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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校園危害事故之應變是各級學校所亟需面對的重要課題，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於發展一

套校園緊急應變管理系統，以協助學校緊急應變組織在校園危害事故處理過程中有效地進行

決策，提昇組織之應變能力。本研究是以系統分析的方法及 Plan-Do-Check and Correct-Action 
(PDCA)的觀念為基礎，發展校園緊急應變管理之方法論。本研究首先依據校園中可能發生之
事故種類及應變需求，界定校園緊急應變小組之組織架構及分工執掌，並以事故察覺、救災

前、救災中及救災後等四大階段來分別界定各分組(包括消防安全組、避難引導組、醫療救護
組)之標準作業程序。依據前述標準作業程序，本研究規劃出校園緊急應變管理系統之架構，
包括系統功能、所需資料以及各階段所適用之操作介面；進而藉由地理資訊系統技術軟體

(ArcView、ArcIMS網路伺服器)、電壓監控系統、影像監控系統、ASP程式語言、區域網路、
Visual Basic等軟硬體之功能與特性的綜合應用，發展出校園緊急應變管理系統。本研究以南
亞技術學院為研究案例，建置相關資料庫及監控設施，並模擬事故發生時系統之運作方式。

根據案例研究結果顯示，本研究所發展的校園緊急應變管理系統，可在校園危害事故發生及

應變的各階段，提供運作管理功能與決策支援資訊，有效提昇緊急應變管理之能力。 
 

關鍵詞：校園危害事故、系統分析、地理資訊系統、緊急應變管理系統 
 

一、前言 
 
校園是培養社會與國家所需人才的搖籃之一，隨著多元化的學習、儀器設備增加、校園

環境和實驗場所中濳藏許多危害，而校園實際發生災害原因主要是缺乏應變措施、教育訓練

和實地演練項目等，故造成校園災害一旦發生往往形成人員的傷害和財務方面的損失。因此，

學校當局應以創造一個零事故風險的學習環境為首要目標。 
本研究認為校園風險管理，包括風險評估、預防管理、緊急應變及審定測試四項工作，

而以 Plan（規劃）、Do（實施）、Check and Correct（檢查）、Action（行動）之精神加以串聯
合併運作。可減少因校園意外事故的發生，對於校園安全而言是極為重要與迫切的工作。由

於以上四項工作皆需要完整正確的資訊以供完成整合，因此，本研究之目的在於校園緊急應

變體系架構與緊急應變系統之研究與發展，以逐步落實校園環境風險管理之工作。 
本研究係根據文獻彙整、實務運作機制與規則，並利用風險評估(Risk Assessment)、風險

管理(Risk Management)、系統分析(System Analysis)之程序與方法，以及 PDCA之觀念進行校
園緊急應變體系架構之規劃。校園緊急應變體系架構包括校園緊急應變組織及校園緊急應變

程序。 



 

 

本研究首先蒐集資料以界定校園中可能發生之事故種類，然後分析事故發生時所應採取

之應變措施。根據應變措施所需人力物力，以及考量學校單位所具備之應變資源，本研究並

界定出校園緊急應變小組之組織架構及分工執掌。本研究依據上述分析及界定，同時依據緊

急事故發生範圍之分級方式，規劃整體校園緊急應變程序，本研究並依據校園緊急應變程序

來規劃校園緊急應變小組各分組之標準作業程序，而這些標準作業程序則是細分為救災前、

救災中及救災後等階段。 
依據前述標準作業程序，本研究規劃出校園緊急應變管理系統之架構，包括系統功能、

所需資料以及各階段所適用之操作介面。由於此系統架構需要多種功能之綜合呈現，因此本

研究依據此架構，藉由地理資訊系統技術軟體(ArcView、ArcIMS 網路伺服器)、電壓監控系
統、影像監控系統、ASP程式語言、區域網路、Visual Basic等軟硬體之功能與特性的綜合應
用，發展出校園緊急應變管理系統。 

 
二、校園緊急應變體系架構之規劃 

 
本研究係根據文獻彙整、實務運作機制與規則，並利用風險評估(Risk Assessment)、風險

管理(Risk Management)、系統分析(System Analysis)之程序與方法，以及 PDCA之觀念進行校
園緊急應變體系之規劃。校園緊急應變體系架構包括校園緊急應變組織及校園緊急應變程序

