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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及實習廚房緊急應變計畫 
 

95 年 11 月 1日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議通過 

95年 11月 15日行政會議通過 

壹、前 言 

 台灣首府大學各單位與系為了進行教學與研究工作，在實驗室、實習廚房等場所中使用各類

化學物質及危險性機械設備的機會與日俱增。然而，在操作過程中若有不當的操作或人為的疏忽，

均可能導致意外的發生，造成人員的傷亡及財產之損失。為了確保本校實驗室安全及落實防災工

作，特訂定本緊急應變計畫，並加以定期進行演練。遇災害發生時，可立即採取快速又有效的緊

急應變措施，將人員及財物之損失降至最低，避免因災害擴大而損及生命財產及造成環境危害，

確保工作場所及附近周遭之安全。 

貳、基本資料 

一、本校相關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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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緊急應變組織 

（一）建立緊急應變系統之主要功用，為當意外事故發生時，搶救人員各司其責，以縱向上

下溝通，統籌行政支援力量防救及處理，將混亂的災害現場條理化，俾使災害損失減

低至最小，並及早完成善後復原工作。當事故現場人力不足或規模較小時，其任務分

組可依現況作適當的調整。 

（二）校長為緊急應變小組召集人及應變總指揮，總務長為副召集人兼業務執行督導，學務

處、人事室、會計室、本校一級單位及附設單位之主管共同組成小組。 

（三）緊急應變小組成員 

組別 職稱 編組人員 執  掌 

決
策
小
組 

召集人及 

應變總指揮 
校長 

1.視災害搶救之需要，召集緊急應變小組，成立 24

小時值勤救災指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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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召集人及 

現場對外新聞

發言人 

主任秘書 

1.協助小組召集人綜理督導緊急應變處理小組業務。 

2.協助小組召集人協調、督導緊急應變處理小 組業

務單位推動執行工作。 

3.依小組召集人指派，隨同外界代表現場勘察救災技

術指導。 

組員 總務長 負責召集組員研商並提供緊急事件諮詢事宜。 

組員 學務長 負責召集組員研商並提供緊急事件諮詢事宜。 

組員 教務長 負責召集組員研商並提供緊急事件諮詢事宜。 

組員 總教官 負責召集組員研商並提供緊急事件諮詢事宜。 

現場指揮官 事故單位主管 

1.現場救災與化學物質處理作業之指揮與布署。 

2.支援需求之提出。 

3.人力支援之機動調派。 

通
報
組 

組長 環安衛中心主任 
1.緊急狀況的警報發布，及通報現場處理狀況。 

2.依指示與現場指揮中心聯繫。 

3.向有關單位請求支援協助。 

組員 
環安衛中心行政助

理 

組員 警衛室人員 

搶
救
組 

組長 營繕組長 
1.協助災變分析與物質安全資料表及防護救災器材

之提供。 

2.專業與技術之提供、支援。 

3.協助現場救災、狀況控制與化學物質處理作業 
副組長 事務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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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員 
請組長視現場情況

自行選人、調整。 

（協助搶救洩漏、遮斷與修護）。 

疏
散
組 

組長 生輔組長 

緊急狀況發生時之人員疏散引導並管制人員進出。 
組員 警衛室人員 

組員 
請組長視現場情況

自行選人、調整。 

救
護
組 

組長 健康中心護士 

傷患急救及協助送醫。 
組員 

請組長視現場情況

自行選人、調整。 

支
援
組 

組長 保管組長 

支援協助救災相關業務（機動組）。 
組員 

請組長視現場情況

自行選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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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緊急應變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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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應 變 

一、緊急通報程序、內容及方式 

（一）緊急通報程序 

1. 發現緊急狀況之人員應立即就近通知相關人員或告知系單位辦公室災害現場之狀況。 

2. 系所單位辦公室人員應告知系單位教職員工生緊急狀況，並依狀況通知相關之救援單

位。 

3. 如因化學反應產生毒化物或毒化物洩漏而污染運作場所周界外之環境，或於運送過程中

發生突發事故而有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之虞者，實驗場所負責人應立即採取緊急防

治措施，並至遲於一小時內，報知當地主管機關（台南縣環保局：06-6572916）；

於事故後，系單位應於十二小時內陳報校長。 

（二）緊急通報內容 

進行通報時，通報人務必採用最短、最有效的告知方式，以爭取時效並清楚告知，若

能於事先擬訂制式之通報詞，以供相關人員練習，較可避免緊急時，因慌張而將通報內容

掛一漏萬，造成 延誤或導致更嚴重的後果。緊急通報內容事項及通報詞範例（表一）如下： 

    1.通報人單位、職稱及姓名。 

    2.通報事故發生時間及發生地點。 

    3.事故狀況描述。 

    4.傷亡狀況報告。 

    5.已實施或將實施之處置。 

    6.可能需要之協助。 

    7.其他。 

（三）緊急通報方式 

       1.大聲喊叫。 

   2.打電話。 

3.傳真。 

4.廣播。 

5.其他可靠、快捷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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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通報詞範例 

