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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安全防範處理模式與具體策略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技職教育博士生/國立臺北商業大學講師 陳增娟 

立法院法制局助理研究員/文化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盧延根 

 

壹、前言 

隨著社會與資訊演進，外來因素侵擾校園，惟學校整體危機意識尚嫌不

足，致衍生校園事件仍然頻傳，Bakioğlu & Geyin(2009)認為，校園安全也備受

家長、教師、學校與政府部門關注的議題。 

學校是全民教育活動的特定場所，也是地方社區的一環（盧延根，2002），

尤其學生是家庭與國家的希望，楊愛東（2015）指出，校園安全是整體社會安

全重要組成部分，不僅關係家庭幸福，也攸關社會穩定。雖然政府已十分重視

校園安全，然而事件仍迭有所聞。就以臺北市○○國小 2015 年 5 月 29 日發生

隨機割喉致死案，顯示校園存在的風險遠大於現有措施能防範者（立法院，

2015），再則臺灣地震頻傳，首善之區—臺北市竟有 125 棟校舍未補強（劉婉

琳，2016），師生處於危險環境中；另外新北市○○國中王姓男生 2016 年 2 月

16 日放學途中遭強押拘禁，並被鋁棒、電擊棒毆打；臺北市○○高中李姓女生

2017 年 2 月 21 日放學後校門口被黑色轎車載走失蹤 8 天；2017 年 2 月 21 日

○○國小食物中毒（王柔婷，2016；姚岳宏，2017；張議晨，2017）。事實上，

國外校園事件亦時有所聞（Unal & Cukur , 2011），近年來，日本學校都有警察

巡查，韓國的一些學校也時有發生惡性事件（莊會寧，2010），加拿大 2016 年

1 月 22 日就發生了 26 年來最嚴重校園槍擊案，造成 4 死 7 傷慘案（張伶銖，

2016），可見校園事件舉世皆然，但應有更積極的作為，才能確保校園安全。 

本文限於篇幅，首先論述校園安全與危機管理意涵，其次蒐整日本、韓

國校園安全防範處理模式，最後以日、韓處理模式為基礎，並參酌相關文獻研

擬校園安全具體防護策略供參。 

貳、校園安全與危機管理之意涵  

目前學校在質與量方面都已經達到一定的規準，不過整體教育環境與設

施，仍然無法達到確切之安全（盧延根，2002），因為有人的地方，互動不慎

就可能發生意外（吳清山，2011），但唯有確實實踐校園安全防護工作，教與

學才能發揮實質的意義。 

一、校園安全的意涵 

「校園安全」一詞，包括二個重要概念：一是校園(Campus)；二是安全

(safety)；其中「校園」係指校園安全的環境，而「安全」則為校園安全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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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是指師生在教學環境中，沒有安全顧慮的問題。 

「校園」安全的界定範圍，就狹義而言，應係指學校圍牆內師生從事教學

的場域；然而，基於傳統對教育的使命感與教育愛，廣義而言，應擴大校園安

全的範圍，舉凡學校師生同仁不論教學、研究、行政、服務或生活…等所發生

的事故處，都應含括其中（許龍君，2002；教育部，2005；陳增娟、盧延根，

2016）。就教育責任的觀點而言，校園安全確實應當適度延伸與擴大，期許防

制更為細緻，觸角更為深遠，讓校園安全獲得更為周延的保障。針對「安全」

的釋義，國際標準組織(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rganization, ISO)認為，安全係

傷害或風險限於可接受程度的狀態，美國安全工程師學會(American Society of 

Safety Engineers, ASSE)則界定，安全係一般性的名詞，用以表示相對於免受傷

害(harm)或較低的機率受傷害，在可以接受之風險(risk)水準（黃清賢，1995），

雖然學校相較於其他公共場所是較為安全的場域，但學校的主體學生，是國家

希望之所繫，因此校園安全應不斷地檢視，並列為學校最優先的工作。 

「校園安全」係指學校維護師生在沒有安全顧慮的教學與活動的環境裡，

並將不可避免的事件傷害或風險降至可接受的狀態，營造學校安全教學運作的

環境。 

二、危機管理的意涵 

「危機」一詞，具有危險(danger)與機會(opportunity)的意涵。Morse (1972)

