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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機構情境式火災風險辨識與溝通作業演練 

新北市避難弱勢場所減災應變講習 
 



起火原因：電線失火 

起火原因：疑似電器起火 

2017/05/19 
屏東縣南門護理之家 

4死55傷 
起火原因：疑似縱火 

13死12傷 

13死59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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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機構、長期照護機構重大火災案例特性分析 
案例 新北市台O醫院附設

護理之家 
屏東南O護理之家 龍潭私立愛O長照中

心 
新店樂O老人長期照顧
中心 

台南新O醫院北O分
院附設護理之家 

發生時間 2018.08.13 
AM 04:27 

2017.05.19 
AM 04.55 

2017.03.10 
AM 05.05 

2016.07.06 
AM 07.01 

2012.10.23. 
AM 03：29 

死傷人數 12人死和12人輕重傷 
 

4人死和56輕重傷 4人死和13輕重傷
（含1名外籍照服員） 

 6人死和28輕重傷  13人死和59人輕重
傷 

住民特性 慢性病住民（氧氣、
鼻胃管及尿管之三管
住民） 
 

慢性病住民（插呼吸
管、鼻胃管及尿管之
三管住民） 

慢性病住民（鼻胃管
及尿管之二管住民） 
 

高齡行動困難之住民 慢性病住民（插呼吸
管、鼻胃管及尿管之
三管住民） 

住民死
（傷）亡
率 

37.5%(37.5%) 3%(37) 11％（32％） 14％（67％） 19％（100％） 

死因 燒（嗆）死，以及吸
入濃煙，一氧化碳中
毒而死 

燒（嗆）死，以及吸
入濃煙，一氧化碳中
毒而死 

燒（嗆）死，以及吸
入濃煙，一氧化碳中
毒而死 

燒死，以及吸入濃煙，
一氧化碳中毒而死 

吸入性嗆傷導致呼吸
衰竭 

起火原因 疑似床墊電源線起火
且疑似供氧系統漏氣 

疑似人為縱火 疑似蠟燭照明不慎引
發易燃物品 

疑似電器引燃堆積之易
燃物品 

人為縱火 

災害擴大
要因 

1.未關閉非起火住房

造成濃煙擴散。 

2.通報總機內部機制，

而延誤通報119時機

（9分鐘） 

3.. 啟動疏散時未就近

前往所規劃之等待援

空間。 

4.過度強調疏散，致

使就地避難觀念未被

落實。 

1.地區火警警鈴被關
閉 
2.未第一時間疏散起
火 
  住房之住民 
3.未關閉起火及非起
火 住房之房門 
4.無初期滅火 
5.排煙系統並未啟動 

1.住房之房門係塑膠
拉門，  
   無法阻隔濃煙。 
2.無設置火警探測器
及火 
  警受信總機立即偵知
火災。 
3.無初期滅火 
4.未第一時間疏散起
火住 
  房之住民 

1.地區火警警鈴被關閉 
2.未關閉房門 
2.未第一時間疏散起火
住房 
   之住民 
3.無初期滅火 
4.非機構人員撥出，且
通報119未明確告知相
關資 訊。 
5.錯誤疏散策略 

1.防煙區劃失效 
2.夜間自衛消防編組
人力偏低 
3.初期滅火失敗 
4.通報延遲 
5.錯誤疏散策略，缺
乏持續照護 

    資料來源：潘國雄（2018.08.20） 

合 法≠安 全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消防局（2018.08.17） 

新北市台O醫院附設護理之家起火住房及罹難者分佈圖 



2016 2017 
Year 

樂活長照中心 
6死28傷 

07:01(晚班時段) 

愛心長照中心 
4死13傷 

05:05 

南門護理之家 
4死55傷 

4:55 

TAIWAN 

2012 

北門護理之家 
13死59傷 

03:29 

台灣接連發生護理之家重大火災案例 

均有諸多共通性: 