1.單位內部通報 

  包含內容：a.發現者 b.時間 c.事故地點 d.洩漏物 e.目前狀況 f.人員狀況 g.其他。 

  範例：「喂！系辦嗎？我是四技一王君，在約十點時，發現由 119 實驗室傳出刺鼻味，可能是

氯氣外洩，目前無人員傷亡，但範圍有持續擴大的現象，請儘快派員前往瞭解協助處理」。 

2.單位內部疏散廣播 

  包含內容：a.時間 b.事故地點 c.洩漏物 d.目前狀況 e.應變動作或逃生方向 f.其他。 

  範例：「系上全體師生請注意！系上全體師生請注意！119 實驗室，於上午十點發生氯氣外洩，

目前範圍正持續擴大中，請全體師生立即往上風處，東側側門方向疏散」。 

3.周邊單位通報、疏散廣播 

  包含內容：a.廣播單位、廣播者 b.災害種類 c.災害程度 d.氣象條件 e.應變動作或逃生方向 

f.聯絡電話 g.其他。 

  範例：「這裡是○○系，我是老師張君，目前本系發生氯氣外洩事件，氯氣正持續洩漏中，因

現在風向為東北風，有可能擴散至○○系，請  貴單位全體師生緊閉門窗，並迅速向西

北方向疏散，至本校操場集合，本單位已派人於該地點負責接待，本單位之聯絡電話為

5718888 或校內分機○○○」。（應重複 2～3 次） 

4.請求校內或校外單位支援 

  包含內容：a.請求者 b.災害種類 c.災害程度 d.支援項目 e.災害地點 f.聯絡電話 g.約定地點 h.其

他。 

  範例： 

求援單位：「喂！是消防局（環保局）嗎？我這裡是台灣首府大學○○系，我是職員李義，

本校地址是麻豆鎮南勢里 87-1 號，本單位 119 實驗室因發生氯氣大量外洩，請  

貴局緊急支援 A 級防護衣 1 套，可以嗎？」 

支援單位：「可以」。 

求援單位：「那我留下聯絡資料，我的聯絡電話是 5718888 轉 ○○○(或留手機)，我是職員

李義，請將支援器材送到本校大門口，我們會派人在那邊接應」。 

支援單位：「好的，我們立刻派人送 A 級防護衣 1 套過去。再確定一下，貴單位的地址是麻

豆鎮南勢里 87-1 號，電話是 5718888 轉○○○(或留手機)，是否正確？」 

求援單位：「正確，謝謝您的協助」。 

5.單位通報台南縣環保局 

  包含內容：a.通報者 b.災害地點 c.時間 d.災害種類 e.災害程度 f.災情 g.聯絡電話 h.其他。 

  範例：「喂！環保局嗎？我這裡是台灣首府大學○○系，我是職員李義，本單位在今天上午十

點，於 119 實驗室發生氯氣大量外洩，目前無人員傷亡，本單位正全力搶救，預估災情可能會

蔓延至東南方向的鄰近地區，本單位正密切觀察中，如有進一步情況會立刻回報，本單位地址

是麻豆鎮南勢里 87-1 號，我的聯絡電話是 5718888 轉○○○(或留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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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應變處理 

預防是避免意外災害的最高指導原則，萬一發生意外，最重要的是搶救人員，鎮定地依

緊急應變步驟，遵行處理原則，採取有效防護措施，進行救災與災後之清理。 

（一）緊急應變實施步驟 

緊急應變實施步驟如下： 

1. 擬定緊急應變組織架構及權責 

2. 確認學校相關位置進行風險危害評估 

3. 訂定通報程序及連絡體系 

4. 擬定緊急應變程序 

5. 擬定疏散路線圖、疏散後集合點及清查人數方式 

6. 訂定學校各棟大樓意外狀況緊急處理措施  

7. 訂定緊急應變訓練計畫 

8. 實地演練計畫 

9. 緊急應變計畫之檢討與修正 

（二）搶救人員之注意事項 

1. 不管任何人到達意外事故現場，安全絕對是主要的考量。 

2. 先辨識化學品的種類與特性。 

3. 未穿著防護裝備之人員不得進入污染區域，處理人頇確實配戴防護裝備，由除污

走道進出禁區，事故處理後頇確實除污才能離開。 

4. 不瞭解狀況不要勉強處理，要請求專家及災害預防技術支援諮詢中心協助。 

5. 要會運用物質安全資料表、緊急應變指南等資料。 

6. 頇熟悉個人防護具及各項搶救設備之使用，並定期維護。 

7. 行動頇正確而不是求快，要第一次就做對，才不會救人反被人救。 

（三）中毒發生時之立即處理 

1. 保持鎮定避免本身被毒化物污染。 

2. 急救，並儘速送醫。 

3. 打電話求救。 

（1） 警衛室（校內分機：662） 

（2） 健康中心〈校內分機：542〉 

（3） 成大醫院（06-2353535，FAX：06-2366584） 

（4） 奇美醫院（06-2812811） 

（5） 永康榮民醫院（06-3125101） 

（6） 新樓麻豆分院（06-5702228） 

（7） 麻豆消防分隊（06-5722440） 

（8） 佳里消防分隊（06-7224334） 

（9） 柳營消防分隊（06-6220464） 

http://www.miaoli.gov.tw/depart01/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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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緊急防護措施 

