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光大學學生校外活動安全輔導要點
108.05.15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學務會議通
108.06.11 107 學年度第 10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8.06.19 107 學年度第 5 次校務會議通過

一、佛光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確保學生校外活動安全，輔導學生自治自律負責其行為，
強化學生危機應變能力，以預防意外事故之發生及遇難時有效發揮積極救護功能，依據
教育部「加強維護學生安全及校區安寧實施要點」，特訂定本要點。
二、前條所稱舉辦學生校外活動，係指本校各行政單位及各系、所、班、學生社團、義工及
學生相關團體所舉辦學生校外教學、團體旅遊、訓練、競賽及展覽等活動。
三、本校為增進師生緊急應變能力，維護校外活動安全，應採取下列作為：
（一）利用各種集會時間、相關課程或其他相關研習活動時機，請專人教導各種防護知
能，加強全體師生應變與急救能力。
（二）要求社團及班級幹部參加學校社團幹部研習活動，課程應包含校外活動安全注意
事項、防災觀念、災後緊急應變措施及校外活動可能觸法之行為。
（三）前二項課程內容及學生校外活動安全相關資訊應放置於學生事務處網站上，供全
體師生查閱，以加強安全教育宣導。
四、舉辦學生校外活動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於出發前十天將活動申請表、活動計畫、參加人員名冊、未成年參加同學之家長
同意書、保險證明文件影本（參加之人員及車輛均應投保旅遊平安險，每人保額
至少新台幣一百萬元以上）等資料送交校安中心備查；如因天候等因素使活動可
能導致危險時，學校得逕行決定延期舉辦或取消活動。但若從事校外較具危險性
活動，如泛舟、浮潛、游泳、登山攀岩等，參加人員一概取得家長同意書。
（二）活動計畫應詳列行程表及規劃內容，並將參加人員視活動性質予以任務編組；且
需針對活動性質規劃安全須知及應變事宜。
（三）活動實施前一週應持續注意活動地區之天候，活動前如因天候、疫情等因素致舉
辦活動可能發生危險時，應取消或延期舉行。如於活動期間遇發布颱風等重大天
災警報時，應立即中止活動，如無法立即返家應與學校聯絡，使學校瞭解所處位
置及狀況，以提供必要協助。
（四）依計畫行程實施，所經過之路線應特別注意安全；且需依計畫時間返回，如有事
先離隊者應向活動負責人與校方報准，方可離開。
五、舉辦學生校外活動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學生於校外活動時需要尋求協助或發生意外事故，應立即向學校回報，校安中心
24 小時專線電話為（03）9874858，俾利學校能即時協助同學處理意外事件。
（二）學生團體辦理校外活動地點，應選擇具合法營業登記及安檢合格之場所，並遵守
該場所、地點之相關規定。如需交通車輛安排，應選擇具合法營業登記的租車公
司；若自行開車或騎車，應切實遵守交通安全條例法規。

（三）學生團體辦理校外活動，須備妥醫藥急救用品，並隨時與本校值勤教官保持聯繫，
但若從事校外較具危險性活動，則應具有專業急救訓練合格人員至少一名隨行並
備妥醫藥急救用品。
六、校外學生活動（含團體及個人）不得進入已由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公告限制或禁止人民
進入或命其離去之地區，如違反規定，除由主管機關依災害防救法第三十九條規定處新
台幣五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之罰鍰外，並應視情節輕重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處理。
七、活動負責人於活動結束返校時，應立即向校安中心回報活動已結束完成。
八、舉辦校外教學時，由各單位或授課教師衡酌辦理地點之安全性，參照前述規定或另訂辦
法，為必要之處置。
九、本要點於學生事務會議審查後，編入學生手冊放置於學生事務處網站中供學生運用；並
加強對家長及學校老師之宣導，使學校能夠結合家長、老師之力量，共同輔導學生校外
活動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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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佛光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 第 1 條
佛光大學（以下簡稱 1.修改第 1 條為一。
確保學生校外活動安全，輔導
本校）為確保學生校外活 2.修改辦法為要點。
學生自治自律負責其行為，強
動安全，輔導學生自治自
化學生危機應變能力，以預防
律負責其行為，強化學生
意外事故之發生及遇難時有
危機應變能力，以預防意
效發揮積極救護功能，依據教
育部「加強維護學生安全及校
區安寧實施要點」，特訂定本
要點。