1. 均屬大夜班時段有限人力、多人住房起火 

2. 初期滅火失敗 

3. 延誤通報119時機 

4.無法及時關門侷限火災肆虐範圍 

5. 就地避難策略仍未被接受 

6. 缺乏火災風險辨識與利害關係人溝通作業 

7. 自主防減災邏輯思維及緊急應變作業，不符火災境況需求 

夜間火災災例 尊重災例，記取教訓，勿重蹈覆轍 

資料出處：1.簡賢文教授(2018.04.14） 
          2.潘國雄講師(2018.08.16) 

2018 

部立台北
醫院附設
護理之家 

13死12傷 
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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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及長照機構 

火災案例風險註記與辨識 

～隱藏在重大災害案例的認知失調～ 
     

  無法回應系統性錯誤並否認失敗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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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度迷戀執行基準內容 

導致消防作為僵化，不符實際情境需求 
 
 
 

以某外勤分隊為例，在輔導機構作消防署制自衛消防編組驗證，

多只派一隊員到現場指導，資料填合格就備查，導致業主也習

慣認為自己的避難驗證一直是分隊認定 

合格的，就是安全的！ 

  案例 

來自機構反彈的課題 

資料來源：簡賢文教授（2018.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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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1.大部份消防大隊不建議用CO2滅火器 
 

• 為落實機構大夜班人員初期滅火能力評鑑，應觀察演

練人員於起火住房實地噴灑手提滅火器必要性 

• 評鑑基準並未要求各住房內外都要設CO2滅火器，也

不需挑戰消防安檢合格法定乾粉滅火器配置；而全機

構只需備有1-2支CO2滅火器，供評鑑作業時操作使

用即可 

來自機構反彈的課題 

資料來源：簡賢文教授（2018.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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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2.礙於時間不夠，大部份消防大隊不建議帶防煙面罩 

 

• 評鑑作業的現場消防演練， 如評估操作防煙面罩或

CO2滅火器可能造成傷害，不必勉強非得有該步驟 

• 演練評鑑為的是註記習知作為方式，是否存在風險，

而加以溝通，因此可彈性的依據演練中有戴面具或濾

毒罐且應變正確者給予加分 

• 基於風險辨識與溝通共同作業，來學習如何於有限人

力、有限時間下，改進合宜的防減災邏輯思維與簡化

可及的應變作為 

來自機構反彈的課題 

資料來源：簡賢文教授（2018.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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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3.大部份消防大隊建議火災房上層要疏散 

 

 
 
 
 
 
• 長照機構火災安全強化方案目標對長照機構而言，應遠高於建築/消防法規

的合法水平(以合法合格為限，無法控制台灣人文社會存在的火災風險)，要

做到面對夜間住房火警，也要努力使住房內無住民死亡為目標 

來自機構反彈的課題 

• 衛福部照護司評委
否決 

• 消防專家要求劃出
於法無據的等待救
援空間 

• 消防評委多次否定
地方分隊的疏散策
略 

地方分隊
多年實務
消防經驗
面臨衛福
部照護司
挑戰 

 
彼此缺乏火災風
險辨識與溝通作
業 

 

資料來源：簡賢文教授（2018.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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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3.大部份消防大隊建議火災房上層要疏散 

來自機構反彈的課題 

日本總務省的長照機構火災安全研究的水平避難圖示 

消防常規的垂直
避難演練作法 

水平避難至等
待救援空間 

因人力與時間的限
制，該樓層住房中
有五個住房來不及
撤出，而造成死亡 

大家均能避開火煙
急迫的危難，最後
得到消防救援或得
以脫困 

資料來源：簡賢文教授（2018.04.14） 



高耗能電器設備管理機制失效？ 

• 高耗能電器使用安全(範例) 
 定義:除吹風機外， 高於五百瓦以上高耗能電器用品非照護設備以及
長年都沒有拔除插座之照護設備 

 專人負責列冊管理及張貼電器安檢標籤 



電源插座類:凡使用外接電源非固定插座電源之電源延長線及
多孔插座，另下述延長線及多孔插座請勿使用。(使用年限約2年) 
• a.未通過經濟部標準局檢驗合格 
• b.未設有安全開關(含過載跳脫裝置) 