等二部份，說明如下。 
1.校園緊急應變組織 
校園緊急應變小組為災害發生後，統籌負責災害處置、資源調配、人員救助等工作之組

織，其組織分工執掌如表 1所示。當意外事故發生時，搶救人員各司其責，以縱向上下溝通，
統籌校園行政支援力量搶救及處理，把混亂災害現場條理化，使災害損失減低至最小，及早

完成善後復原工作。 
校園緊急應變小組召集人為校長及應變總指揮，副校長為副召集人兼業務執行督導，教

務處、學務處、總務處、環安衛中心、軍訓室等一級單位及附設單位之主管共同組成小組成

員。由於考慮到各單位有限的救災人力，所以關於其中各單位所要投入之救災人力由各單位

自行協商決定。當事故現場人力不足或規模較小時，其任務分組可依現況作適當的調整。此

外，若災害地點為實驗室，則由該實驗室所屬之科系應變小組人員與固定救災單位共同投入

救災。 
2.校園緊急應變程序 
校園緊急應變程序可劃分為四個階段，分別為為災害察覺階段、救災前階段、救災中階

段與救災後階段等階段，如圖 1所示。 
(1)災害察覺階段 

主要為災害訊息的導入方式與災害相關資訊之取得與通報，並依據勞委會分類方

式，將災害物質或設備確認分成化學類及機械類，化學類則包括危險及有害，機械類則

包括一般性機械、危害性機械、危害性設備。 
(2)救災前階段 

為依照事故等級(一、二、三級)給予救災資訊，如救災時的標準作業程序、顯示校
園應變小組的聯絡方式，災害等級如表 2所示。 
(3)救災中階段 

則是由現場人員回報已執行 SOP程序，讓決策者瞭解目前已執行完畢之步驟，以協
助救災時所遺漏的救災步驟，並由影像即時監控系統做全程監控。 
(4)救災後階段 



 

 

則是將救災器材、現場危害性物質等之種類及數量均應進行清點工作，並將應變程

序及結果(包括影像及文字)紀錄建檔，並更新資料庫，以提昇校園緊急應變輔助決策之
功能。 

 
 

表 1 校園緊急應變小組分工執掌表 
任務編組 工作執掌 
總指揮官 

 
1.負責指揮緊急應變行動，掌握災變狀況及採取必要救災施。 
2.宣佈與解除緊戒狀態。 
3.指揮災後各項復健工作。 

副指揮官 
 

1.指揮災變現場之滅火及人員、設備與文件資料之搶救及危害性物品之處置，並將
災情傳報應變指揮官。 

2.負責支援救災人員工作任務之分配調度。 
3.掌握控制救災器材、設備與人力之使用。 
4.督導執行災後各項復原工作及救災器材與設備之整理歸位。 

消防安全組 1.防止災害擴大。 
2.協助消防隊救災。 
3.使用適當之消防滅火器材與設備撲滅火災。 
4.冷卻火場周圍設備與物品，以遮斷隔絕火勢蔓延。 
5.協助搶救受傷人員。 
6.現場危害物移除。 
7.協助善後及清點器材。 
8.重要儀器設備搶救及復歸。 

引導管制組 1.成立臨時管制中心。 
2.設置警戒繩、旗等安全警告標示來封鎖與隔離災變現場並實施警戒。 
3.管制人員與車未經許可不行進入管制區。 
4.引導校外與支援單位進入。 
5.引導及管制人員依指示疏散路線疏散。 
6.人員清查。 

醫療救護組 1.成立緊急救護中心。 
2.傷患救護及住院安排搶救受傷人員並移至安全場所。 
3.對傷患施予急救，通知醫護組人員接續必要之醫治事宜。 

通訊聯絡組 1.對校內、外發佈消息。 
2.傳達指揮官之指示及各救災單位之災情報告請求支援事項。 
3.適當進行場所內廣播。 
4.協助指揮官掌握相關資訊。 
5.協助連絡緊急應變小組及支援單位。 