指出，危機(crisis)係指突發狀況，必須短時間內且有壓力的情境下，做成高價

值目標的決策判斷。 

「危機管理」(crisis Management)是組織決定與問題解決的應變能力，攸關

組織後續發展、利益轉移與存亡的轉捩點(Deutsch, 1982)。因為突如其來發生

的事件，威脅組織即時應變，無法以慣常模式因應，因此決策者必須掌控全般

狀況，成員具有危機意識，平日妥善檢視評估，事件發生即時應變處置，事後

檢討與精進作為，方能維繫組織正常運作。林文益、鄭安鳳（2002）提出，雖

然危機不易預測，但也非不可預期，聰明的組織都知道危機早晚降臨，只是不

知何時會來而已。因此，校園危機管理必須先建立危機意識，益顯其重要性。 

「危機管理」係組織經由建立的危機文化，檢視內在、外力或天然因素等

潛在問題之防範，將不可避免的事件傷害或風險降至可接受狀態，並以即時應

變的決定解決問題，並以滾動式檢視作為精進，維護組織正常運作。 

參、日本與韓國校園安全的防範處理模式 

《孫子兵法》有云：「無恃敵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因此學校安全防

護，除了具備危機意識隨時防備外，並參酌鄰近國家日本、韓國校園安全防範

處理模式（莊會寧，2010）應可作為他山之石之借鏡參考。 

一、日本安全防範處理模式 

2001 年 6 月，日本發生震驚全國的池田小學慘案，促使社會深刻省思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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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事件危及師生安全，發現不能僅靠教育部門解決，學校應整合安全防護網，

相關作為如下八項： 

（一） 修訂《校園安全法》，規定政府、學校、家長與學生等，校園安全應

盡之義務（張晶，2010）。 

（二） 校園安全不僅係教育部門的工作。 

1.責成轄區警察定期到校巡查、講座，通報治安動態，加強犯罪威嚇。 

2.校門配有警備員、保安等，維護學生上下學之安全。 

3.由學校、警察、家長與社區等結成校園安全的網絡。 

（三）政府為每所學校配備具有專業知識的安全職員（張晶，2010）。 

（四）家長與志願者組成安全守衛隊。 

（五）將商家納入保護孩子的防範體系，孩子上學或放學路上遇到侵害，可

迅速求助商家協助；商家拒絕或懈怠將承擔法律責任。 

（六）校園裝設有監視器（有學校裝置數百個）。 

（七）班級置放緊急呼叫鈴，防範安全死角。 

（八）新推 GPS 兒童定位功能手機，緊急情況拉手機掛繩，警鈴鳴響傳達孩

子位置，並即時掌握孩子的行蹤。 

二、韓國安全防範處理模式 

2009 年先後發生數起惡性騷擾事件後，韓國為了提高學生安全的防範作

為，研提如下八項措施： 

（一） 學校與家長分別投入更多的安全防範與教育力度。 

（二） 增加學校保安人數與監視器。 

（三） 家長為子弟購買防護報警設備、噴霧劑等。 

（四） 特別重視幼兒園與小學安全。 

（五） 學校上下學時段，安排教師於校門口關心學生的安全。 

（六） 家長自願輪任學校志工，協助校園與周邊交通安全。 

（七） 學校每年舉辦 3-4 次防護安全演練，讓孩子在危急時能迅速、有秩序

的逃生。 

（八） 2007 年 9 月頒布施行《學校安全及補償法律》，政府應優先支持學校

安全之預算。另外韓國教育委員會與地區設立學校安全補償基金，俾

利轄區內師生都能加入學校安全保險。 

綜上可知，日本、韓國二國校園安全防範處理模式，包含：制訂法律，結

合政府各部門、社區與家長資源、建立綿密安全網絡，審查評估方案，學校與

社區家長建立夥伴關係，教師上下學時關心學生安全，家長擔任志工協助校園

與交通安全，讓學校與家長投入更多的安全力度，警察、社區志願者與家長積

極巡查，增加配備具有專業知識的安全職員，商家納入防範體系，維護防護能

力較弱之幼兒與小學生的安全，並加強安全演練，防範死角─設置監視器與緊

急呼叫鈴、增購防護設備─定位手機掌握孩子行蹤與設置保險基金等。事實

上，針對上述安全防範處理模式，我國政府與各級學校也有部分已在做，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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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臻確實，至於制訂法律，增加配備與專業安全人員等，尚可引為策進之參考。 

