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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空氣品質警示及防護計畫(修訂一版) 

壹、計畫緣起 

強化學校因應空氣品質惡化處理措施，促進與維護學生健

康，特頒定本計畫。 

本計畫於 104 年 8 月 4 日臺教資(六)字第 1040099202 號函頒

佈，配合法令增修，修正本計畫部分內容。 

貳、計畫目標 

一、協助學校執行校園空氣品質警示及防護措施，進而落實於

學校政策及行政管理、課程教學、宣導活動、校園規劃等

層面。 

二、促使學生具備空氣品質警示及防護措施之基本知能，進而

提升學生之環境覺知、知識、態度、技能與行動。 

參、法令規定 

    校園空氣品質警示及防護之相關法令規定摘要如下，如法規

有修正則依最新規定辦理： 

一、環境基本法(91 年 12 月制定) 

第 22 條規定，各級政府應積極研究、建立環境與健康風險

評估制度，採預防及醫療保健措施。第 27 條規定，各級政府應

建立嚴密之環境監測網，定期公告監測結果，並建立警示制度

及採必要措施。 

二、空氣污染防制法（107 年 8 月 1 日修正） 

第 3 條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簡稱環保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巿)政

府。第 5 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視土地用途對於空氣品質之

需求或空氣品質狀況劃定各級防制區並公告之，前揭空氣品質

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第 14 條規定，因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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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變異或其他原因，致空氣品質有嚴重惡化之虞時，各級主管

機關及公私場所應即採取緊急防制措施；各級主管機關應發布

空氣品質惡化警告，並得禁止或限制交通工具之使用、公私場

所空氣污染物之排放及機關、學校之活動。 

三、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100 年 11 月 23 日制定） 

第 5 條規定主管機關及各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委託專業

機構，辦理有關室內空氣品質調查、檢驗、教育、宣導、輔導、 

訓練及研究有關事宜。第 6 條規定下列公私場所經中央主管機

關依其場所之公眾聚集量、進出量、室內空氣污染物危害風險

程度及場所之特殊需求，予以綜合考量後，經逐批公告者，其

室內場所為該法之公告場所：包括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其他供

兒童、少年教育或活動為主要目的之場所。大專校院、圖書館、

博物館、美術館、補習班及其他文化或社會教育機構。供體育、

運動或健身之場所。教室、圖書室、實驗室、表演廳、禮堂、

展覽室、會議廳（室）。 

四、學校衛生法（104 年 12 月 30 日修正） 

第 10 條規定，學校應依學生健康檢查結果，施予健康指導。

第 12 條規定，學校對患有心臟病、氣喘…及其他重大傷病或身

心障礙之學生，應加強輔導與照顧；必要時，得調整其課業及

活動。第 19 條規定，學校應加強辦理健康促進及建立健康生活

行為等活動。 

五、空氣品質嚴重惡化緊急防制辦法(106 年 6 月 9 日修正) 

第 5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發布惡化警告之

預警或嚴重惡化警告時，應以書面、傳真、電子郵件等方式載

明下列事項，通知政府機關（構）、學校、車站、旅館、醫院

等公共場所相關單位，包括空氣品質預警或嚴重惡化涵蓋區域

（以下簡稱警告區域）、氣象及空氣品質變化趨勢、空氣品質

防制措施及民眾、機關及學校應配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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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專科學校五年制前三年體育實施辦法

