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醫學大學緊急應變計畫 
109年 11月 13日環保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第一次臨時會議通過 

110年 02月 09日 109學年度第 2次環保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通過 

一、 法源依據 

(一) 職業安全衛生法。 

(二) 毒性及關注化學品管理辦法。 

(三) 本校「災害防救計畫」。 

二、 目的 

(一) 防範工作場所災害發生，強化人員緊急應變能力。 

(二) 研擬災害正確處理程序，擬定緊急應變組織架構及負責工作分配，以使應變之執 

行快速且有效率。 

(三) 針對工作場所災害發生訂定事故調查及檢討，以進行必要的改善或減災工作。 

三、 適用對象 

本校工作者。 

四、 應變指揮中心權責（附表一） 

(一) 總指揮官 

         1.視災害搶救之需要，召集緊急應變小組，成立指揮中心。 

         2.救災作業之協調與狀況之掌握。 

         3.各項緊急應變錯失之決定與發佈實施。 

(二) 副總指揮官 

         1.總指揮官無法進行指揮緊急應變行動時由副總指揮官代理。 

         2.協助各項緊急應變錯失之決定與發佈實施。 

         3.事發現場救災與化學物質處理作業之指揮與部署。 

         4.開設現場指揮中心。 

         5.完成指揮交付任務。 

         6.執行各項搶救任務。 

(三) 公關資訊組 

   統一對外發佈消息，並處理所有媒體的需求。 

(四) 安全諮詢官 

   監視整個災害現場的安全狀況，並確認現場所有搶救人員的安全性。 

(五) 通報中心 

   於應變指揮中心現場聯絡其他支援機構的協助。 

(六) 避難引導與現場管制 

         1.災害現場人員清查及避難引導。 

         2.交通指揮與車輛管制人員進出校園。 

         3.隔離事發現場及建立警戒標示，管制人員進出。 

         4.引導外部救災單位進入災區救災位置。 

(七) 安全防護組 

         1.提供現場救災人員所需物資或設備及人員支援工作。 

         2.事發後現場之清理工作。 

(八) 搶救組 

         1.提供災害現場斷水、斷電工作。 

         2.現場發生火災時之初期滅火。 

         3.於外部消防支援單位尚未到達時，火勢初步控制或圍離。 

         4.事發現場後之供水、供電恢復事項。 

(九) 醫療救護 



現場協助傷患急救及送醫治療事項。 

五、 緊急應變處理 

(一) 工作場所災害發生後啟動緊急應變小組將依災害類型及其規模，劃分為三個工作 

等級（附表二）： 

         1.第一級：災害範圍限於工作場所內，可自行掌控。 

         2.第二級：工作場所無法掌控需請求學校應變組織及外援單位支援。 

         3.第三級：災害已非校內組織所能掌握。 

(二) 應變處理流程（如圖一） 

(三) 工作場所災害通報內容（如圖二）需張貼於各工作場所電話旁明顯處。 

(四) 本校各大樓工作場所遇緊急災害疏散路線圖（如圖三）。 

   各級避難最終集合地點如下： 

         1.第一、二級避難集合地點：本校操場（如圖四）。 

         2.第三級避難集合地點：河堤公園、十全一路 94巷（如圖五）。 

(五) 事故調查與應變計畫檢討： 

         1.意外事故發生後為了人員安全或防止更大損害，而採取必要措施外不得任意破壞 

           現場。 

         2.意外事故發生後應立即通知有關人員，至出事現場查視發生事故之設備、環境， 

           分析災害原因，提出具體對策。 

         3.事故發生後工作場所負責人與環安室職業安全管理師填寫「事故調查表」（附表 

           三）提報環安委員會針對災害應變計畫之缺失及意外發生進行檢討（內容應包括 

           ：調查原因、災害預防、處置程序、應變能力、訓練與演練及綜合檢討等）。 

         4.檢討紀錄完成後提請環保暨職業安全委員會審查，經校長核定後，並據緊急事故 

           分級以修正本校緊急應變計畫並列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教材。 

六、 本計畫經環保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後，自公布日起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表一 

