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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安全衛生緊急應變計畫 
109 年 10 月 6 日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9 年  月  日彰女總字    號訂定 

壹、 目的 

為鑑別可能發生之災害事故或緊急狀況，因應、防止、或降低此類事件所可能

造成的人員傷害、財產損失與工作環境影響，特定本計畫與緊急應變之程序與規定。 

貳、 範圍 

本校所有校內工作者(如：教職、員工與工讀生等)、及進入學校適用職業安全衛

生法適用場所從事勞動作業在學校工作場所從事活動之利害相關者,如：承攬商勞

工、自營作業者與訪客等)。 

參、  定義 

3.1 學校常見的災害可分成化學、物理、生物及人因性與其他等四類，現將四種災害

常見之引起原因分述如下。 

3.1.1 化學性災害：包括腐蝕性酸鹼之燒灼傷、有機溶劑及毒性化學物質不當貯

存、處理或曝露而引起的化學災害，如火災、氣體之外溢、爆炸等。 

3.1.2 物理性災害：包括噪音、高溫、低溫、輻射、高壓電、機械災害等。 

3.1.3 生物性災害：包括致病生物及病原體之傳染，或為疾病之媒介。 

3.1.4 人因性與其他：人因性危害與如地震引起的氣體鋼瓶傾倒而發之災害。 

3.2 危害性之化學品（以下簡稱危害性化學品），指危險物或有害物： 

3.2.1 危險物：符合國家標準 CNS15030 分類，具有物理性危害者。 

3.2.2 有害物：符合國家標準 CNS15030 分類，具有健康危害者。 

肆、 學校基本資料 

4.1 學校相關位置圖（校區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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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校區地圖  

   4.2 學校相關機械設備位置圖（如學校統計資料）  

 

   4.3 學校相關工程作業圖（如學校工程施工資料）  

4.3 學校處理危害性化學品總表： 

應將校內各場所(如：實(試)驗室、實習工廠、試驗工廠及有工作者作業之場所

等)中之化學品總表及儲存量列於下表： 

表 1 化學品清單 

科學館  科學館3樓藥品室 更新時間： 109 年 04 月 30 日 

物質名稱 儲存地點 儲存量/瓶 危害特性 

正丙醇 科學館 3樓藥品室 5 有機溶劑 

鋁粉末 科學館 3樓藥品室 3 危險物 

丙酮 科學館 3樓藥品室 15 有機溶劑 

碳化鈣 科學館 3樓藥品室 6 危險物 

乙醚 科學館 3樓藥品室 9 有機溶劑 

氯化氫 科學館 3樓藥品室 3 危險物 

乙醇 科學館 3樓藥品室 20 有機溶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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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丙醇 科學館 3樓藥品室 3 有機溶劑 