（107 年 5 月 22 日修正；原名稱：各級學校體育實施辦法） 

第 9 條規定，體育課之教學除原班授課外，得衡酌學生個

別差異、運動興趣及安全，採另行編班（組）方式。第 10 條規

定，遇空氣品質不佳不適合室外教學時，應評估減少或停止實

施戶外體育課程，並充分利用室內場地，適時調整授課內容及

運動強度。 

七、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因應空氣品質惡化處理措施暨

緊急應變作業流程（106 年 7 月 3 日修正） 

包含監測、預警及聯繫作業處理原則、分級防範措施、通

報作法等內容，另敏感性族群指因氣喘、心臟、呼吸道、心血

管疾病及過敏性體質等，於各級狀況發生時，需特別加強防護，

並採個人健康自主管理者。針對指標應變及防護作為包括：AQI

值達橘色時，請學校減少敏感性族群學生戶外活動；AQI 值達

紅色時，學校應考量戶外活動地點之空氣品質條件，必要時，

將課程、活動調整於室內進行或延期辦理；AQI 值達紫色時，

學校應立即停止戶外活動，將課程調整於室內進行。 

八、空氣品質嚴重惡化緊急防制辦法中央空氣品質防制指揮中

心設置及作業要點(106 年 10 月修正) 

第 3 點開設時機，第二級防制指揮中心：環保署預報隔日

全國同時有二分之一以上直轄市、縣(市)空氣品質可能惡化至一

級預警等級，經環保署研判有開設必要時。原則上以召開應變

專案會議之形式協調應變管制事宜。第一級防制指揮中心：當

全國同時有二分之一以上直轄市、縣(市)成立指揮中心，開設第

一級防制指揮中心，進駐協調應變管制事宜。 

九、各縣市區域空氣品質惡化防制措施 

直轄市、縣(市)參考空氣品質嚴重惡化緊急防制辦法各等級

警告區域管制要領、教育部及勞動部針對不同等級空氣品質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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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惡化所訂定之相關管制規範，因地制宜分別訂定各預警等級

與嚴重惡化等級之校園活動防護措施與注意事項，包括配戴口

罩個人防護用具、停止戶外活動、停止體育課及空氣品質不佳

季節停止辦理運動會等，以維護民眾健康。 

肆、執行策略及方法 

一、執行策略 

(一)持續推動空氣品質警示宣導計畫 

(二)完備衛教宣導資源及強化地方執行能量 

(三)整合現有機制及擴大相關資源有效利用 

二、執行原則 

(一)依據中央環境保護主管機關公布之空氣品質指標警示執行

防護作為 

依據中央環境保護主管機關公布之空氣品質指標及「空氣

品質監測網」各項資訊【包括空氣品質指標之定義、空氣品質

指標(AQI)與健康影響、即時空氣品質指標、空氣品質指標預

報、河川揚塵潛勢預警等】，執行校園空氣品質警示及防護措

施。 

(二)由各級教育主管機關統籌轄屬學校辦理方式 

考量不同區域之空氣品質狀況不一，採取因地制宜之方

式，由本部(含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各地方政府視實際需求，

統籌轄屬學校之校園空氣品質警示及防護措施，惟仍應與環境

保護主管機關確認監測資訊運用及相對應防護措施之正確性。 

(三)學校全面實施空氣品質教育宣導 

各級學校自 104 學年度起全面實施校園空氣品質教育宣導

(含衛生教育、環境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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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執行方法 

(一)完備制度措施 

1.落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因應空氣品質惡化處理措

施暨緊急應變作業流程： 

(1)AQI達橘色等級，請學校減少敏感性族群學生戶外活動。 

(2)AQI 達紅色等級，得將課程活動調整於室內或延期辦理：

敏感學生應留在室內並減少體力消耗活動，必要外出應配

戴口罩。一般學生應避免長時間劇烈運動，進行其他戶外

活動時應增加休息時間。 

(3) AQI達紫色等級，立即停止戶外活動，課程調整室內進行。 

(4)AQ 達褐色等級，達停課標準：前一日下午 5 時 30 分預報

次日 AQI值達 400、達空污停課標準時，將由地方政府邀

集相關單位，參考各空氣品質區之預報 AQI值，共同會商

決定是否停課及相關因應措施。另敏感族群的學生，於預

報 AQI 值達 300 以上（對應 PM2.5濃度＝250 微克/立方公

尺），得請假居家健康管理，不列入其個人日常生活表現

評量。 

2.校園空氣品質警示及防護措施自主檢核表：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依本部設計之檢核表（附表 1），於每學期開學後 1 個月