       1. 緊急處理 

（1）疏散不必要之人員。 

（2）隔離污染區並關閉入口。 

（3）視事故狀況，聯絡供應商、消防及緊急處理單位以尋求協助。 

（4）搶救者頇穿戴完整之個人防護設備，方可進入災區救人。 

（5）緊急應變搶救編組宜採互助支援小組方式進入災區救人。 

（6）急救最重要的是迅速將患者搬離現場至通風處，檢查中毒症狀，判斷其中毒

途徑並給予適當的急救。 

       2. 毒化物洩漏、著火處理 

（1）視事故狀況，聯絡供應商、消防及緊急處理單位以尋求協助。 

（2）人員頇先撤離洩漏區，不要接觸或穿越洩漏污染區域。 

（3）依現場地勢考量，保持人員位於上風處，遠離低漥或通風不良處。 

（4）僅由受過訓之人員負責清理與處置之工作，且人員必頇有適當之防護裝備。 

（5）避免任其流入下水道或其他密閉空間。 

（6）切斷並移開所有引火源，在人員可接近之狀況下，設法阻止或減少溢漏。 

（五）處理原則與方法 

       1. 急救處理原則 

          （1）立即搬離暴露源。不論是吸入、接觸或食入性的中毒傷害，應先移至空氣新

鮮的地方或給予氧氣，並在安全與能力所及之情況下，儘可能關閉暴露來源。 

（2）脫除被污染之衣物。迅速且完全脫除患者之所有衣物及鞋子，並放入特定容

器內，等候處理。 

（3）清除暴露的毒化物。 

（4）若意識不清，則將患者做復甦的姿勢且不可餵食。 

（5）若無呼吸，心跳停止時立即施予心肺復甦術（CPR）。 

（6）若患者有自發性嘔吐，讓患者向前傾或仰躺時頭部側傾，以減低吸入嘔吐物

造成呼吸道阻塞之危險。 

（7）立即請人幫忙打電話至 119 求助。 

（8）立即送醫，並告知醫療人員曾接觸之毒性化學物質。 

       2. 急救處理方法 

          （1）救護人員到達前，請參照「現場急救與處理流程圖」中，不同暴露途徑實

施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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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急救與處理流程圖 

（2）詳細急救步驟，請參照接觸之化學物質之「物質安全資料表」（MSDS）中，

急救措施之緊急處理及急救措施，依其暴露途徑實施急救。 

 

（六）善後處理 

1. 災後處理： 

（1）保持洩漏區通風良好，且其清理工作頇由受過訓之人員負責。 

（2）對於消防冷卻用之廢水，可能具有毒性，應予以收集並納入廢水處理系統處理。 

（3）洩漏區應進行通風換氣，廢氣應導入廢氣處理系統。 

（4）可以非燃性分散劑撒於洩漏處，並以大量水和毛刷沖洗，待其作用成為乳狀液

時，即迅速將其清除乾淨。 

（5）亦可以細砂代替分散劑，再以不產生火花之工具將污砂剷入桶中，再將其氣體

導入廢氣處理系統。 

發現中毒

尋求協助

食入中毒皮膚接觸吸入中毒眼睛受波及

脫除衣物
用水清洗

迅速移至
新鮮空氣處

清水沖洗
至少15分鐘

神智不清抽　搐神智清醒

清除口鼻內異物維持呼吸道順暢催　吐

送　醫

收集現場資料、中毒樣品及嘔吐物

備註

備註：如有下列情況，則不可催吐：
　　    1.服入為強酸、強鹼性物質（如吞入後立即發現，可給予牛奶，
        若非當場發現，則禁食任何東西，並立即送醫）。
　　  2.石油或石油製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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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事後可以使用清潔劑和水徹底清洗災區，產生之廢水應予以收集處理。 

2. 毒化物人員除污處理： 

         （1）自事故現場回到指揮中心前宜先做好裝備及工具的除污工作。 

（2）依指定路徑進入除污場所。 

（3）以大量水沖洗防護裝備及洩漏處理工具。 

（4）簡易測詴是否有殘留毒性化學物質，若有者再進一步清洗。 

（5）完成後依指示在特定區域將防護裝置脫除。 

（6）脫除之防護裝置及除污處理後的廢棄物宜置於防滲塑膠袋或廢棄除污容器

中，待進一步處理。 

 

三、本計畫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