未通過經濟部標準局檢驗合格 
(CNS正字標誌 或 BSMI檢磁標誌) 

延長線未設有安全開關 
(含過載跳脫裝置) 

多孔插座 

電原插座管理機制失效 

電源延長線列管及檢點標籤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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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劃/住房獨立防火、防煙區劃：隔間牆未頂實樓地板，
管線貫穿部亦沒有以防火材料填塞，並定期檢修天花
板，避免天花板破損或缺塊之情形。 

走廊 走廊居室 居室

隔間牆與樓板相接隔間牆未與樓板相接

走廊居室

避免天花板上有開口或破損

資料來源：鄭元良、楊欣潔等（2014.11），既有老人福利機構及護理之家防火安全設計檢討與改善，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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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空調系統：火災時未能與火警自動警報設
備連動自動切斷，致使濃煙透過預冷式通調箱
風管及出風口擴散至非起火住房。 

資料來源：薛裕霖（2018.08.20）。 



針對合理會發生的最不利情況， 
及機構既有防火避難設施與消防設備條件下， 
 

註記緊急應變自助階段演練作業的不合理性 
所突顯的風險因子，喚醒與輔導機構平時整備階段，
強化減災邏輯與落實有效應變動作，達成限縮火災
波及範圍，提高機構與住民存活度之共識目標 

尊重災例 

火災風險辨識與溝通作業演練 推動理念 



衛生福利部評鑑新制之情境式火災風險辨識與溝通作業演
練，主要是透過火災情境的選定（起火住房、火源位置靠
出入口/病床間/靠窗側），觀察大夜班人員在應變過程中
所演練的RACE，是否存有明顯的風險因子，透過演練後
的評鑑作業時間，共同研習與溝通，註記建議事項，喚醒
並輔導機構辨識常規習知演練作業方式與內容，存在的負
面因子，讓機構據以推動自主規劃、自主查核、自主修正
之災變管理與應變作業的正確性，落實至日後機構的教育
訓練與管理，應關注、強化與改善之重點 

風險辨識與溝通 

火災風險辨識與溝通作業演練 推動理念 



     風險註記 

演練是為了……. 

最好的應變計畫與演練腳本並沒有SOP 

起火住房最初的3-5分鐘是最為關鍵時刻 



誰才是演練的主角……. 

大夜班值班護理師及照服員 



法不溯及既往原則／用電安全管理 
火警警報系統／119火災通報裝置 
自動撒水設備／住民疏散策略 
防火區劃完整／等待救援空間 
R.A.C.E應變原則／自衛消防編組 
縱火防制對策….. 

關鍵癥結 

背
景
分
析 

災例風險註記(Risk-informed) 

緊急災害應變的
核心：利害關係
人充分溝通與跨
專業合作 

缺乏風險辨識與評估的減災與整備工作，不僅會導致機構
疲於因應災害的後果，更將使緊急應變作業與短期提出的
因應方案缺乏遠見與韌性，釀成更大的災難。 



災害應變的核心目的 

拯救人命 
（Life safety） 

避免災害擴大 
（Incident stabilization） 

搶救或移除財物 
（Property protection） 

首要 

次要 

最後 

如何避免產生負面相依性？ 



情境引導問題 
緊急災害應變

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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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護理之家夜間火災情境演練實例 

resource：Kuo-hsiung Pan（2012.11） 

訪查機構影片/康福護理之家.mp4
訪查機構影片/幸福家園護理之家.mp4


自衛消防編組演練 

滅火 

通報 

避難引導 

安全防護 

救護 

住民安全 照護品質 

指揮 

滅火 

日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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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查機構影片/康福護理之家.mp4