內確實自主檢核校園空氣品質警示及防護措施之執行情

形，並由本部(含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地方政府每學年抽查

一定比率之學校，可併同相關訪視或納入教育局(處)督學視

導事項。 

3.配合本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中心加強預警通報： 

空氣品質條件如下： 

(1)單一空氣品質區連續 3 日為紅色等級(AQI 大於 151)，發

布天數為紅色預警之天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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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未來 3 日全國有 5 個空氣品質區為紅色等級(AQI 大於

151)，發布天數為最終紅色預警之日期。 

(3)未來 3 日全國有單一空氣品質區為紫色等級(AQI 大於

201)，發布日期為環保署預告日期止至紫色日止。 

(4)當日空氣品質區臨時惡化，且環保署成立中央防制指揮中

心，並發布新聞稿預警時，發布日期為中央防制指揮中心

預警日期發布之。 

4.地方政府空氣品質惡化緊急通報表： 

(1)開設時機：依據中央空氣品質防制指揮中心設置及作業要

點，開設時機為環保署預報隔日全國同時有二分之一以上

直轄市、縣(市)空氣品質可能惡化至一級預警(AQI 達

151，紅色等級)以上情形，經環保署研判開設第二級防制

指揮中心。 

(2)通報流程：地方政府應立即發布空氣品質警告通知惡化區

域學校，並依本部設計之緊急通報回傳表，於中央開設第

二級防制指揮中心當日中午 12 時前，彙整資訊後完成表

單填寫並傳真教育部資科司窗口或於 google 表單進行線

上填報。 

(3)通報內容：緊急通報回傳表詳附表 2，包含通報學校數、

各校採取之緊急及防護措施、是否有戶外賽事受影響而停

辦、學生健康情形等，以利本部掌握各區學校受空氣品質

惡化影響程度。 

5.協請中央及地方環境保護機關加強監測鄰近中小學之工業

區周界空氣品質狀況：協請環保署就工業區周界 3 公里範

圍之中小學名單，考量受影響之中小學校數，會同地方環

境保護主管機關加強監測鄰近中小學之工業區周界空氣品

質狀況，以及就上開區域之污染源，與地方環境保護主管

機關協調合理之加強稽查次數，以確保其空氣污染物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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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符合標準，並視監測、稽查結果通知本部(含本部國民

及學前教育署)、地方教育主管機關及學校。 

(二)強化地方執行能量 

1.本部辦理說明會、工作坊：內容包含空氣品質概論、資訊介

紹、如何進行警示及防護、校園規劃之建議、地方政府及

學校之成果觀摩等，另本部每年度辦理縣市政府協調整備

會議，強化宣導本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因應空

氣品質惡化處理措施暨緊急應變流程」之通報、防護及應

變流程；以及環保署「空氣品質嚴重惡化緊急防制辦法中

央空氣品質防制指揮中心設置及作業要點」規定，強化掌

握地方政府應變回應資訊。 

2.納入相關研習、會議 

(1)適時於本部(含體育署、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辦理之地方政

府體育行政主管人員研討會、各級教育行政主管機關學校

衛生業務主管人員研討會、大專校院環安衛中心主管聯席

會議或大專校院衛生相關人員研習進行宣導等。 

(2)地方政府依實際需求及規劃，納入全縣市或分區校長、總

務主任、學務主任或護理人員之會議、研習等。 

3.補助有需求之地方政府 

(1)政策制度宣導：本部補助有需要之地方政府推動轄屬學校

之校園空氣品質警示及防護措施，包含規劃及執行妥適之

警示及防護措施、教育宣導、相關人員增能措施等，邀集

專家學者進行輔導，以建立典範供參。另將地方政府財力

分級、環保署「空氣品質監測網」公布之各空氣品質測站

不良日數統計資料，納入補助參考。 

(2)落實空氣品質改善策略：本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擇定特

殊區域學校，包括鄰近特殊性工業區、河川揚塵受影響區

域或空氣品質不佳地區學校，補助及輔導學校設置改善校

園空品質設備或環境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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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學校依本計畫執行原則、實際需求(如教育階段、學校地