 
表 2 災害等級分級表 

災害等級 事故範圍 災害情況 參與人員 

第一級 校園內小範圍 1. 校園內之小型災害，可立即控制。 
2. 火警警報作響，但只有煙霧者。 

現場人員、專業人員、師長

第二級 校園內大範圍 
1. 火勢有擴大之虞且無法立即控制 
2. 化學品洩漏且無法立即控制 
3. 毒性氣體且無法立即控制 

現場人員、專業人員、師

長、校園緊急應變小組、消

防隊 

第三級 擴展至校園外 1. 火警發生無法控制，且波及週遭社區之虞。
2. 化學品洩漏及毒氣大量外洩，波及社區之虞。

現場人員、專業人員、師

長、校園緊急應變小組、消

防隊 
 



 

 

 
                                 圖 1 校園緊急應變程序架構圖 
 

 



 

 

三、校園緊急應變管理系統之發展及案例研究 
 
依據上述所規劃之校園緊急應變體系架構，本研究進一步發展校園緊急應變管理系統，

來輔助決策者在災害察覺、災害發生前、災害發生中、災害發生後，以最短時間內由校園緊

急應變系統提供相關資訊，輔助決策者掌握最新動態，並在短時間內下達應變決策。 
本研究所建立之校園緊急應變管理系統，是依據前述整體校園緊急應變程序以及校園緊

急應變小組各分組之標準作業程序中，對於資訊取得、作業輔助、決策支援等需求，來規劃

設計校園緊急應變管理系統架構，包括系統功能、所需資料以及各階段所適用之操作介面。

本研究在依據此架構，以地理資訊系統技術軟體(ArcView、ArcIMS 網路伺服器)、電壓監控
系統、影像監控系統、ASP程式語言、區域網路、Visual Basic等軟硬體之功能與特性的綜合
應用，而發展出校園緊急應變管理系統。 
本研究在發展校園緊急應變管理系統時，同時是以南亞技術學院為研究案例，並建置相

關資料庫及監控設施。因此以下關於系統功能之說明，是模擬南亞技術學院發生校園危害事

故時系統之運作方式，一方面可使用具體資料以協助了解系統之功能，同時也可驗證本研究

所發展之系統是否可達到輔助決策的目的。 
校園緊急應變管理系統之初始畫面如圖 2所示，在進入操作介面後，如圖 3所示，分為

四大部分：1.緊急應變系統功能、2.圖層顯示與查詢功能、3.地圖顯示及操作區、4.危害物質
查詢顯示，以及 5.後端管理系統。說明如下。 

 

 
圖 2 校園緊急應變管理系統初始畫面 

 
1. 緊急應變系統功能 

根據圖 2緊急應變體系架構概念，將緊急應變系統功能區分成：(1)狀況監控、(2)災害通
報、(3)校內緊急應變小組、(4)緊急應變決策支援系統、(5)資料庫系統資訊，其分項說明如下： 

 
(1) 狀況監控 

一套良好的監控系統設備，不僅能讓監控人員掌握最新的救災訊息，並可輔助決策

者迅速瞭解災害構成的真正原因，一旦災害發生時就能馬上掌握相關資訊，來降低救災

時之風險，因此，監控系統在緊急應變管理系統中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以南亞技術學

院土木工程館為例，校園緊急應變管理系統在監控方面，分別為(A)電壓、電流監控及(B)
實驗室影像監控，說明如下。 

A.電壓、電流監控 
感應器會將所偵測到的電壓、電流數值傳入資料庫並建檔，以作為日後調查之

依據，再藉由乙太網路(DTBR-E)將實驗室內部訊號(如：溫度、濕度、電壓、風速等
數值)傳送之工作站 A及工作站 B，並把會產生異常訊號傳輸至管理系統，達到即時



 

 

減災的協調、聯繫、指揮、調度及支援搶救復原工作執行之目的。監控系統(如圖 4
所示)的功能在即時發現異常狀況，及早進行處置，並且在救災過程中傳遞相關訊
息，以供緊急應變小組判斷決策之用。 

 

