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土安全緊急通報作業規定
105 年 12 月 12 日院臺安字第 1050186127 號函訂定
107 年 6 月 12 日院臺安字第 1070176717 號函修正
110 年 2 月 19 日院臺安字第 1100164949 號函修正

壹、 依據：
一、 行政院處務規程。
二、 行政院國土安全政策會報設置及作業要點。
三、 行政院國土安全應變機制行動綱要。
四、 國家關鍵基礎設施安全防護指導綱要。
貳、 目的：為提升重大人為危安事件、恐怖活動或導致國家
關鍵基礎設施核心功能運作失效之人為疏失事件之通
報聯繫及緊急應變效能，防止事件擴大，保護人民生命
財產安全(如補充說明一)。
參、 名詞定義：
一、 國土安全：維護國家關鍵基礎設施功能與預防及因
應各種重大人為危安事件或恐怖活動所造成之危害
，並確保國家正常運作及人民安定生活。
(一) 依程度區分：
1、重大事件：指事件可能對國家安全及利益，造
成重大影響、損害或爭議者。
2、機敏事件：指事件之資訊，具有機密性或敏感
性，在未經評估及核准公布前外洩可能妨礙
事件處理或對國家安全及利益產生不良（利）
後果者。
3、普通事件：未達上述重大或機敏程度者。
(二) 依時效區分：
1、緊急事件：指事件必須立即處理或反應，否則
可能快速惡化或造成傷（損）害者。
2、一般事件：指事件未達緊急狀態者。
二、 國土安全事件：
(一) 恐怖活動：指個人或組織基於政治、宗教、種族、
思想或其他特定之信念，意圖使公眾心生畏懼，
而從事下列計畫性或組織性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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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殺人。
2、重傷害。
3、放火。
4、決水。
5、投放或引爆爆裂物。
6、擄人。
7、劫持供公眾或私人運輸之車、船、航空器或控
制其行駛。
8、干擾、破壞電子、能源或資訊系統。
9、放逸核能或放射線。
10、 投放毒物、毒氣、生物病原或其他有害人體
健康之物質。
(二) 重大人為危安事件：指除恐怖活動外，藉恐怖活
動所列殺人等行為，由其他人為因素蓄意導致，
而對社會秩序、公共安全或其他公共利益，研判
可能構成巨大威脅或已經造成嚴重危害，非單一
機關（單位）所能因應，須成立跨部會協調、整
合機制，辦理相關應變工作之事件。
(三) 人為疏失事件：指因人為疏失致使國家關鍵基礎
設施核心功能受損，進而影響政府及社會民生功
能運作，或造成人民傷亡或財產損失，引起經濟
衰退，及造成環境改變或其他足使國家安全或利
益遭受損害之事件。
肆、 通報項目：
一、 發生或有發生恐怖活動之虞等相關事件或預警訊息
。
二、 發生或有發生重大人為危安事件之虞且涉及下列條
件等相關事件或預警訊息：
(一) 發生或有發生疑似恐怖活動手段之虞，且與下列
要件相關者：
1. 特定設施、地點（如補充說明二）
。
2. 與特定身分相關聯者（如補充說明三、四）
。
3. 嚴重影響公眾安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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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治安事件：
1、集會、遊行、陳情、請願等群眾活動，而非法
侵入、占據官署或國家關鍵基礎設施，致生毀
損物品或阻斷其運作功能事件。
2、以言論、文字或圖畫恐嚇公眾將採恐怖活動
手段危害公共安全者。
3、政府機關械彈或重要裝備，遭受竊盜、破壞、
交付或遺失，有嚴重損害或引起社會恐慌之
重大事件。
(三) 國境事件：入、出、過境查獲經列管之涉恐人士
及其同行者。
(四) 境外事件：境外發生或疑似發生恐怖活動而與本
國人民相關聯者。
(五) 其他：
1、發生對社會有重大影響或具新聞性之重大人
為危安事件（不以恐怖活動手段為必要）且涉
及下列條件等相關事件：
(1) 特定施設、地點（如補充說明二）
。
(2) 與特定身分相關聯（如補充說明三、四）。
(3) 嚴重影響公眾安全。
2、涉各通報機關職掌之重大事件或預警訊息，
經機關長官認有陳報必要者。
3、上級長官指示應通報之事件。
三、 發生或有發生人為疏失事件之虞且影響國家關鍵基
礎設施核心功能持續運作等相關事件：
(一) 設施核心功能失效，無法於容許中斷時間內恢復
運作。
(二) 涉各通報機關職掌之重大事件或預警訊息，經機
關長官認有陳報必要者。
(三) 上級長官指示應通報之事件。
伍、 通報機關（國土安全事件通報流程圖，如附件 1）
：
一、 恐怖活動或重大人為危安事件：由內政部、外交部、
法務部、經濟部、交通部、衛生福利部、行政院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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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署、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海洋委員會、行政院原
子能委員會、內政部警政署、內政部移民署、衛生福
利部疾病管制署、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等機關
通報。
二、 人為疏失事件：由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衛生福利部、科技部、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海洋委員會、中央銀行、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等機關通報。
陸、 通報方式（國土安全事件通報單格式，如附件 2）
：
一、 原則以通訊軟體、簡訊、傳真、電子郵件或傳送公文
等留有內容紀錄方式，非上班時間或情況緊急時，
得先以通訊軟體、電話或簡訊先行通報，後補書面
文件，並確保通報成功。通報內容如涉及機密及個
人資料，另循保密裝備或遮蔽方式傳輸。
二、 依初報、續報、結報順序進行。
(一) 初報：首重時效，各通報機關應詳述人、事、時、
地、物之相關資料外，並應提出初判意見。
(二) 續報：通報機關應賡續查證相關資訊，確認內容
正確性及完整性，將更新資訊儘速回報。
(三) 結報：事件結束後，將處置情況回覆結報。
柒、 通報時效：
一、 重大、機敏或緊急事件：通報機關接獲訊息後三十
分鐘內通報。
二、 普通或一般事件：通報機關接獲訊息後二小時內通
報。