自衛消防編組演練 

通報 

避難引導 

安全防護 

救護 

住民安全 照護品質 

指揮 

滅火 

夜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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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查機構影片/康福護理之家.mp4


 機構如何有效通報引導各住房住民與陪宿家屬/外
籍看護，採取適當的應變作為？ 

 機構緊急應變計畫律定的住民的共同或分別避難
策略內容為何？ 

 實施時有哪些可能面對的困難？ 
 將如何應變或解決？ 



確認發生火災位置後，初期應變作業 
  火災現場人員及總機人員，熟悉立即通報119之內容適當

及簡潔清晰。  

 啟動手動報警設備，例如:按壓設置於醒目位置的手動警鈴，
並適時切斷火警警鈴，避難干擾人員之應變。 

 對機構內持續廣播，確保未起火樓層住民不致引發恐慌。  

照片來源：彰化基督教醫院（2013.05.27） 照片資料來源： 署立桃園醫院附設護理之家（2012） 



119火災通報裝置 
設置119火災通報裝置(與火警自動警報設備連
動 ) 

圖片來源：本研究整理（2011） 
照片資料來源：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附設護理之家 

資瞭來源:https://www.shinetsu-s.jp/performance/火災通報装置の自動火災報知設備連動 



符合大夜班人力及空間需求 

29 

簡易自動撒水設備及1人操作消防栓 

第二種室內消防栓 自動/簡易 
自動撒水設備 

圖照來源：簡賢文教授研究室（2011） 
 

照片來源：http://www.koshizawa.com/newpage2.htm（2013.10.19） 
 

可有效抑制/侷限初期火災 

http://www.koshizawa.com/newpage2.htm


機構值班人員初期滅火、操作初期滅火設備 

 
 
 

判斷火焰高度及濃煙等火勢發展，決定滅火之作為，及選
用合適之滅火設備。 

疏散動線及方向避免與搶救動線重疊競合。 

疏散動線之安全門第一時間必須暢通（解鎖） 



 火焰高度低於150公

分，可以滅火器進行

滅火。 

 高於150公分，可以

消防栓箱進行滅火。 

 火焰高度達天花板者，

請儘速關閉房門，加

速人員疏散。 

 另如見濃煙不見火者，

建議趕緊撤離，不要

嘗試尋找火點。 

大於150公分 

小於150公分 

資料來源：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附設護理之家，2015.03.31 31 



火災緊急應變守則RACE 

資料來源：潘國雄（20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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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Remove、Rescue   救援疏散，將住民疏散出火源區 

2)A-Alarm   立即通報，啟動警報裝置及警示周遭人員 

3) C-Contain  侷限火煙，延長待援時間 

4)E-Extinguish/Evacuate 初期滅火，疏散撤離 

熟悉RACE，隨機應變 
無固定順序 



重症病患/住民疏散避難策略 

疏散避難策略：就地避難＞水平疏散＞垂直疏散＞整棟疏散 

就地 

避難 
水平

疏散 

33 



就地避難原則 
「就地避難原則」： 

1. 災害作業現場主管得視災害現場實際狀況，
對於移動能力較差，或局部區域無波及、無
立即危險的區域，先保護性留置住民（員工
）在相對安全之區域內避難。 

2. 單位的特殊考慮前提為：包含有裝置自動撒
水設備，中央空調系統自動切斷及嚴密防火
（煙）門的區域，可以考慮讓住民（員工）
暫停留在住房或相對安全區域內「就地避難
」。 

3. 當人力足夠，安全保護足夠的情況下，再移
到安全的區域。 

34 資料參考來源：藍正雄（2015.04.30），醫療院所火災預防&緊急應變計畫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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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疏散避難策略：起火住房優先疏散後關門，非起火住房關門初期就地避難 

區劃疏散避難策略：起火區劃水平疏散至等待救援空間或相對安全防火區劃， 

                  非起火區劃或樓層初期就地避難 

資料來源：Architecture and Building Research Institut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OC(2016.05.17),,The handbook  of fire safety design for elderly welfare institutions 