緣位置、當地空氣品質狀況、學校規模、校地面積、學校

物力、人力、社區資源等)及教育主管機關之規劃，辦理校

園空氣品質警示措施及規劃校園空氣品質安全區等。 

4.鼓勵地方政府納入年度環境教育計畫：本部每年補助地方政

府辦理環境教育輔導小組計畫，自 105 年度起，鼓勵地方

政府依實際需求將空氣污染議題納入年度環境教育計畫，

運用地方環境教育輔導團、環境教育教學及宣導活動、輔

導訪視、專業成長活動等方式統籌規劃辦理(優先考量空氣

品質測站不良日數較高之縣市或學校)。 

5.因地制宜之空氣品質惡化防制措施：地方政府依據空氣品質

惡化緊急防制辦法之空氣品質惡化警告等級之警告區域管

制要領，各縣市制定之「區域空氣品質惡化防制措施」，

進行因地制宜之校園防護個人措施，包括停止戶外活動、

停止體育課及空品不佳季節停止辦理運動會等相關規定。 

(三)擴大宣導增能 

1.提供學校強化防護措施之教育資源：本部提供學校空氣品質

宣導教材、教案、海報、宣導單張(對象包括教師、國小 1-3

年級、4-6 年級學生、國小家長)，並辦理工作坊。本部彙

整各年度各縣市因地制宜設計及發展之相關校園空氣品質

宣導成果、宣導簡報、教材、教案等，提供各級學校參考

使用。於本部網站建置校園空氣品質警示及防護措施專

區，提供相關資源、資訊供連結及下載。 

2.鼓勵建置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計畫：建議目前尚未列入環

保署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之第一、二批公告場所之

各級學校，可參考本部建議之「各級學校室內空氣品質維

護管理計畫範本」、「幼兒園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

範本」及相關撰寫指引，進行校園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

由各校積極透過自主管理手段，以先期管理模式，包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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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主要活動室內空間之環境管理、空調設備、外氣通風等

現況調查及實質改善成果，確實了解並改善校園室內空氣

品質，以因應後續法令公告列管。 

3.善用中央主管機關之宣導資源：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提供

本部「中小學空氣污染衛教教材」、「PM2.5衛教手冊」、

「PM2.5 衛教單張」等，並由地方政府及學校提供推動成

果。環保署提供「空氣品質監測網」、「室內空氣品質資訊

網」等相關訊息供學校查詢下載。 

4.多元方式強化教育宣導 

(1)每學期開學後 1 個月內至少辦理 1 場宣導活動：學校於每

學期開學後 1 個月內以學生為對象，至少辦理 1 場空氣品

質警示及防護措施之宣導活動，可併入相關活動辦理，如

週會、朝會、新生訓練或其他大型活動等。 

(2)每學年度融入課程教學：學校於每學年度，將空氣品質之

警示及防護融入課程教學，如國中小「自然與生活科技」、

「健康與體育」、校本課程、高中「生活科技」、「健康自

我管理」，或採環境教育議題融入各領域教學之方式等，

並由學校自行評估及整體規劃適當之教學時間、年級及班

級等。 

(3)每學年度納入教師進修：學校於每學年度，將空氣品質之

警示及防護納入教師進修，如各領域共同時間或教學研究

會、國小教師週三下午進修等，並可與其他相關議題之進

修活動合併辦理。 

(4)其他多元之方式：如國小藉由家庭聯絡簿記錄當日空氣品

質、於學校走廊看板、教室黑板標記每日空氣品質情形、

利用家長日、家長代表大會、給家長的一封信、運動會、

相關競賽、教師朝會、各項主管會議、海報張貼等。 

(四)落實校園防護 

1.持續推廣校園空氣品質旗幟：本部於 104 年 2 月推動「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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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品質旗幟宣導試辦計畫」，提供學校空氣品質旗幟、