肆、校園安全防護之具體策略 

安全是無可替代的，尤其學校是培育國家未來主人翁，更不容小覷；為了

增進校園安全與防範未然，茲以日韓等國之處理模式為基礎，並蒐整參酌相關

文獻（洪福源、魏麗敏，2012；黃德祥、李介至，2012；陳增娟、盧延根，2016；

盧延根，2002，2003，2004）以強化校園安全處理模式，本文經彙整研提防護

具體策略如下。 

一、制頒校園安全法律，保障學校正常運作 

臺灣的校園安全管理，目前僅止於行政作為，應將既有規範措施，參酌各

國法令，積極推動《校園安全法》，律定作業規範、通報機制、事件處理流程

與罰則，強化處理機制，針對傷害原因、頻率，結合相關計畫與實務作為提出

檢討與改進等，俾利有效防護校園安全，保障學校正常教學與師生安全。 

二、連結警政機關網絡，提供及時支援防範 

校園安全是教育機關與學校基本工作，諸如：健康促進，硬體設施、危機

反應、體育活動、安全文化、教育宣導…等層面之實際作為，包含教師上下學

時關心學生安全，讓學校與家長投入更多的心力，也應結合政府相關部門（警

政、社政、法務單位與地方政府）明定支援事項，暢通通聯管道、協巡、演習

與檢討，建立綿密安全網絡，並落實追蹤管考防範與提供迅速的協助。 

三、結合社區整體資源，發揮統整最佳效能 

學校是社區生活圈的一環，平日睦鄰建立夥伴關係共享資源，學校結合社

區推動事務，並與社區及家長建立夥伴關係。因為生源來自社區、校園既要開

放民眾活動，但又要管制避免不法分子破壞或傷害，社區潛存安防專業人士可

彌補學校人力之不足，也可廣泛招募家長與社區志願者擔任志工協助巡查校園

與交通安全，並將鄰近商家納入求援系統，發揮校園安全最高效能。 

四、加強校園安全講習，提升防護處理知能 

運用學校既有資源，結合校園發展計畫或領域課程教學，辦理安全座談與

教育訓練，提升安全防護觀念與能力，增進防災及事件處理知能，另定期舉辦

急救、環保、衛生、校園防暴、消防、交通…等安全講習，協調警消單位蒞校

協同演練或指導，提升學校人員與師生應變能力；另指導學生手機 APP 定位系

統，以利於發生狀況時掌握孩子行蹤。 

五、大眾共同關注檢視，訊息即時傳達通告 

校園安全是社會關注焦點，教育人員應妥善維護。但為避免學校思慮欠週

處，故公告校園安全措施，讓關心者共同檢視，提供興革改善。但當防範後事

件仍發生時，應迅速而真實的通告，因為現在已非「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的時代，學校有義務迅即善盡告知（事件來龍去脈、現況與因應）社會之責任。 

六、審慎規劃可行方案，綜整週延落實執行 



 

22 
 

學校以教學為主，又要處理學生瑣務，是以研議減少工作量，校園危機管

理融入校務發展計畫，配合處室業務明確專責人員，消弭安全死角、配置妥適

監視器、連結警政聯防、法律諮詢等，隨時檢視動態循環修正，審慎綜整永續

方案，落實執行與管理。 

七、創新校園安全作為，融入學校教學活動 

佛教的《佛說無常經》闡釋人間沒有恆常不變的事物。顯然，「變」是世

間唯一不變的道理，隨著社會演化，學校安全作為應與時俱進，以創意提升安

全思維，考量可能發生之狀況，妥善提出因應防範。並將安全觀念融入日常教

學活動，增進危機意識與防護，藉由熟悉防護技能，落實與提升校園安全。 

八、建立危機警覺意識，有效防護校園安全 

古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校園安全建立於學校人員的危機

感，能見微知著研判可能問題，並做好防範。學校同仁能夠隨時提高警覺，危

機狀況融入課程中，讓師生共同面對關心，形成因應構思，遭遇狀況能及時反

應，降低焦慮與縮短應變，自然降低事件發生。 

九、籌編校園安全預算，有效防護減少壓力  

校園安全是社會關心的焦點，學校人員都會盡心維護師生安全，但是防範

校園死角，政府似宜增設監視器或緊急呼叫鈴等，並聘任專業知能的安全人員

維護師生安全。然而當該注意處學校已竭盡心力，潛存問題仍發生，因此除了

「學生團體保險」的保障外，宜由政府編列校園「公共意外責任險」之預算，

設置保險基金讓教師安心教學，避免行政人員負擔歸責於學校的意外理賠事

件，俾使學校人員無後顧之憂致力教育工作，也讓不幸受傷害者獲得保險公司

理賠。 

伍、結論 

安全是組織基本的需求，因為組織存續建立在安全基礎之上。另研究顯

示，學生在安全有序的情境，會有較高的學習成就(Janerette & Fifield, 2005)。

尤其教育攸關個人自我提升，影響國家未來競爭力與發展走向（林俊彥、盧延

根，2011），因此校園安全是眾所矚目的焦點。 

隨著經濟繁榮成長、社會演化變遷與科技發達進步，危害校園事件層出不

窮，嚴重性與日俱增，不確定性隨之提升。事實上，校園安全事件舉世皆然，

不只我國會發生與重視，世界主要國家亦復如此，都列為重點關懷工作，各級

學校也希望避免或減少事件發生。然而，就國內關心校園安全的程度而言，根

據教育部校安中心 2016 年 12 月的統計，2015 年全國各級學校的校安通報事件

總計 125,324 件（165,803 人次），其中死亡 744 人，受傷 19,023 人（教育部，

2017），顯然政府雖已極為重視校園安全，但校園事件仍發生頻繁，且有增加

趨勢。雖然校園事件的狀況不可能一樣，是以很難預先測知，就是類似案件，

也不可能以相同模式處理，但重點仍在｢建立危機意識，有效應變防護」，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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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都極為重視校園安全，並苦思因應防範，本文提列日本、韓國處理模式與

研擬具體策略，應可作為校園安全因應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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