 
圖 3校園緊急應變系統操作介面                  圖 4 校園監控系統流程圖 

 
B.實驗室影像監控 
當災害發生在實驗室時，藉由實驗室影像即時監控之操作介面，監控人員可依

照需求將影像畫面做放大或縮小之功能，並且可將攝影機做左右旋轉、上下傾斜及

焦距調整等，可清楚得知實驗室目前現場狀況，對於救災行動可做持續監控，並且

可將現場狀況做錄影及拍照存證，藉由後端管理系統之上傳功能檔案匯入資料庫以

做為後續調查之依據(如圖 5所示)。 
(2) 災害通報 

當監控系統偵測到異常狀態(如電壓電流異常、監控攝影發現)，監控人員馬上派專
業人員到現場做事故確認，並立即回報緊急應變中心確實狀況，若確認已發生意外事故

屬實，則由監控人員輸入災害相關資訊，包括災害發生地點、災害類型、災害物質、災

害發生時間、災害分級等資訊，並將此資料建檔，以做為日後調查之依據。以災害類型

為例，其輸入畫面如圖 6所示。 
 

 
                 圖 5實驗室影像監控操作介面示意圖                  圖 6 輸入災害類型示意圖 



 

 

除了由監控人員以電話或口頭方式通報校園緊急應變小組外，也可藉由校園緊急應

變管理系統自動發送簡訊功能，內容包含災害地點、災害類型、災害等級，傳送訊息到

校園緊急應變小組人員手機中，以做到用最短時間將最正確的訊息通知校園緊急應變小

組人員。 
(3) 校內緊急應變小組 

校園緊急應變小組成立後，校園緊急應變管理系統是以各組分類方式，分別為消防

安全組、引導管制組、醫療救護組、通訊聯絡組、綜合資訊組，以方便決策者做各組相

關系統功能查詢。以下將說明系統在救災前能提供各組之相關資訊。 
A.消防安全組： 

(a) 顯示救災設備位置圖、救災設備數量，若能確實掌握救災設備位置、數量及
型號，就能掌握救災第一時間，迅速取得相關救災器具，將災害降至最低。 

(b) 顯示該樓層的電源配置圖，由系統所提供大樓總電源配置圖，可以讓救災人
員做為關閉總電源之依據，以避免釀成更大災害。 

(c) 顯示危害性物質之物質安全資料表(MSDS)，由資料庫所提供危害性物質
MSDS 資料表，並由消防人員配合 MSDS 救災方法，以最有效率的方式，
做最完善的搶救，將受傷人數降至最低。 

(d) 顯示 SOP救災程序，提供正確 SOP救災程序，以加速救災腳步，防止救災
過程中所遺漏步驟，而造成更大災害發生。 

(e) 顯示消防安全須注意事項，讓消防安全人員在救災過程中，注重自身之安全
性，以減少不必要的災害發生。 

本研究以顯示實驗室內危害物質MSDS為例，如圖 7所示。 
 

 
圖 7 顯示實驗室內危害物質MSDS示意圖 

 
B.引導管制組： 

(a) 顯示災害地點逃生路線圖及災害地點逃生器材配置圖，配合下拉式選單所選
擇之大樓名稱及樓層，由系統所提供逃生路線圖及逃生器材配置圖，可做為

引導人員之依據，在有限時間內進行搶救疏散。 
(b) 顯示安全避難場所位置，藉由下拉式選單項目(中正堂前方空地、小操場、
運動場、停車場)，協助引導人員將現場人員帶到較近安全避難場所，以保
持現場道路流通性。 



 

 

(c) 顯示外援單位進入校園災害地點路線圖，系統則提供外援單位進入全校各大
樓之路線圖，協助外援單位能夠在最短時間內，到達災害地點前往救災。 

(d) 顯示 SOP 引導程序，協助引導人員迅速將現場人員疏散，且帶到安全避難
場所，並防止疏散過程中所遺漏步驟，而造成更大災害發生。E.顯示引導管
制注意事項，引導管制人員將現場人員做緊急輸散的過程，其注重自身之安