起火住房立即離房避難，另非起火住房或樓層，具有完整之防火
區劃，並能立即切斷中央空調系統，利用防火門遮煙或啟動排煙
設備（如機械式排煙、或開啟排煙窗等）。 

強調是病患/住民可以在其住房內免受火煙污染及持續照護等待
救援之作法，並避免移動過程中遭受不確定之高度風險（如遭受
濃煙嗆傷、移動中照護持續性中斷、疾病感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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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緊急應變RACE操作情境 

1.樓層只有1個人力時，但機構不可能一個人上班，因此，出來大喊也沒人幫忙，所以 
受訊總機接收到火災的訊息，火警警報器必然會大響，該樓層值班照服員需立即前往
各住房查看火災點，逐一查看沒有起火的病室後，房門一定要、一定要關起來
(Contain)，發覺到起火的住房出來大喊哪一住房起火了(Alarm)，若沒有其他人員聽到，
(如果火警警報器沒有響，應立即按下火警報警機)，使用呼叫鈴或電話通報護理長起
火住房(Alarm)，住房的火勢如果是可以撲滅的，移開起火側之住民(Remove)，拿滅
火器滅火(Extinguish)，前來支援的人幫忙先拉出住房內的住民至走道(Rescue)，如果
滅火失敗，全部連住民一起退出立即關門(Contain)已可取的任何物品標示淨空，移動
相對安全區（等待救援空間）(Evacuate)。 

 

2.夜班護理長為理所當然指揮官，指揮官接到通報，要自己打119通報及召回宿舍人員
(Alarm)，指揮值班人員（自身也可以加入）支援疏散位於走道區之住民(Evacuate)，
若是有其他意外狀況發生，指揮官需要臨機應變，所以指揮官不能一直呆在護理站或
固定點上，需移動前往去起火住房（區）查看狀況，並決定其他鄰近之住房需不需要
撤至相對安全區（等待救援空間）(Evacuate)或是採取非起火住房之初期就地避難。
宿舍人員應找到指揮官（護理長）聽侯指揮協助疏散住民，待所有住民皆確保安全無
虞後，方能執行斷電斷氣的動作。 

 

3.人少（低於2人）夜班或大夜班時需簡化消防栓水帶的使用（初期滅火失敗後即放棄
使用），因為需要2人操作並耗費一定時間，將延誤及阻礙疏散住民的動作。 

大夜班時間樓層僅有1人護理師或照服員值班之火災緊急應變流程 



火災緊急應變流程 

資料來源：潘國雄（20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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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緊急應變流程 

資料來源：潘國雄（2017.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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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 措施 

災害確認 
1. 護理師聽到火警警報後，透過火警受信總機獲悉起火樓層

及區域，並廣播通知樓層內之照服員確認起火點 
2. 照服員是否能快速移動並辨識起火住房及起火點？ 

災情通報 

1. 照服員是否通報周圍人員火災發生？ 
(1) 大聲呼叫2~3次，告知周遭工作人員（應與前項指標內容

同步進行）或按下手動報警機（火警警鈴） 
(2) 是否利用電話或無線電通知護理長 
2. 是否通報總機或護理師火災樓層及住房？通報內容是否包  
       括： 

(1)火災的位置 
(2)自己的單位及姓名（選） 
(3)有無人員受困或傷亡（選） 

3.護理師是否立即進行全機構廣播？動員人力抵達起火樓層？ 
4.是否立即通報119？通報內容是否包括： 
(1) 機構名稱及樓層 
(2) 發生位置及住民人數 
(3) 火勢大小 



火災緊急應變流程 

資料來源：潘國雄（2017.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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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 措施 