教案、宣導海報及單張；配合環保署 105 年 12 月空氣品質

指標(AQI) 修正，提供校園空氣品質旗幟宣導資料(含關東

旗幟、海報、宣導單及空品歌曲等)電子參考檔案，置於「校

園空氣品質警示及防護措施專區」提供各校下載使用。 

2.學校主動查詢及防護：由學校依實際需求主動查詢未來 3

日之空氣品質預報資訊及預為因應，並每日上午 8 時及下

午 12 時 30 分自主上網查詢即時空氣品質指標及依據本部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因應空氣品質惡化處理措施暨

緊急應變作業流程採取對應之警示與防護措施。 

3.學校採行警示措施：建議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當日於空氣品質

惡化時採取 1 種以上警示措施(包括空氣品質旗幟、電子跑

馬燈、大型液晶螢幕看板或校園廣播等方式)。 

4.學校掌握敏感性族群學生名單及施予健康指導：各級學校應

掌握敏感性族群學生名單(如氣喘、心臟、呼吸道、心血管

疾病及過敏性體質等)，就空氣污染之自我防護施予健康指

導，以及對相關授課教師(如體育課等)說明應適時調整授課

內容及運動強度，並對敏感性族群學生增加醫療單位聯繫

等配套機制。 

5.地方政府督導學校調整體育教學：因應空氣品質惡化，本部

(體育署)自 104 學年度起，協助地方政府及學校(以)利用「學

校體育統計年報」等相關統計資料，掌握鄉鎮市區室內體

育場館之資源及協調資源共享，並建議室內體育教學之替

代方案及合理調整戶外體育教學天數，以及優予考量補助

擴增學校閒置空間改建為體育教學場所(優先考量空氣品

質測站不良日數較高之縣市或學校)。 

6.本部藉由電訪及輔導實地了解各校辦理情形：本部於空氣品

質不佳(細懸浮微粒(PM2.5)指標對應之移動平均值大於等於

71 微克/立方公尺)時，以電話訪查受影響測站周圍學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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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示措施(包括空氣品質旗幟、電子跑馬燈、大型液晶螢幕

看板或校園廣播等方式)；每年辦理至少 5 校之校園空氣品

質輔導，至學校實地了解學校辦理情形並提供具體建議。 

7.建置校園空氣品質安全地圖或空氣品質安全警示區域： 

(1)建議學校設置空氣品質安全環境（安全點例如保健中心、

體育館所），以及易受污染區域劃設警示區域（警示區例

如廚房、停車場、校門出入口等）。 

(2)以各校健康中心據點作為學校空氣品質安全區，確保該區

域良好之空氣品質，以作為學生健康促進及維護之用。學

校健康中心並依據「各級學校健康中心設施基準」備齊必

要防護用品，及建議家長針對學生個人體質提供防護口

罩、相關呼吸系統疾病處理器材及用藥等。 

(3)另依據「機動車輛停車怠速管理辦法」第 3 條規定，機動

車輛停車怠速等候逾三分鐘者，應關閉引擎。建議地方政

府於學校校門口周圍設置零怠速空氣品質安全區，於家長

等待接送孩童時將汽機車熄火等候，可降低校園的空氣污

染，或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40 條規定，因地制宜設置空

氣品質維護區、空氣品質緩衝區，以維護學童健康。 

8.校園及環境綠化：針對教室內空氣品質改善問題，可參考環

保署「室內植物淨化空氣網」相關資訊，包括「淨化室內

空氣之植物應用及管理手冊-居家生活版」，及「室內植物

淨化空氣 Q＆A」宣導手冊等，由校園及教室綠化等方式，

進行校園空氣品質改善。 

9.空氣盒子預警及教育宣導：以環保署空氣品質感測網布建計

畫架構，目前已有地方政府以簡易/微型空氣品質感測器（空

氣盒子）作為校園空氣品質預警及教育宣導之用；惟目前

簡易/微型空氣品質感測器（空氣盒子）因低成本且偵測極

限等限制，使得其數據與標準方法偵測設備有所誤差，故

偵測數據建議須再與鄰近校園之標準測站再進行比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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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判讀，應須搭配 PM2.5環境教育及後續防護，才能達到