全性，以減少不必要的災害發生。 
本研究以顯示逃生路線示意圖為例，如圖 8所示。 
 

 
圖 8 顯示逃生路線示意圖 

 
C.醫療救護組： 

(a) 顯示醫院位置相關資訊，系統可提供離學校最近醫院之道路路線圖，可讓醫
護人員在最短時間內能夠將傷患就近送到適當之醫療院所，使傷患能夠得到

適當的醫療。 
(b) 顯示 SOP 救護程序，協助醫療人員對傷患進行有效及急迫之救護方式，以
避免造成更大災害發生。 

(c) 顯示醫療救護注意事項，讓醫療救護人員在救護過程中，注重自身之安全
性，以減少不必要的災害發生。 

本研究以顯示醫院相關位置示意圖為例，如圖 9所示。 
 

 
圖 9 顯示醫院相關位置示意圖 

 



 

 

D.通訊連絡組 
通訊連絡組主要目的，即是接收各組所傳回來之訊息，向校內外發佈災害事故

救災情況(如人員傷亡人數、災害地點、災害等級)。 
E.綜合資訊組 
設置綜合資訊組目的，在於利用即時影像監控掌握各組目前救災動向，並提供

完整的MSDS相關資料。 
(4) 緊急應變決策支援子系統 

緊急應變決策支援系統功能，主要是依據不同災害等級，而提供不同的救災資訊，

輔助決策者在不同災害等級之下，仍可提供相關資料給校園緊急應變小組或外援單位做

為搶(救)災之依據，以將災害情況降至最低。 
緊急應變決策支援系統依照災害級別之區分，所提供之功能主要可分為 6 項，分別

為(A)校區平面圖、(B)災害地點平面圖、(C)鄰近救災物資分佈圖、(D)相關單位聯絡方式、
(E)救災注意事項、(F)簡訊傳送。說明如下。 

本研究以顯示災害地點平面示意圖為例，如圖 10所示。 
 

 
圖 10 顯示災害地點平面示意圖 

 
A.校區平面圖 
當災害(一般火災、化學災害等)發生於校園某棟大樓或實驗室時，監控人員馬

上可利用系統所提供校區平面圖，了解災害是發生在學校何處，並且先做災害初步

判斷，是否會擴及鄰近大樓或實驗室，並將校區平面圖列印出來，交由現場搶救小

組做進一步確認。 
B.災害地點平面圖 
校園緊急應變管理系統所包含平面圖有全校各大樓樓層平面圖、全校各科系實

驗室平面圖，平面圖內有詳細的逃生路線指標、消防器材、逃生器材、出口指示燈、

危害源(化學藥品)位置，因此，當災害地點確定後，可提供緊急應變小組詳細的災
害地點平面圖做為搶(救)災依據。 
C.鄰近救災物資分佈圖 



 

 

若現場救災器材不足，監控人員以災害地點為中心，由系統提供災害地點附近

樓層或實驗室平面圖，並且將此平面圖做為緊急應變小組之依據，依照鄰近救災物

資分佈圖，迅速取得相關救災器材。 
D.相關單位聯絡方式 
若需要外援單位支援，緊急應變決策支援系統可提供相關單位及相關人員電

話，如消防隊電話、鄰近醫院電話，以供通報聯絡請求支援。 
E.救災注意事項 
救災注意事項包含了消防安全組、避難引導組、醫療救護組、通訊聯絡組等注

意事項，可供各組人員在執行各項工作時需注意自身之安全性，以減少不必要的災

害發生。 
F.簡訊傳送 
監控人員除了以電話或口頭方式通報校園緊急應變小組外，也可由系統自動發

送簡訊功能，將災害地點、災害類型、災害等級，傳送訊息到校園緊急應變小組人

員手機中，以做到用最短時間將最正確的訊息通知校園緊急應變小組人員。 
(5) 資料庫 

本研究所發展之校園緊急應變管理系統資料庫，是結合了空間資料與屬性資料之查

詢，除了讓操作者方便找尋資料外，更讓操作者有視覺上的享受，完全打破了一般傳統

僅供查詢資料功能，其緊急應變管理系統資料庫包含了(A)危害源資料集；(B) MSDS資
料集；(C)電壓、電流資料集；(D)管理人員資料集；(E)空間資料集等。 

本研究以建立危害源資料示意圖為例，如圖 11所示。 
 

 
圖 11 建立危害源資料示意圖 

 
A.危害源資料集 
危害源資料集包括了建築物名稱、實驗室名稱及實驗室編號、藥品名稱、數量、

建立時間，危害源資料的顯示需與空間配合，屬於空間的屬性資料，例如；點選實

驗室時會顯示該實驗室內所有的危害源。建置此資料之目的，可瞭解校內建築物及

實驗室內所含有危害物種類多寡，以方便資料整理及重複。 
B. MSDS資料集 
資料集包含校園內所有實驗室之化學物質的物質安全資料表（MSDS），是將化

學類危害源、醫療救護組、消防安全組、綜合資訊組的決策資源資訊與MSDS作連



 

