

活動名稱 
110學年度國家防災

日外人入侵演練 
活動時間 110.9.17 

對象 全校師生 人數 500 

 

照片說明：經學務處通報派出所後學務人員前往維護校園安全。 

活動名稱 
110學年度國家防災

日外人入侵演練 
活動時間 110.9.17 

對象 全校師生 人數 500 

 

照片說明：派出所員警協助到校作外人入侵處置。 



1-5. 每學期辦理至少 1場次外人入侵演練 

活動名稱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

外人入侵演練 
活動時間 111.3.1 

對象 全校師生 人數 500 

 

照片說明：學生發現可疑校外人士在廁所出沒。 

活動名稱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

外人入侵演練 
活動時間 111.3.1 

對象 全校師生 人數 500 

 

照片說明：學生立即前往學務處通報。 



1-5. 每學期辦理至少 1場次外人入侵演練 

活動名稱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

外人入侵演練 
活動時間 111.3.1 

對象 全校師生 人數 500 

 

照片說明：經學務處通報派出所後學務人員前往維護校園安全。 

活動名稱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

外人入侵演練 
活動時間 111.3.1 

對象 全校師生 人數 500 

 

照片說明：派出所員警協助到校作外人入侵處置。 



1-5. 每學期辦理至少 1場次外人入侵演練 

活動名稱 
110學年度外人入侵

檢討會議 
活動時間 111.3.1 

對象 本校教職員 人數 11 

 

照片說明：教職員討論外人入侵演練注意與改進事項。 

活動名稱 
110學年度外人入侵

檢討會議 
活動時間 111.3.1 

對象 本校教職員 人數 11 

 

照片說明：教職員討論外人入侵演練改進事項。 



109學年度北園國中校園安全防護演練(外人入侵) 

時間 演練項目 演練步驟及台詞 執行人員 地點 

7:50 
一、人為狀

況發生 
   

7:51 

↓ 

7:55 

二、人為狀

況發生演練 

(狀態發生) 

(演練開始) 

校外人士(1名)： 

自學校東邊圍牆翻牆進入校園躲在東廁

所旁，手持棍棒意圖不明。 

學生經過廁所發現該名奇怪人士來意不

善。 

學生見狀立即至學務處告知學務人員。 

學務主任立即通報行政處室及全校廣播

請同學立即進教室並關閉門窗並聯絡北

鎮派出所。 

<學務處>(以電話廣播行政處室) 

學務主任(副指揮官)：東廁所旁有不明

人士爬牆侵入並手持棍棒意圖不明。已

請生教組前往查看，並請總務處安全防

護組派人前往協助，找 到後立即以對

講機回報位置，因校外人士身上 可能

有武器，請注意自身安全。 

(以廣播通知學生進入教室) 

學務主任(副指揮官)：學校正派人作環

境消毒、請各班級同學立即進入教室，

並關上門窗。 

通報組：05-2322732北鎮派出所嗎？本

校有不明人士從圍牆侵入，躲在東廁所

旁手持危險物品，意圖騷擾學生，請立

即派警員來協助處理。 

<總務處> 

安全維護組組長：收到。我請組員拿童

軍棍立刻 

 

學務處 

副指揮官 

安全防護

組 

避難引導

組 

東惻廁所 

教室 
 



   前往東廁所，尋找入侵者位置，找

到後立即以對講機回報位置。 

副指揮官：請避難引導組人員立即至各

負責崗位，引導學生迅速回到教室內，

並確保學生遠離入侵者。 
 

7:55 

↓ 

8:05 

三、應變處

置 

安全維護組組長：報告，翻牆進來的入

侵者現在已發現，現在我們已掌握動向

並被我們牽制在廁所旁。 

副指揮官：你們繼續牽制著他，我立即 

報告校長。 

副指揮官：報告校長，剛才有入侵者從

東側圍牆 

   翻入校園，手持棍棒意圖不明目前

已啟動緊急應變小組並請安全防護組將

入侵者牽制於東廁所旁，另已通知北鎮

派出所派員協助，請問校長是否通報校

安中心？ 

指揮官(校長)：全校進入緊急防護階

段。並迅速通報校安中心。 

副指揮官：通報組立即通報校安中心。 

通報組：校安中心嗎？這裡是北園國

中，回報目前有 1名校外人士從東側圍

牆翻入校園，手持棍棒意圖不明目前已

啟動緊急應變小組並請安全防護組將入

侵者牽制於東廁所旁，另已通知北鎮派

出所派員協助後續狀況持續回報。 

★各班回報人數後，應持續安撫學

生情緒，若有人員未到齊，學務處

應請避難引導組與安全防護組協助

巡查，巡查時應至少 2人一組，並

注意自身安全。 

副指揮官：報告校長，各班因應狀況都

已完成安全防護準備。 

校長 

(指揮官) 

學務主任 

(副指揮

官) 

安全防護

組 

通報組 

緊急救護

組 

北鎮派出

所員警 

東廁所 

學務處 

健康中心 



護理師：報告，健康中心已準備擔架及

醫療急救 

   藥品。 

〈警察到來〉 

警察：我是北鎮派出所警員，先生，你

涉及非法入侵校園，危害校園的安全，

請跟我們到派出所，協助釐清一些狀

況。 

副指揮官 (廣播)：本校目前狀況解

除，請各班將門窗打開， 窗簾收起，

恢復正常上課。 

指揮官：請通報組向教育部校安中心回

報狀況解除，成功將入侵學校不明人士

驅離。另請緊急救護組對學生是否受傷

進行後續處理；請輔導老師對學生實施

心理輔導。 

通報組：致電校安中心回報：校安中心

您好，這裡是北園國中，本校成功將入

侵學校不明人士驅離，狀況解除。 

~人為入侵演練結束~ 

<分工說明> 

安全防護組：(在穿堂準備) 

(一)總務務處安全防護組拿起童軍棍，

隨同生教組前往確認入侵者位置 

(二) 觀察現場是否有校屬人員遭挾持

立即通報。 

(三)牽制入侵者至角落，等待警力支

援。 

(四)等待引導警方人員，迅速到達事故

現場。 

 



副指揮官、通報組： 

(一)學務主任透過全校廣播系統通知所

有生，並做好防護準備(以代號表

示)。由該堂課授課教師帶領學生

實施教室躲避。 

(二)各班老師清點班級學生人數後，透

過班級電話向學年主任回報清點結

果；由學年主任統一向通報組(學

務處)回報狀況；各辦公室亦將清

查結果回報通報組。各班老師應持

續安撫學生情緒。 

(三)學務處接受各班的回報資料。通報

完後，學務主任統計全校師生人數

及受傷情形後並回報校長。 

避難引導組： 

(一)聽到廣播後，各組員到各負責避難

引導位置就位，各班任課老師即帶

領學生完成防護準備，室內課班級

緊閉教室門窗上鎖，放下窗簾，室

外課班級立即進回原班級緊閉教室

門窗上鎖，各辦公室亦同步完成防

護準備。 

(二)避難引導組成員巡視校區各地點，

逐層集合校區落單人員，就近避

難。 

緊急救護組：(在總務處就位) 

(一)支援學務處及健康中心處置事故災

害。 

(二)設置封鎖線，隔離校內人員進入事

故現場四 

  周。 

護理師： 



(一)健康中心準備相關急救包紮等用

品，待救護人員來時，立即前往實施受

傷人員急救處理。 

(二)如有傷者，通知消防救護單位協助

將傷患送醫院作後續救治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