正確預警功能。 

伍、任務分工 

執行方法 主辦 協辦 

(一)完備制度措施  

1.落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因應空氣

品質惡化處理措施暨緊急應變作業流程 

地方政府 國教署、本部資科

司 

2.校園空氣品質警示及防護措施自主檢核表 地方政府 國教署、本部資科

司 

3.配合本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中心加

強預警通報 

本部資科司 國教署、地方政府 

4.地方政府空氣品質惡化緊急通報表 地方政府 國教署、本部資科

司 

5.協請中央及地方環境保護機關加強監測鄰

近中小學之工業區周界空氣品質狀況 

本部資科司 國教署、地方政府 

(二)強化地方執行能量  

1.本部辦理說明會、工作坊 本部資科司 地方政府 

2.納入相關研習、會議 本部資科

司、國教署 

地方政府 

3.補助有需求之地方政府  

(1)政策制度宣導 本部資科司 地方政府 

(2)落實空氣品質改善策略 國教署 地方政府 

4.鼓勵地方政府納入年度環境教育計畫 本部資科司 國教署、地方政府 

5.因地制宜之空氣品質惡化防制措施 地方政府 國教署、本部資科

司 

(三)擴大宣導增能  

1.提供學校強化防護措施之教育資源 本部資科司 國教署、地方政府 

2.鼓勵建置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計畫 本部資科

司、國教署 

地方政府 

3.善用中央主管機關之宣導資源 本部資科司 國教署、地方政府 

4.多元方式強化教育宣導 地方政府 國教署、本部資科

司 

(1)每學期開學後 1 個月內至少辦理 1 場宣導

活動 

地方政府 國教署、本部資科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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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方法 主辦 協辦 

(2)每學年度融入課程教學 地方政府 國教署、本部資科

司 

(3)每學年度納入教師進修 地方政府 國教署、本部資科

司 

(4)其他多元之方式 地方政府 國教署、本部資科

司 

(四)落實校園防護  

1.持續推廣校園空氣品質旗幟 地方政府 國教署、本部資科

司 

2.學校主動查詢及防護 地方政府 國教署、本部資科

司 

3.學校採行警示措施 地方政府 國教署、本部資科

司 

4.學校掌握敏感性族群學生名單及施予健康

指導 

地方政府 國教署、本部資科

司、綜規司 

5.地方政府督導學校調整體育教學 地方政府 國教署、本部資科

司、體育署 

6.本部藉由電訪及輔導實地了解各校辦理情

形 

本部資科司 國教署、地方政府 

7.建置校園空氣品質安全地圖或空氣品質安

全警示區域 

國教署、地

方政府 

本部資科司 

8.校園及環境綠化 國教署、地

方政府 

本部資科司 

9.空氣盒子預警及教育宣導 地方政府 國教署、本部資科

司 

陸、期程與經費來源 

一、計畫期程 

原計畫自 104 年起，修訂一版計畫自修訂核定日起至 111

年止，並滾動修正本計畫。 

二、經費來源 

由本部(含體育署、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地方政府、學校

之年度預算內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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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預期效果及影響 

結合中央、地方教育、環保、衛生主管機關資源，落實校園

空氣品質警示及防護措施，確保學生具備基本知能，加強照顧與

輔導敏感性族群學生，以及維護學生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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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校園空氣品質警示及防護措施自主檢核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適用) 
 