 

結，當查詢實驗室內的化學性物質時可同時查閱物質安全資料表。建置此資料之的

目的是當發生化學災害時能有第一手的化學救災資料，好讓救災人員在救災過程中

能依照MSDS救災程序，降低人員受傷的風險。 
C.電壓、電流資料集 
藉由感應器設備及乙太網路(DTBR-E)將所偵測到的電壓、電流數據資料，以

VB撰寫方式將資料與資料庫連結，儲存在資料集內，所儲存的每一筆資料也都包含
了儲存的時間，以方便做為歷史資料的管理。 
D.管理人員資料集 
當有新的人員加入時，可在管理人員資料集內新增新的帳號及密碼，並且給予

使用等級(管理者或一般使用者)來做區分，以做好妥善分類，並且可由管理人員做
刪除及修改的動作。 
E.空間資料集 
空間資料則是利用 ArcView數化軟體，數化全校各棟大樓及實驗室，並將空間

資料與屬性資料做連結，達到以圖查文，以文查圖之查詢功能。 
2. 圖層顯示與查詢功能 
本系統操作介面是以以網頁地理資訊系統方式查詢相關空間地圖資訊與圖層顯示，而系

統是以全桃園縣境為地圖展示，並提供南亞技術學院校園區域內詳細之空間與設施分布狀

況，以一般常用之地理資訊系統操作模式設計，希望能藉由此操作模式設計，能以最直覺的

方式來選擇、查詢校園內各建物、實驗室等的相關資訊，因此系統可提供校園內部詳細建物

外廓、各實驗室或機房以及相關防救災設施之空間分布展繪與屬性查詢；提供所有危險源存

放位置之空間屬性以及災害發生之應變方式查詢；提供遠端監控之影像資訊傳遞功能，並與

GIS進行整合運用。 
此區域為建築物內容控制圖層顯示與查詢編輯控制之功能區，選擇某建築物時，此處會

顯示校園內建築物外廓及名稱(如土木工程館)，並顯示樓層下拉式選單介面，當選擇某樓層
時，則會顯示該樓層之實驗室，表示該樓層圖層處於顯示狀態(visible)及啟動狀態(Active)，
如圖 12所示。 

 

 
圖 12 查詢各大樓圖層示意圖 

 
3. 地圖顯示及操作區 

此區不但為顯示對地圖操作後的結果，也提供對地圖進行下一步驟操作的起點，所有對

地圖的操作結果都將顯示在此，而大部份的功能也是針對此區做操作，如圖 13所示。功能包
括鷹眼功能、放大鏡功能、縮小鏡功能、縮放地圖至全景、縮放地圖至選取圖層全景、回至

上一比例尺、地圖平移工具、屬性查詢功能、CAM查詢、列印功能。 



 

 

 
圖 13 顯示各大樓圖層示意圖 

 
4. 危害物質查詢顯示 

危害因子分為化學類和機械類，化學類物質又區分成危險類(爆炸性、著火性、氧化性、
引火性、可燃性)及有害類(有機溶劑、特定化學物質)；機械類則區分為一般性機械、危險性
機械、危險性設備。 
利用危害性物質資料庫，查詢建築物則會列出此一建築物中所有實驗室，按下所要查詢

的實驗室會顯示該實驗室所有的危險性物質，按下危險性物質名稱，可由資料庫管理系統找

到相關之物質安全資料表(MSDS)，而由另一視窗顯示，如圖 14所示。 
5. 後端管理系統 
校園緊急應變管理系統在操作介面上，將救災後系統資訊功能放置在後端管理系統，可