鎂粉末 科學館 3樓藥品室 1 危險物 

甲醇 科學館 3樓藥品室 8 有機溶劑 

丁酮 科學館 3樓藥品室 7 有機溶劑 

正己烷 科學館 3樓藥品室 8 有機溶劑 

硝酸 科學館 3樓藥品室 3 危險物 

草酸 科學館 3樓藥品室 4 危險物 

石油醚 科學館 3樓藥品室 7 有機溶劑 

氯酸鉀 科學館 3樓藥品室 6 危險物 

硝酸鉀 科學館 3樓藥品室 3 危險物 

氫氧化鈉 科學館 3樓藥品室 9 危險物 

硫酸 科學館 3樓藥品室 12 危險物 

甲苯 科學館 3樓藥品室 5 有機溶劑 

乙酸乙酯 科學館 3樓藥品室 4 有機溶劑 

丙酸 科學館 3樓藥品室 3 危險物 

醋酸 科學館 3樓藥品室 1 危險物 

過氧化氫 科學館 3樓藥品室 1 危險物 

伍、 權責 

4.1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之單位(或人員)與校安中心（或教官室）： 

4.1.2 訂定及修訂本計畫之「緊急事故處理與應變作業程序書」。 

4.1.3 界定緊急事故之狀況及後續處理。 

4.1.4 辦理平時緊急疏散之演練。 

4.1.5 編列緊急應變小組(如果有承攬商僱用之人員在學校工作場所作業,承攬人

雇主應指定人員參加)與需要器材整備。 

4.2 總指揮官：校長或其職務代理人擔任，負責指揮緊急應變行動、掌握災變狀況，

並採取必要救災措施；必要時，發佈相關資訊對外溝通。 

4.3 緊急應變小組 

4.3.1 接受各種緊急狀況之演練或訓練，遇到緊急狀況時採取緊急應變處理步驟。 

4.3.2 設定緊急事故處理流程及各單位分工事宜。 

4.4 各單位 

4.4.1 指派校內工作者參加本中心緊急應變小組。 



第 4 頁/共 13 頁                                A1-13 

4.4.2 依據緊急事故處理流程配合緊急事故之演練與辦理緊急應變。 

4.4.3 紀錄各項緊急事件發生或演練之相關文件。 

陸、 作業內容 

6.1 緊急應變小組 

6.1.1 緊急應變小組成員（請依貴校狀況自行調整）： 

應變小組 職    掌 

校長 

(應變小組召集人及應變

總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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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

主管或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人員（應變小組副召集

人兼業務執行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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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務處 災害防範及災害搶救行政事務之支援。 

學務處 校園安全及災害防救之協調處理。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

或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

員 

災害防救之協助處理及對於職業災害之緊急處理、調查分析統

計及通報。 

秘書室 重大突、偶發預警資訊、災情資訊之蒐集、發佈。 

教官室 救災指揮中心之設立及值勤聯繫業務。 

各系科 災害防救之業務。 

人事室 災害防救人事相關業務行政支援。 

主計室 災害防救會計相關業務行政支援。 

校安中心（或教官室） 協助辦理災害防救之協助處理及對於職業災害之緊急處理、調

查分析統計及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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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場所之承攬商 承攬人雇主均應指定人員配合學校實施緊急應變項目。 

 

6.1.2 緊急應變小組任務分組及工作內容（請依貴校狀況自行調整）： 

任務分組 
工  作  內  容 

現場指揮官 

（校長） 

1.現場救災與化學物質處理作業之指揮與佈署。 

2.支援需求之提出。 

3.人力支援之機動調派。 

通報組 

(事故單位、職業安全衛生

業務主管與校安中心（或

教官室）) 

1.緊急狀況的警報發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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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搶救組 

(事故單位、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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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救災、狀況控制與化學物質處理作業（搶救洩漏、遮

斷與修護）。 

疏散組 

（事故單位、教官室） 

緊急狀況發生時之人員疏散引導並管制人員進出。 

救護組 

（學務處健康中心與事故

單位急救人員） 

傷患急救及協助送醫。 

行政支援組 

（人事室、主計室） 

災害防救人事與會計相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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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緊急應變小組及相關單位人員聯絡方式（請依貴校狀況自行調整）： 

學校各級單位： 

單位 職稱 姓名 聯絡電話 

校內分級 緊急聯絡電話 

校長室 校長 陳香妘 1100  

教務處 主任 李政憲 1200  

學務處 主任 谷湘琴 1300  

總務處 主任 張仁為 1400  

設備組 組長 陳鵬仁 1204  

庶務組 組長 許順清 1401  

出納組 組長 謝友詩 1421  

秘書室 秘書 魏楓城 1101  

人事室 主任 朱美惠 1500  

主計室 主任 王美智 1600  

健康中心 護理師 許代蕾 1336  

校安中心（或教官室） 主任教官 廖盈潔 1309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謝友詩 1421  

承攬商統一指揮人員 主任 張仁為 1400  

註：依各學年職務名單，公告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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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救援單位： 

醫療單位 

單位名稱 地  址 電  話 

彰化基督教醫院 500彰化縣彰化市南校街 135號 04 723 8595 

秀傳紀念醫院 500彰化縣彰化市光復路 2號 04 725 6166 

救災單位 

彰化縣政府警局 500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二段 778 號 04 761 9370 

彰化縣政府警察局彰化分局民生

路派出所 
500 彰化縣彰化市民生路 322 號 04 722 8644 

彰化縣政府消防局第一大隊彰化

東區分隊 
500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三段 266 號 04 720 0236 

中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408 台中市南屯區黎明路二段 501 號 04 2255 0633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中區毒災應變

