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私立靜心高級中學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緊急應變小組編組表 

組別 職務 姓名 聯絡電話 原屬單位 備考 

指揮官 唐尚智 29311577 校長室 
災害應變中心成立及校園災害應

變決策全盤事宜。 

副指揮官 蘇峰立 29323118#230 中學務處 

1.綜理中學部校安狀況掌握，襄助

指揮官相關決策。 

2.指揮官第 1代理人。 

副指揮官 彭慧君 29323118#330 小學務處 

1.綜理國小部校安狀況掌握，襄助

指揮官相關決策。 

2.指揮官第 2代理人。 

副指揮官 孫瑞燕 29323118#510 幼兒園 

1.綜理幼兒園校安狀況掌握，襄助

指揮官相關決策。 

2.指揮官第 3代理人。 

通報組 

組長 莊子賢 29323118#102 探索中心 
1.副組長兼本校發言人。 

2.記錄指揮官下達所有命令(曾曉

玲)。 

3.與上級單位、防災單位、醫療單

位進行通報聯繫。 

4.持有全校師生緊急聯絡資訊，以

利狀況處置聯繫。 

5.接收及蒐集外部訊息，提供指揮

官決策參考。 

6.利用本校網頁及社群媒體，即時

發佈應變狀況。 

副組長 

兼發言人 
詹斐懿 29323118#140 秘書室 

組員 

曾曉玲 29323118#103 秘書室 

鄭嵐分 29323118#180 財管 

中心 陳育緣 29323118#182 

謝孟蕊 29323118#120 音樂 

中心 劉佳佳 29323118#121 

林逸萍 29323118#150 
資訊 

中心 
杜逢霖 29323118#153 

陳麒宸 29323118#153 

避難 

引導組 

中學組長 邵秀文 29323118#232 

中學 

學務處 

1.導師(或任課老師)指導學生確

遵「趴下、掩護、穩住」三口訣。 

2.分配避難引導責任區，協助疏散

教職員生至避難所。 

3.導師(或任課老師)引導避難疏

散路線，確遵「不推、不跑、不

語」。 

4.清點疏散集合區學生人員，並立

即回報。 

5.疏散集合區域學生秩序維護及

狀況處置。 

6.協助疏散學區周遭受災民眾避

難，提供協助與諮詢。 

7.各班班級照護編組人員表詳如

副組長 郭柏晨 29323118#236 

中學組員 

李美慧 29323118#231 

陳珛宣 29323118#233 

徐于婷 29323118#234 

各班導師及納編專任老師 

國小組長 常婷雲 29323118#332 

小學 

學務處 

副組長 呂玉婷 29323118#331 

國小組員 

孫一屏 29323118#333 

石光源 29323118#334 

黃雅婷 29323118#335 

各班導師及納編專任老師 

幼兒園組長 朱椀莉 29323118#511 幼兒園 



組別 職務 姓名 聯絡電話 原屬單位 備考 

幼兒園組員 
黃忻民 29323118#514 表 2-15、2-16、2-17。 

各班導師及納編老師 

搶救組 

組長 曾玉堂 29323118#160 

總務處 

1.疏散集合地點指揮所成立與電

力、播音設備整備。 

2.協助各組工作站設備搬運及開

設。 

3.災害防救設備、機具購置、維護

與操作。 

4.各項緊急事件處理與回報。 

5.各棟建築安全狀況評估。 

6.災害持續時，臨時收容所之開設

及準飲水、充飢食物與保暖衣

物。 

7.各項救災物資之登記、造冊、保

管及分配。 

副組長 徐良璧 29323118#161 

組員 

楊政廣 29323118#161 

蔡迪偉 29323118#161 

房鐘義 29323118#161 

張祿鑽 29323118#161 

林欣怡 29323118#162 

吳麗芳 29323118#162 

陳美錤 29323118#162 

候守偉 29323118#162 

陳琳蓁 29323118#162 

姜治發 29323118#161 

許傑明 29323118#161 

安全 

防護組 

中學組長 莊佩倩 29323118#210 

中學 

教務處 

1預計編成 4小隊(不包含警衛)，

自外而內檢視校舍，於安全條件

允許下進入校舍巡查。 

2.巡視各樓層，無法排除狀況時即

刻回報，並請搶救組或緊急救護

組支援。 

3.協助設置警戒標誌及維護學校

災區及避難場所治安。 

4.學校週邊路口及學校出入口交

通管制。 

5.家長接送區(大門、側門)接待、

登記與管制。 

6.簡易防災設施操作。 

7.臨時收容所安全維護。 

副組長 王詩瑩 29323118#211 

中學組員 

林靜宜 29323118#212 

張元峯 29323118#213 

曹奕翔 29323118#214 

國小組長 徐聖惠 29323118#310 

小學 

教務處 

副組長 沈書宇 29323118#313 

國小組員 

黃雅鏵 29323118#314 

林珊吟 29323118#311 

陳繪羽 29323118#312 

張秋容 29323118#315 
推廣 

中心 
張瓈勻 29323118#316 

謝夢華 29323118#317 

薛振寰 29323118#167 
警衛 

姚德麟 29323118#167 

緊急 

救護組 

組長 邱惠珠 29323118#130 

輔導 

中心 

1.傷患搶救、基本急救包紮、重傷

患就醫護送。 

2.提供心理諮商與情緒安撫。 

3.平常急救常識宣導。 

4.提供紓解壓力方法。 

副組長 王嵩皓 29323118#131 

組員 

周怡君 29323118#133 

陳嬿竹 29323118#134 

劉品君 29323118#134 

郭姿妘 29323118#132 

趙詠純 29323118#134 

黃靖琪 29323118#191 健康中心 



組別 職務 姓名 聯絡電話 原屬單位 備考 

林曉君 29323118#192 

林瑞玲 29323118#190 

徐珖皓 29323118#156 
圖資組 

周貽聖 29323118#153 

呂焌豪 29323118#235 中學專任 

支援組 

組長 林美音 29323118#170 人事室 
1.接收各災害應變小組回報人員

狀況。 

2.未納入災害應變小組教職員工

清查與掌握。 

3.外籍教師清查與掌握 

4.依各災害應變小組需求，緊急調

派人力支援。。 

副組長 王舒葳 29323118#110 

國際教育 

中心 

組員 

林書筠 29323118#111 

胡湘琪 29323118#112 

胡宜蘋 29323118#113 

黃鈺娟 29323118#114 

薛惠美 29323118#171 人事室 

其他未納編各小組教職員工 

攝影 

人員 
組員 

牛彥如 29323118#151 
圖資組 

攝影及活動紀錄。由中學部學務處

任務指派及管制。 蔡雅雯 29323118#1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