高雄醫學大學化學物質災害緊急應變組織編組表 

編組 負責人 執掌 姓名 

總指揮官 校長或總務長 

1. 視災害搶救之需要，召集緊急應變小組，成立緊

急應變指揮中心。 

2. 救災作業之協調與狀況之掌握。 

3. 各項緊急應變措施之決定與發佈實施。 

鐘育志 

副總指揮官 總務長 

1. 指揮官無法進行指揮緊急應變行動時由副總指

揮官代理之。 

2. 協助各項緊急應變措施之決定與發佈實施。 

3. 事發現場救災與化學物質處理作業之指揮與部

屬。 

4. 開設現場指揮中心。 

5. 完成指揮交付任務。 

6. 執行各項搶救任務。 

許智能 

公關資訊組 主任秘書 統一對外發布消息，並處理所有媒體的需求。 戴嘉言 

安全諮詢官 環安場所主任 監視整個災害現場聯絡其他支援機構的協助。 陳義龍 

通報中心 警衛隊隊長 於應變指揮中心現場聯絡其他支援機構的協助。 劉鋕英 

避難引導與現場管制 警衛隊 

1. 災害現場人員清查與避難引導。 

2. 交通指揮與車輛管制人員進出校園。 

3. 隔離事發現場及建立警戒標示，管制人員進出。 

4. 引導外部救災單位進入災區救災位置。 

劉鋕英 

安全防護組 事務組 

1. 提供現場救災人員所需物資或設備及人員支援

工作。 

2. 事發後現場之清理工作。 

蔡麗桐 

搶救組 營繕組 

1. 提供災害現場斷水、斷電工作。 

2. 現場發生火災時之初期滅火。 

3. 於外部消防支援單位尚未來到之時，火勢初步控

制或圍籬。 

4. 事發現場後之供水、供電恢復事項。 

陳信福 

醫療救護組 
衛保組及 

環安室 
現場協助傷患急救及送醫治療事項。 

莊蕙苹 

李宣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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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校園工作場所與工作場所緊急事故分級表 

事故範圍 影響等級 災害情況 參與人員 

工作場所內小範

圍 
第一級 

工作場所內發生意外事故，進行工作

場所內人員或一樓層人員局部疏散

管制，影響層面較小者。 

1.僅涉及 1-2間工作場所之小型災

害。 

2.異味。 

3.停電。 

4.火警警報動作，但只有煙霧者。 

5.工作場所本身可應變處置者。 

工作場所負責人，科系、所

的人員或啟動該棟大樓之現

場緊急應變小組。 

校園內大範圍 第二級 

第一階段狀況繼續擴大，啟動校內緊

急應變小組或外界支援控制災害。 

1.災害範圍擴，部份樓層或整棟大樓

均受波及時。 

2.毒氣大量外洩。 

3.發生大型災害如不明原因爆炸。 

4.化學品洩漏時。 

5.發生地震，造成建築物損壞者。 

工作場所負責人，科系、所

的人員或啟動該棟大樓之現

場緊急應變小組及校內緊急

應變組織。 

擴散至校外地區 第三級 

第二級狀況繼續擴大，非校內緊急應

變小組可控制，且可能擴及校外，必

須尋求外部支援者。 

1.大量毒氣外洩漫延現象，可影響 

人員及污染環境者。 

2.火發生無法控制，可能波及週遭社

區。 

3.其他可影響校外人員及環境。 

工作場所負責人，科系、所

的人員或校內緊急應變組

織，地區消防隊其安政府支

援單位（衛生及環保單位）。 

 

 

 

 

 

 

 

 



圖一 高雄醫學大學實驗室災害緊急應變通報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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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發現者 

高  雄  醫  學  大  學  災  害  緊  急  應  變  小  組 

營 繕 組 

 

組長：陳 信 福  

分機：2088 

手機：0929-651670 

主 任 秘 書: 戴嘉言   聯絡電話：手機：0975-355899 

 

 警衛隊 (分機：2188) 

教官室 (分機：2115) 

警衛隊長：劉鋕英 (分機：6988) 

         手機：0928-346-196 

                

事故單位主管 

高市勞工局 

勞動檢查處 

 

07-7336959 

事 務 組 

 

組長：蔡麗桐  

分機：2580 

手機：0922-939464 

環 安 室 主 任 

 

主任：陳義龍 

分機：2684 

手機：0933-585450 

總 務 處 

 

總務長：許智能  

分機：2123 

手機：0910-612973 

三民消防隊 

 

 

07-3117716 

南區環境事故

專業技術小組 

0800660001 

07-6011235 

高市環保局 

 

0800-066666 

07-7317600 

疾病管制署

疫情中心 

 

02-23959825 



圖二 災害通報流程範例



圖三  疏散路線圖 



 

 

 

 



 



 



附圖四 一、二級避難集合地點



圖五  第三級疏散集合地

十全一路 94巷 



表三 工作場所事故報告單 

事故單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事故種類 □重大傷害 □輕傷害 □財產損失  □虛驚事故 □其 他(           ) 

1.發生時間：  年  月  日  午  時  分 

2事故發生對象：□本國員工 □非本國員工 

□承攬商(         公司 從事        作業) 

所屬部門： 

姓名： 

電話： 

作業性質： 

3.事故發生地點： 

4.事故程度(可複選) 

□死亡 □殘廢 □造成機器設備毀損 □需申

請醫療給付傷害 □輕傷害 □虛驚事故 

□其他：         

5.事故發生原因 

不安全行為： 

□人員注意力不集中   

□未使用防護具 

□未依照標準作業程序 

□誤動作 

□其他：         

不安全狀況： 

□設備異常啟動 

□設備安全裝置被破壞 

□設備安全防護不足 

□安全標示不足 

□其他：         

基本原因 

□未施予教育訓練 

□未訂定標準作業程序 

□其他：         

事故損失調查(元) 

人力損失：        醫療費用：         

財物損失：        其他損失：         

總損失金額：         

6.事故發生經過及現場概況敘述： 

 

 

 

 

 

 

 

 

 

 

 

 

7.建議改善事項(對策)： 

□設備改善 

 

 

 

 

□作業程序改善 

 

 

 

 

□教育訓練 

 

 

 

 

□其他 

 

說明 本表單由工作場所負責人與職業安全管理師會堪填寫，環安室存查。 

環安室主任：  組長：  職業安全管理師： 

 

工作場所負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