捌、 一般規定：
一、 通報機關接獲國土安全事件(預警)通知後，應即依
權責初判、進行處置作為並通報行政院國土安全辦
公室與國家安全局；事件如符合下列原因，相關通
報機關均應通報：
(一) 事件涉及數個相關機關。
(二) 事件無法於第一時間妥適應處或判定主管機關。
(三) 請內政部移民署協助通報國境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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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請外交部協助通報境外事件，惟如發生於大陸地
區或香港、澳門，由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或法務部
通報。
二、 請行政院資通安全處協助轉報國家資通安全通報應
變作業綱要之三級及四級資安事件。
三、 請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協助轉報災害緊急通報作
業規定之災害事件。
四、 通報項目對民生經濟、社會安定有重大影響或具新
聞性，如無法及時判斷事件始末、瞭解犯案動機或
妥適應處等因素，即使事後未發生危害，亦應通報。
五、 各通報機關間請秉持先知快報、逐次修正，相互通
報及複式查證原則，確認資訊正確性，避免錯報、誤
報。
六、 國家安全局接獲國土安全事件（預警）應同時通報
行政院國土安全辦公室與相關機關。
七、 通報內容如涉及刑事案件偵查事務，權責機關應在
不違反偵查不公開之原則下，將應變作為及涉及公
共利益有關事項（依據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通報
恐怖活動或重大人為危安事件中央業務主管機關
（單位）
、國家關鍵基礎設施次領域主管機關（如補
充說明五）
、行政院國土安全辦公室及國家安全局。
八、 本國領域內發生或有發生國土安全事件之虞，導致
外籍人士傷亡時，通報機關應通報外交部；有大陸
地區或香港、澳門人士傷亡時，應通報行政院大陸
委員會或法務部，並請外交部、法務部或行政院大
陸委員會依權責進行適當處置。
九、 通報機關應評估須緊急向民眾發布警報，以迅速疏
散、避難之國土安全事件，並健全安全宣導與告警
機制，俾於事件各階段，即時發布警報，引導應變。
十、 各通報機關應確實掌握與即時通報國土安全事件
（預警）
，因而防範或妥處重大事件者，得予敘獎；
違反本作業規定，依情節追究行政責任或函請各機
關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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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行政院國土安全辦公室彙整中央一級、二級機關
及直轄市、縣（市）首長、業務單位緊急通報聯
繫電話等資料，通報機關聯繫電話如有異動，應
隨時陳報更新。
十二、 各通報機關應制訂國土安全緊急通報作業細部規
定，函頒所屬相關機關與地方政府，並建立聯繫
窗口等資料及隨時更新。
玖、 本作業規定如有未盡事宜，另行補充或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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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說明：
一、 災害緊急通報作業規定、國家資通安全通報應變作業綱
要所規範之災害與資安事件，經行政院國土安全辦公室
研判涉及重大人為危安事件、恐怖活動或致使國家關鍵
基礎設施核心功能受損，進而影響政府及社會民生功能
運作，引起經濟衰退，及造成環境改變或其他足使國家
安全或利益遭受損害者，亦屬國土安全事件，另依其通
報規定及專業領域進行通報及應變，本作業規定則專注
於人為事件。
二、 特定設施、地點：
(一) 交通設施：依交通部之交通設施重大人為危安事件或
恐怖攻擊應變計畫之定義。
(二) 經建設施：依經濟部之經建設施重大人為危安事件或
恐怖攻擊應變計畫之定義。
(三) 國家關鍵基礎設施。
(四) 海事：依海洋委員會之海事重大人為危安事件或恐怖
攻擊應變計畫之定義。
(五) 其他：
1、 特種勤務安全維護對象之寓所及所在地。
2、 總統府週邊禁制區。
3、 各國駐華使領館、代表機構、國際組織駐華機構及其
館長官邸。
4、 政府機關。
5、 指標性建築物、觀光處所及人潮聚集場所。
6、 毒性或危險化學物質運作場所。
三、 特定身分一：
(一) 特種勤務安全維護對象。
(二) 政府機關首長。
(三) 駐華使節。
(四) 中央民意代表。
四、 特定身分二：經列管有從事恐怖活動之虞者。
五、 中央業務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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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恐怖活動或重大人為危安事件中央業務主管機關（單
位）
：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衛生福利部、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海洋委員會、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行政
院資通安全處。
(二) 國家關鍵基礎設施次領域主管機關：內政部、經濟部、
交通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衛生福利部、科技部、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海洋委員會、中央銀行、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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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國土安全事件通報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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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作業規定」