供決策者記錄災害事件，包括災害發生時間、地點、事故調查等。 
在所有救災過程結束後，須清點救災器具種類及數量，並更新資料庫資料。在救災時將

所有應變程序及結果(影像及文字)紀錄建檔，並補足系統在救災前不足的資訊，以求將來系
統的完整性。 
緊急應變後端管理系統目的為控制整個系統危險物質資料庫的機制，進入前必須先輸入

帳號及密碼，系統左邊為控制項，分別為(1)校園風險管理；(2)其他管理部分；(3)危險警告管
理，右邊為操作畫面。 
以新增危害源資訊為例，如圖 15所示，管理人員若要新增危害源資訊，可由此功能輸入

危害源建物、要添加危害源實驗室、危害源物質、樓層等相關資料，增加資料庫資料，以求

將來完整性。 
 

   
             圖 14 查詢危險性物質MSDS示意圖                   圖 15 建立危害源資料示意圖 

 



 

 

四、結論 
 
校園是培養社會與國家所需人才的搖籃之一，隨著多元化的學習、儀器設備增加、校園

環境和實驗場所中濳藏許多危害，而校園實際發生災害原因主要是缺乏應變措施、教育訓練

和實地演練項目等，故造成校園災害一旦發生往往形成人員的傷害和財務方面的損失。因此，

校園危害事故之應變是各級學校所亟需面對的重要課題。因此，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於發展

一套校園緊急應變管理系統，以協助學校緊急應變組織在校園危害事故處理過程中有效地進

行決策，提昇組織之應變能力。 
本研究是以系統分析的方法及 PDCA的觀念為基礎，依據校園中可能發生之事故種類及

應變需求，界定校園緊急應變小組之組織架構及分工執掌，並以事故察覺、救災前、救災中

及救災後等四大階段來分別界定各分組(包括消防安全組、避難引導組、醫療救護組)之標準
作業程序。此一作業程序考量校園中實際可能發生之緊急事故，以及運用校園內外可用資源，

以分級分類的方式做最適當的處理，可有效減少緊急事故所造成之損失。 
依據前述標準作業程序，本研究規劃出校園緊急應變管理系統之架構，包括系統功能、

所需資料以及各階段所適用之操作介面；進而藉由地理資訊系統技術軟體(ArcView、ArcIMS
網路伺服器)、電壓監控系統、影像監控系統、ASP 程式語言、區域網路、Visual Basic 等軟
硬體之功能與特性的綜合應用，發展出校園緊急應變管理系統。此系統以配合校園緊急應變

小組之作業程序為主，充分運用視覺化之地理資訊及完整之屬性資料庫，兼顧理論與實務之

考量，以達到決策支援的功能。 
本研究以南亞技術學院為研究案例，建置相關資料庫及監控設施，並模擬事故發生時系

統之運作方式。根據案例研究結果顯示，本研究所發展的校園緊急應變管理系統，可在校園

危害事故發生及應變的各階段，提供運作管理功能與決策支援資訊，有效提昇緊急應變管理

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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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an Emergency Response Management System for 
Campus Disasters 

 
Abstract 

 
Emergency response for campus disasters is an important task for each school.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evelop an emergency response management system for campus disasters 
to assist the emergency response team to make decisions effectively during the response processes. 
The method of system analysis and the concepts of Plan-Do-Check and Correct-Action (PDCA) are 
used to develop the methodology of emergency response management for campus disasters. 
According to the types of campus disasters and the requirements for emergency response, the 
organization framework of the emergency response team and the responsibility of each sub-team are 
identified, including rescue sub-team, conduction sub-team, and first aid sub-team. The response 
processes are divided into four phases, including awareness, preparation, rescue, and recovery. 
According to the four phases, the 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s of each sub-team are identified. 
Based on the 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s, the structure of the emergency response management 
system for campus disasters is developed, including system functions, required data, and proper 
interfaces for each phase. According to the structure, the emergency response management system 
for campus disasters is developed by the integrated applications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ArcView and ArcIMS network server), voltage monitoring system, ASP programming language, 
local area network, and Visual Basic programming language. Nany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s used 
to illustrate the capability of the system, which the relevant database and monitoring system is also 
developed in the case stud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mergency response management system for 
campus disasters developed in this study can be used to assist the emergency response team to make 
decisions effectively in all the phases of response proc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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