諮詢中心 
428 台中市大雅區科雅路 46 號 

電話:(05)557-4899 

傳真:(05)557-6232 

報案專線:0800-329690 

彰化縣環保局 500 彰化縣彰化市建興路 1 號 04 711 5655 

原子能委會員 234 新北市永和區成功路一段 80 號 2 樓 02 8231 7919 

 

https://www.google.com/search?tbm=lcl&ei=pYemXrCZJ5mvoAT67404&q=%E5%BD%B0%E5%8C%96+%E8%AD%A6%E5%AF%9F%E5%B1%80&oq=%E5%BD%B0%E5%8C%96+%E8%AD%A6%E5%AF%9F%E5%B1%80&gs_l=psy-ab.3..0j0i30k1l7j0i8i30k1l2.37173.86596.0.86833.9.9.0.0.0.0.93.759.9.9.0....0...1c.1j4.64.psy-ab..0.9.755...0i5i30k1j0i131k1j0i67k1.0.N-fvk0ywx6c
https://www.google.com/search?ei=gIamXqyGNNHi-AafvIugCA&q=%E5%BD%B0%E5%8C%96%20%E6%B0%91%E7%94%9F%E8%AD%A6%E5%AF%9F&oq=%E5%BD%B0%E5%8C%96+%E6%B0%91%E7%94%9F%E8%AD%A6%E5%AF%9F&gs_lcp=CgZwc3ktYWIQAzICCCY6AggAOgYIABAHEB46BAgAEB46BQgAEM0COgYIABAIEB46BggAEAUQHlDx-A1Yy6kOYM6uDmgAcAB4AIABeYgBgwqSAQQxMi4ymAEAoAEBqgEHZ3dzLXdpeg&sclient=psy-ab&ved=2ahUKEwiX4eG_iIjpAhXCQN4KHZt9AwsQvS4wAHoECAsQCA&uact=5&npsic=0&rflfq=1&rlha=0&rllag=24081966,120542661,162&tbm=lcl&rldimm=16497048183127228652&lqi=ChPlvbDljJYg5rCR55Sf6K2m5a-fWh4KBuitpuWvnyIU5b2w5YyWIOawkeeUnyDorablr58&rldoc=1&tbs=lrf:!3sIAE,lf:1,lf_ui:3&rlst=f
https://www.google.com/search?tbm=lcl&ei=cIemXs7TD4b_wAPA8LPgAg&q=%E5%BD%B0%E5%8C%96+%E6%9D%B1%E5%8D%80%E6%B6%88%E9%98%B2&oq=%E5%BD%B0%E5%8C%96+%E6%9D%B1%E5%8D%80%E6%B6%88%E9%98%B2&gs_l=psy-ab.3..38.47421.52081.0.52365.9.9.0.0.0.0.126.849.6j3.9.0....0...1c.1j4.64.psy-ab..0.9.845...0j0i67k1j0i131k1j0i30k1.0.-j87DVNUHmk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4%B8%AD%E5%8D%80%E8%81%B7%E6%A5%AD%E5%AE%89%E5%85%A8%E8%A1%9B%E7%94%9F%E4%B8%AD%E5%BF%83&oq=%E4%B8%AD%E5%8D%80%E8%81%B7%E6%A5%AD%E5%AE%89%E5%85%A8%E8%A1%9B%E7%94%9F%E4%B8%AD%E5%BF%83&aqs=chrome..69i57j0l7.4494j0j7&sourceid=chrome&ie=UTF-8
https://www.google.com/search?tbm=lcl&ei=_YemXo3KCpO5wAOL4b_QDA&q=%E5%BD%B0%E5%8C%96+%E7%92%B0%E4%BF%9D%E5%B1%80&oq=%E5%BD%B0%E5%8C%96+%E7%92%B0%E4%BF%9D%E5%B1%80&gs_l=psy-ab.3..0l3j0i30k1l2j0i8i30k1l2j38.223471.225511.0.225863.5.5.0.0.0.0.108.457.4j1.5.0....0...1c.1j4.64.psy-ab..0.4.376...0i7i30k1j0i7i10i30k1.0.0Q6_1utXe8E
https://www.google.com/search?tbm=lcl&ei=4IimXpPREZGDoATCwqD4Bg&q=%E5%8E%9F%E5%AD%90%E8%83%BD%E5%A7%94%E6%9C%83%E5%93%A1&oq=%E5%8E%9F%E5%AD%90%E8%83%BD%E5%A7%94%E6%9C%83%E5%93%A1&gs_l=psy-ab.3..0.25511.25511.0.26409.1.1.0.0.0.0.77.77.1.1.0....0...1c.1.64.psy-ab..0.1.76....0.2-VUd_xJX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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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緊急應變程序 