外事故之發生及遇難時有
效發揮積極救護功能，依
據教育部「加強維護學生
安全及校區安寧實施要
點」，特訂定本辦法。

二、前條所稱舉辦學生校外活動， 第 2 條
前條所稱舉辦學生校 修改第 2 條為二。
係指本校各行政單位及各
外活動，係指本校各行政
系、所、班、學生社團、義工
單位及各系、所、班、學
及學生相關團體所舉辦學生
生社團、義工及學生相關
校外教學、團體旅遊、訓練、
團體所舉辦學生校外教
競賽及展覽等活動。
學、團體旅遊、訓練、競
賽及展覽等活動。
三、本校為增進師生緊急應變能 第 3 條
本校為增進師生緊急 1.修改第 3 條為三。
力，維護校外活動安全，應採
應變能力，維護校外活動 2.修改一、二、三款
取下列作為：
安全，應採取下列作為：
為（一）
（二）
（三）
。
（一）利用各種集會時間、相
一、利用各種集會時間、 3.修改學務處為學生
關課程或其他相關研
相關課程或其他相關
事務處全稱之文
習活動時機，請專人教
研習活動時機，請專
字。
導各種防護知能，加強
人教導各種防護知
全體師生應變與急救
能，加強全體師生應
能力。
變與急救能力。
（二）要求社團及班級幹部參
加學校社團幹部研習
活動，課程應包含校外
活動安全注意事項、防
災觀念、災後緊急應變
措施及校外活動可能
觸法之行為。

二、要求社團及班級幹部
參加學校社團幹部研
習活動，課程應包含
校外活動安全注意事
項、防災觀念、災後
緊急應變措施及校外
活動可能觸法之行

（三）前二項課程內容及學生
校外活動安全相關資

為。
三、前二項課程內容及學

訊應放置於學生事務
處網站上，供全體師生
查閱，以加強安全教育
宣導。

生校外活動安全相關
資訊應放置於學務處
網站上，供全體師生
查閱，以加強安全教
育宣導。

四、舉辦學生校外活動應遵守下列 第 4 條
舉辦學生校外活動應 1.修改第 4 條為四。
規定：
遵守下列規定：
2.修改一、二、三、
（一）於出發前十天將活動申
一、於出發前十天將活動
四、款為（一）
（二）
請表、活動計畫、參加
申請表、活動計畫、
（三）（四）。
人員名冊、未成年參加
參加人員名冊、未成
同學之家長同意書、保
險證明文件影本（參加
之人員及車輛均應投
保旅遊平安險，每人保
額至少新台幣一百萬
元以上）等資料送交校
安中心備查；如因天候
等因素使活動可能導
致危險時，學校得逕行
決定延期舉辦或取消
活動。但若從事校外較

年參加同學之家長同
意書、保險證明文件
影本（參加之人員及
車輛均應投保旅遊平
安險，每人保額至少
新台幣一百萬元以
上）等資料送交校安
中心備查；如因天候
等因素使活動可能導
致危險時，學校得逕
行決定延期舉辦或取

具危險性活動，如泛
舟、浮潛、游泳、登山
攀岩等，參加人員一概
取得家長同意書。
（二）活動計畫應詳列行程表
及規劃內容，並將參加
人員視活動性質予以
任務編組；且需針對活
動性質規劃安全須知
及應變事宜。

消活動。但若從事校
外較具危險性活動，
如泛舟、浮潛、游泳、
登山攀岩等，參加人
員一概取得家長同意
書。
二、活動計畫應詳列行程
表及規劃內容，並將
參加人員視活動性質
予以任務編組；且需

（三）活動實施前一週應持續
注意活動地區之天
候，活動前如因天候、

針對活動性質規劃安
全須知及應變事宜。
三、活動實施前一週應持

疫情等因素致舉辦活
動可能發生危險時，應
取消或延期舉行。如於
活動期間遇發布颱風

續注意活動地區之天
候，活動前如因天
候、疫情等因素致舉
辦活動可能發生危險

等重大天災警報時，應
立即中止活動，如無法

時，應取消或延期舉
行。如於活動期間遇

立即返家應與學校聯
絡，使學校瞭解所處位
置及狀況，以提供必要
協助。
（四）依計畫行程實施，所經
過之路線應特別注意
安全；且需依計畫時間
返回，如有事先離隊者
應向活動負責人與校
方報准，方可離開。