學校名稱：                                 檢核時間：     年    月    日 

項
次 

項目 

學校自主 
檢核 

中央或地方
政府覆核 學校補充說明 

是 否 是 否 

1 

執行校園空氣品質警示措施，以及宣導相對應之防
護措施(可複選)： 
□空氣品質旗幟。 
□電子跑馬燈 
□大型液晶螢幕看板 
□校園廣播 
□其他方式：(請說明)              _______(須能
傳達當日空氣品質資訊予全校師生) 

     

1-1 
主動查詢未來 3 日之空氣品質預報資訊，俾提高警
覺及預為因應 

     

1-2 
每日上午 8 時及下午 12 時 30 分主動查詢即時空氣
品質資訊及採取因應之警示與防護措施 

     

2 

掌握敏感性族群學生名單(如氣喘、心臟、呼吸道、
心血管疾病及過敏性體質等)，並就空氣污染之自我
防護施予健康指導，以及對相關授課教師(如體育課
等)說明應適時調整授課內容及運動強度。 

     

3 張貼校園空氣品質宣導海報及運用其他文宣品      

4 

以多元方式強化教育宣導(可複選)： 
□每學期開學後 1個月內至少辦理 1場宣導活動(可
併入相關活動辦理，如週會、朝會、新生訓練或
其他大型活動等)。 

□每學年度融入課程教學(由學校自行評估及整體
規劃適當之教學時間、年級及班級等)。 

□每學年度納入教師進修(如各領域共同時間或教
學研究會、國小教師週三下午進修等，並可與其
他相關議題之進修活動合併辦理)。 

□其他多元之方式：(請說明)              _____ 
(如國小藉由家庭聯絡簿記錄當日空氣品質、於學
校走廊看板、教室黑板標記每日空氣品質情形、
利用家長日、家長代表大會、給家長的一封信、
運動會、相關競賽、教師朝會、各項主管會議、
海報張貼等)。 

     

 

承辦人：                   業務主管：                     校長:                      

 

填寫人姓名：        聯絡電話：       傳真號碼：       電子郵件： 

備註： 

1.請學校於每學期開學後 1 個月內依檢核表自主檢核(勾選達成情形及進行內部陳核)，相關紀錄

及資料留校備查。 

2.大專校院及幼兒園得參考上開檢核項目，以及依實際需求調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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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地方政府空氣品質惡化緊急通報回傳表 
 

通報日期/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一、基本資料 

縣 市 ○○縣(市) 單 位 ○○處/局○○科 

聯 絡 人 張○○ 職 稱 科員 

聯絡電話 0X-XXX-XXXX 傳 真 0X-XXX-XXXX 

E - m a i l XXXX@ XXXX.XXXX.XX 

二、空氣品質惡化辦理情形 

項次 項目 內容 

1 
空品惡化測站 

(註：指 AQI 達紅色以上等級) 

1.    測站，AQI：    

2.    測站，AQI：    

3.    測站，AQI：    

4.    測站，AQI：    

 

 

2 

通報學校數 

(註：指空品惡化區範圍內之

通報校數) 

1.高級中等學校：    校 

2.國民中學：        校 

3.國民小學：        校 

4.幼兒園：     校 

3 
通報方式 

(註：可複選) 

□電子公文(發文文號：           ) 

□網站公告(網址：           ) 

□LINE 群組通報 

□電話/傳真 

□其他：                     

4 

空品惡化區範圍內各校採

取之緊急防護措施 

(註：可複選) 

□外出應配戴口罩：   校 

□停止戶外活動：     校 

□停辦戶外賽事：     校 

□停課：     校 

□其他：                     

5 

學生健康情形 

(註：指各校敏感族群人數總

計，非空品不佳致誘發健康狀

況人數) 

□敏感性族群：      人 

□其他：                     

 

說明 1：經環保署研判開設空氣品質第二級防制指揮中心時，請地方政府於開設當日中午 12 時
前，填寫本表後請傳真(02-27386460)至教育部資科司，或於 google 表單進行線上填報 
(https://goo.gl/Y5x3zU)，謝謝。 

說明 2：本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