人力動員 

1.是否廣播並通報周圍人員/宿舍備勤人力火災發生？ 
（1）進行全面（棟）廣播（火災災害代碼） 
（2）進行廣播時明確說明起火樓層/住房 
2.是否進行機構外部支援人力緊急召回？ 
（1）召回方式 
（2）召回人員 
（3）召回集合地點 
（4）被召回人報到方式 
3.現場指揮官有無發揮應有之功能 
（1）有發揮現場指揮、溝通與調度之功能 
（2）有進行現場安全管制：進入起火住房人員的安全防護裝  
           備確認 
（3）協助照服員疏散住民 
（4）關閉火警警鈴 
（5）關閉電源、瓦斯及氧氣閥（住民安全確保無虞後） 
（6）清點人數、持續照護住民 
（7）住民後送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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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緊急應變流程 

資料來源：潘國雄（2017.10.26） 

緊 

急 

應 

變 

消防編

組人員

防護設

備、滅火

設備操

作 

1. 是否人員穿戴/卸除安全防護裝備 

(1)進入起火區劃 

(2)離開防火區劃 

2. 是否正確操作使用滅火器及室內消防栓等滅火設備？ 

(1) 正確使用滅火器、滅火時機及滅火距離 

(2) 正確使用室內消防栓、滅火時機及滅火距離 

3.當起火住房內之住民都已撤離至相對安全區或等待救援空間，支

援人力也已抵達起火空間，立即使用室內消防栓及延伸水帶，試

圖將火勢撲滅，阻止火煙擴大， 

住民疏

散及侷

限災害 

1.是否立即將起火住房及近火源危險區之住民移開或救出？ 

（1）疏散/移開住民時的站立位置 

（2）靠近或遠離火源的距離 

（3）疏散/移出住民使用工具及方式 

（4）拉開防焰隔簾暫時隔絕火勢 

（5）進入起火住房之照服員人數 

（6）疏散過程中之照護行為及設備之完整性 

1. 是否將住房之房門關閉？ 

(1) 人員完全撤離淨空 

(2) 未受波及之住房 

(3) 滅火失敗時 

2. 疏散完畢後是否確實關門立枕或以其他方式標明？ 

3. 是否將起火及未受波及之區劃（樓層）之防火門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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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緊急應變流程 

資料來源：潘國雄（2017.10.26） 

緊 

急 

應 

變 

疏散抵

達地

點、動

線、設備

及人力

任務指

派 

1. 現場指揮是否正確地啟動疏散指令？ 

(1) 是否利用無線電？ 

(2) 是否利用大聲公？ 

2. 是採取適當之疏散策略（就地避難、水平疏散及分階段垂直疏散）

及工具（床單、輪椅、推床、軟式擔架等）協助疏散病患？ 

3. 疏散住民時，是否有住民卡隨同？ 

4. 病患及家屬疏散時，照服員是否依疏散規劃之路線進行疏散？ 

(1) 避難引導人員是否備有引導工具 

(2) 疏散規劃之路線是否有明確引導之標示 

5. 後續支援人員抵達起火樓層或機構後，是否進行任務指示？ 

6. 樓層或區域完全撤離時，確認住民安全無虞後，是否關閉電力、

氧氣氣體閥等？ 

等待救

援空間

臨時收

治區之

開設 

1. 現場是否進行人員清點？ 

2. 是否進行住民檢傷分類？ 

3. 是否備有緊急照明、急救箱（作業車）、住民生命監控及持續維

生設備、保暖被縟？ 

4. 是否對住民進行急救作為、住民等持續照護與安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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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緊急應變流程 

資料來源：潘國雄（2017.10.26） 

住民後送與安置 

1. 是否將受傷之住民立即後送？ 

（1） 安排適當交通工具（簽約救護車廠商） 

（2） 住民後送之醫院與動向進行登錄管制 

（3） 後送住民動向追蹤 

2. 是否將未受傷之住民進行收容安置？ 

（1） 未受損樓層或空間之收容安置 

（2） 鄰近簽約機構或避難空間之收容安置 
（3） 家屬領回 

（4） 政府相關單位介入之收容安置 

消防隊抵達 

（抵達時間應視

與機構之距離及

交通狀況等） 

1. 是否備有機構各樓層平面配置圖、病患清冊 

2. 是否對消防人員進行災害彙報 

3. 是否引導消防分隊進入機構內之救災動線 

 