資安事件
依「國家資通安
全通報應變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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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通報流程
輔助通報流程
註：
1. 本國領域內發生或有發生國土安全事件之虞，導致外籍人士傷亡時，通報
機關應通報外交部：有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人士傷亡時，應通報行政院
大陸委員會或法務部。
2. 國家安全局聯絡資訊：
電話：02-28817088#55703、手機：0972172680、傳真：02-28819048。
3. 行政院國土安全辦公室聯絡資訊：
電話：02-33568219、手機：0963922952、傳真：02-23563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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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機關全銜）國土安全事件通報單
□國家安全局
□院長
通報
年
月
日
時 分
□行政院國土安全辦公室 □副院長
時間
□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 □業管國土安全政務委員
其他相關機關
□秘書長
通報
□初報 □續報（第 次）□結報
□內政部
□發言人
別
□外交部
□政務副秘書長
□法務部
□常務副秘書長
通報
通報 單位：
□經濟部
對象
人員 職稱、姓名：
□交通部
□衛生福利部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電話 （ ）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海洋委員會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本欄位由國土安全辦公 傳真 （ ）
□行政院資通安全處
室勾選)
□發生或有發生恐怖活動之虞等相關事件或預警訊息
□發生或有發生重大人為危安事件之虞等相關事件或預警訊息
（有關：□涉及特定設施、地點、特定身分或嚴重影響公眾安全
事件類別
□治安事件□國境事件□境外事件□其他）
□發生或有發生人為疏失事件之虞且影響國家關鍵基礎設施核心功能持續
運作等相關事件
中央主管機關
電話：（ ）
發生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發生地點
現場指揮官
單位：
職稱：
姓名：
聯繫電話：
發生原因
現場狀況與
處置情形
傷亡/損失
（壞）情形
請求支援事項

應變措施

死亡：
失蹤：
傷患：
損失狀況：
□無 □有，機關（單位）：
支援事項：
□未成立先期應變處置小組
□成立先期應變處置小組，或□成立應變中心
（
年 月 日 時 分，指揮官：
□解除先期應變處置小組，或□解除應變中心
（
年 月 日 時 分，指揮官：
□建議召開情勢因應會議
□其他作為：

）
）

備註
●本表為通報行政院國土安全辦公室使用，各機關通報表格得自行參酌修正或併案傳送。
●含本頁及其他傳真資料共( )頁。
※上述通報事件，經本室研判有必要通報長官者，得再視案情狀況調升通報長官之層級，並於通報
院內長官時，同時通報其幕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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