發布颱風等重大天災
警報時，應立即中止
活動，如無法立即返
家應與學校聯絡，使
學校瞭解所處位置及
狀況，以提供必要協
助。
四、依計畫行程實施，所
經過之路線應特別注
意安全；且需依計畫
時間返回，如有事先
離隊者應向活動負責
人與校方報准，方可
離開。

五、舉辦學生校外活動應遵守下列 第 5 條
舉辦學生校外活動應 1.修改第 5 條為五。
規定：
遵守下列規定：
2.修改一、二、三、
（一）學生於校外活動時需要
一、學生於校外活動時需
款 為 （ 一 ）（ 二 ）
尋求協助或發生意外
要尋求協助或發生意
（三）。
事故，應立即向學校回
外事故，應立即向學
報，校安中心 24 小時
校回報，校安中心 24
專 線 電 話 為 （ 03 ）
小時專線電話為（03）
9874858，俾利學校能
即時協助同學處理意
外事件。
（二）學生團體辦理校外活動
地點，應選擇具合法營
業登記及安檢合格之
場所，並遵守該場所、
地點之相關規定。如需
交通車輛安排，應選擇
具合法營業登記的租

9874858，俾利學校能
即時協助同學處理意
外事件。
二、學生團體辦理校外活
動地點，應選擇具合
法營業登記及安檢合
格之場所，並遵守該
場所、地點之相關規
定。如需交通車輛安
排，應選擇具合法營

車公司；若自行開車或
騎車，應切實遵守交通
安全條例法規。

業登記的租車公司；
若自行開車或騎車，
應切實遵守交通安全

（三）學生團體辦理校外活
動，須備妥醫藥急救用
品，並隨時與本校值勤
教官保持聯繫，但若從

條例法規。
三、學生團體辦理校外活
動，須備妥醫藥急救
用品，並隨時與本校

事校外較具危險性活
動，則應具有專業急救

值勤教官保持聯繫，
但若從事校外較具危

訓練合格人員至少一
名隨行並備妥醫藥急
救用品。

險性活動，則應具有
專業急救訓練合格人
員至少一名隨行並備
妥醫藥急救用品。

六、校外學生活動（含團體及個人） 第 6 條
校外學生活動（含團 修改第 6 條為六。
不得進入已由災害應變中心
體及個人）不得進入已由
指揮官公告限制或禁止人民
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公告
進入或命其離去之地區，如違
限制或禁止人民進入或命
反規定，除由主管機關依災害
其離去之地區，如違反規
防救法第三十九條規定處新
定，除由主管機關依災害
台幣五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
以下之罰鍰外，並應視情節輕
重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處理。

防救法第三十九條規定處
新台幣五萬元以上二十五
萬元以下之罰鍰外，並應
視情節輕重依本校學生獎
懲辦法處理。

七、活動負責人於活動結束返校 第 7 條
活動負責人於活動結 修改第 7 條為七。
時，應立即向校安中心回報活
束返校時，應立即向校安
動已結束完成。
中心回報活動已結束完
成。
八、舉辦校外教學時，由各單位或 第 8 條
舉辦校外教學時，由 修改第 8 條為八。
授課教師衡酌辦理地點之安
各單位或授課教師衡酌辦
全性，參照前述規定或另訂辦
法，為必要之處置。

理地點之安全性，參照前
述規定或另訂辦法，為必
要之處置。

九、本要點於學生事務會議審查 第 9 條
本辦法於報教育部備
後，編入學生手冊放置於學生
查後，編入學生手冊並放
事務處網站中供學生運用；並
置於學務處網站中供學生
加強對家長及學校老師之宣
運用；並加強對家長及學
導，使學校能夠結合家長、老
校老師之宣導，使學校能
師之力量，共同輔導學生校外
夠結合家長、老師之力
活動之安全。
量，共同輔導學生校外活
動之安全。

1.修改第 9 條為九。
2.修改辦法為要點。
3.刪除報教育部備查
改由學生事務會議
審查。
4.刪除並之文字。
5.修改學務處為學生
事務處全稱文字。

第 10 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 1.刪除。
議通過，送校務會議核備 2. 行 政 規 章 不 須 此
並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