註記重要風險 

各樓層內以電梯間及住房作為等待救援空間之規劃，除具備空間
的防火區劃的完整性及出入口的門為具1小時防火時效之防火門外，
建議更應具備足夠之煙控設計(阻煙或排煙)及緊急電源插座。 

護理及外籍、照服人員為降低起火住房內等待被疏散之住民受到
火煙之影響，對於先行移開起火住房起火側之住民，方能滅火、
或可拉起防焰窗簾暫時阻絕火煙等觀念仍薄弱，宜不斷加以溝通。 

現場指揮官應發揮現場調度與指派等功能，善用無線電等溝通工
具，與其他樓層之值班人員溝通，且應盡速抵達起火區劃指揮及
協助應變編組織外籍照服員疏散位於走道上之住民，及引導外籍
照服員將住民疏散至等待救援空間，並待所有人員抵達後立即人
數清點工作。 



註記重要風險 

對於非起火住房及非起火區劃並於火災初期採取就地避難之住房，
應於火警警鈴響起且移動確認起火住房或起火點階段進行廣播時，
立即關閉該樓層之所有住房房門及防火區劃之防火門，另疏散起
火住房住民完畢時應盡速派人至其他非起火住房之住民進行安全
確認。 

護理及本籍外籍、照服人員對於初期各樓層僅有1-2人值班時之緊
急應變及優先疏散等應變流程及順序，建議宜不斷加以討論與溝
通，且落實夜間演練，設定大夜班、不同住房起火點、火勢大小
的設定等較不利之條件加以測試，藉以簡化過多之應變流程。 

本籍及外籍照護人力對於利用床墊套撤離住民之方式過於單一，
應嘗試不同之工具，如輪椅、被單等，且更加注意各項管路之移
除、固定等技巧，宜進一步加以訓練培養默契及簡化搬運流程，
並避免跌住民跌落或碰撞。 



情境引導及風險辨識討論 
Scenario 1:護理師或照服員發現起火住房時間的早晚? 
1.有無研判火勢大小對住民生命立即威脅度(高溫及濃煙)？ 
2.起火點位置可撲滅壓制與否的判斷(天花板上下)？ 
3.住房是2、3、5、6人房(空間大小)及預計疏散的住民數量及特性？ 
4.起火住房是長條狀一條龍，還是3床對3床抑或3床對2床的對稱「非字型」？ 
 
Scenario 2:照服員巡視各住房尋找起火住房時，應考量？ 
1.有無機會順便抓取到離起火住房最近的滅火器隨行(近距探查尚未反向取得)？ 
2.有無攜帶足夠的防護裝備、通訊設備？ 
3.先行目視樓層空間哪裡有煙擴散出來，有無機會儘速關閉非起火住房的房門？ 
4.起火住房之住民該用何種方式疏散？疏散至何處？疏散途徑安全與否？ 
 
Scenario 3:護理師或照服員該如何選用適當滅火設備及進行滅火的時機? 
1.起火住房第一位照服員進入住房後是否先行疏散所有住民後， 方執行初期滅火？ 
2. 第一位照服員進入起火住房後是否應優先拉開起火側之住民後，立即以所攜帶之滅 
   火器進行初期滅火？ 
3.裝有自動撒水設備的機構，當然可藉助該設備撲滅住房火災，是否該簡化初期火應 
    變流程， 抑或在該設備尚未啟動前將火撲滅？ 
4.是否當起火住房內之住民都已撤離至相對安全區或等待救援空間，支援人力也已抵 
   達起火空間，立即使用室內消防栓及延伸水帶，試圖將火勢撲滅，阻止火煙擴大？ 



應變計畫、演練腳本及流程  風險註記及溝通 



    簡化應變SOP 

住房內 住房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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