6.2.1 緊急應變實施流程（一般流程）（如圖 1 所示） 

 

圖 1 緊急應變實施流程（一般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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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疏散作業流程如下表所示 

程    序 內  容  說  明 權責單位 

疏散廣播 

 

 

 

人員立刻撤離 

 

 

 

 

 

主管清查人數 

 

 

 

回報指揮中心 

 

 

狀況解除復原 

 

 

對外溝通 

1.由總指揮官依災情嚴重性下達人員疏散

指令。 

2.利用廣播系統或擴音器傳達疏散指令。 

總指揮官 

 

通報聯絡組 

1.集合地點之指定，應參考當時的風向。

人員聽到疏散通知，應依避難引導組引

導或依逃生路線圖緊急撤離 

2.撤離過程，若有人員受傷應由救護人員

先做緊急處理安置，再安排緊急送醫。 

總指揮官 

 

 

救護組 

1.人員集合後，應清點人員，以確定是否

全數撤離。 

2.需將事發當時之訪客及承包商納入清查

對象。 

總指揮官及

其指派人員 

1.將疏散執行情形，回報指揮中心，以利

總指揮官掌握災情。 

通報聯絡組 

1.救災工作結束，由總指揮官下達解除指

令。 

2.需先確認災區的安全性，才可允許人員

進入。 

3.在總指揮官之指揮下進行復原工作。 

4.必要時指揮官對外發出新聞稿說明。 

總指揮官及

相關權責人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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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緊急應變措施及救護 

6.3.1 意外災害緊急防護措施 

6.3.1.1 緊急處理 

A. 疏散不必要之人員。 

B. 隔離污染區並關閉入口。 

C. 視事故狀況，聯絡供應商、消防及緊急處理單位以尋求協助。 

D. 搶救者須穿戴完整之個人防護具、與防護設備，方可進入災區救人。 

E. 緊急應變搶救編組宜採互助支援小組方式進入災區救人。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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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2 急救處理原則與方法 

6.3.2.1 急救處理原則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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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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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清除暴露的毒化物。 

D. 若意識不清，則將患者做復甦的姿勢且不可餵食。 

E. 若無呼吸，心跳停止時立即施予心肺復甦術（CPR）。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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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立即請人幫忙打電話至119求助。 

H. 立即送醫，並告知醫療人員曾接觸之毒性化學物質。 

6.3.2.2 急救處理方法 

A. 救護人員到達前，請急救人員依據不同之傷害進行不同之急救。 

B. 詳細急救步驟，請參照接觸之化學物質之「安全資料表」（SDS）（見附表1），

緊急處理及急救措施中，依其暴露途徑實施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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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善後處理 

6.3.3.1 人員除污處理：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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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依指定路徑進入除污場所。 

C. 以大量水沖洗防護裝備及洩漏處理工具。 

D. 簡易測試是否有殘留毒性化學物質，若有者再進一步清洗。 

E. 完成後依指示在特定區域將防護裝置脫除。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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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3.2 災後處理： 

A. 保持洩漏區通風良好，且其清理工作須由受過訓之人員責。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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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洩漏區應進行通風換氣，廢氣應導入廢氣處理系統。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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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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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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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緊急演練與訓練規定 

6.4.1 緊急應變演練每年針對不同緊急事故演練一次，由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或人員)

偕同校安中心(或教官室)主辦，每次演練二小時。 

6.4.2 演練計畫包含：演練目的、依據、演練時間、參加演練單位、演練模擬狀況及演

練過程說明等；演練前十日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或人員)偕同校安中心(或教官

室)應將演練計畫說明呈報校長核准，依演練計畫實施演練。 

6.4.3 參與演練人員包含承攬商及進入校內之訪客。 

6.4.4 演練結果進行檢討並由職業安全衛生中心作成記錄呈報校長，以作為修正緊急應

變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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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5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依據「教育訓練管理程序」安排緊急應變人員接受教育訓

練。 

6.5 記錄與追蹤 

6.5.1 每年定期或發生緊急事故後需檢討緊急應變計劃的適用性，必要時得修訂內容。 

6.5.2 事故發生後，需依「職業災害事故調查及處理辦法」（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附

件十三）進行事故調查與後續處置。 

6.6 災後復原 

由校長召開災後復原會議，訂定災害復原計畫，各單位依據制定災害復原計畫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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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化災應變程序與安全資料表(原稱物質安全資料表)之對照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