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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如遇火災、地震、颱風、風災受損、緊急醫療等情狀發生時，得以有效
的疏散，以降低人生危險、減緩財物損失為要。 
 

貳、本作業準則制定單位為陵管部單位。 
 
參、適用範圍： 

本作業準則適用於本公司之土地、房屋及建築等資產，且所有同仁皆應
配合執行。 
 

肆、緊急災害預防措施及程序作業 
一、火災： 

平日應具備預防火災之知識，並熟悉相關的處理及緊急通報程序，
實際發生火災的機會將會降低許多。然而，一旦有火災警報發生，
請遵照下列步驟： 
1、發現火焰或煙霧時應保持鎮定，以濕布掩蓋住口鼻，保持蹲低

姿勢，以雙手及膝蓋爬行至安全處。請勿試圖在濃煙或火焰中
奔跑。非最後必要，切勿打破玻璃。 

2、逃生：假如火災發生於密閉空間，應迅速移除任何會造成立即
危險之物品，離開時應將門關上。啟動最靠近之火災警鈴，並
通知其他人員撤離。 

3、通報消防大隊：電話119。請勿假定他人已通報，並提供消防大
隊以下資訊：緊急狀況種類、地址、回電號碼 
註：請勿於消防大隊掛上電話前先掛斷 

4、移動式滅火器及其使用：在消防隊抵達火災現場之前，移動式
滅火 器可協助撲滅小型火災或控制火勢，但移動式滅火器並無
法應用於大型火災或是火勢已蔓延之情況。即使在控制小型火
災時，移動式滅火器的效用也必須要視情況而定。 

5、使用移動式滅火器時，請注意下列事項： 
滅火器使用人員應於平時熟讀滅火器使用說明並能熟練操作。
滅火器使用人員應保持體能良好，以在需要時操作滅火器。 

6、在考慮採取救火行動前確認所有人員已撤離該區，或正在撤離。
確認已經通知消防大隊。 

7、如有下列任何一種情況發生，千萬不要採取救火行動 
(1)火災已經延燒到起火地點以外的地方，或已經是大火延燒情

況。 
(2)火災可能妨礙逃生的路徑。 
(3)不確定消防滅火器的操作方法。 
(4)不確定該消防滅火器是否適用於此種火災，或是足夠撲滅該

起火點。 
(5)以上任何一種情況使用滅火器滅火皆有很大的風險。如有上

述情況，請即刻離開並封閉現場，將其交由消防大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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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處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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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震： 
1、平時 

評估工作環境: 
窗戶及玻璃：靠近窗戶或玻璃隔板，應尋覓可避免被飛濺的玻

璃波及到 之掩蔽處。 
重物：靠近臨時牆面或隔板，平時應注意其固定是否牢靠。 
散放的物品：堆放在層櫃或架子上的物品，應注意該物品是否

夠安全或應將其移除。 
2、地震發生時： 

地震發生時，請遵照以下之步驟： 
(1)保持冷靜：切勿驚慌，嘗試走到外面，保護你自己。 
(2)快速行動：快速離開任何可能傾倒或落下之物品旁，如窗戶、

臨時牆面或隔板及沒有固定的物體旁邊，如檔案、
層櫃或任何懸掛的物品等。 

(3)蹲低閃避：盡量蹲低靠近地面。 
(4)遮蔽：就近找尋堅固的桌子或是躲避於傢俱旁邊。如無法遮

蔽，則盡量緊靠內牆，並用手臂保護頭及脖子。 
(5)緊抓：若躲避在堅固遮蔽物之下，避難人員必須用力緊抓遮

蔽物並做好隨時配合遮蔽物移動的準備。 
(6)保持固定姿勢直到停止搖動，並確認安全後方可移動。 
(7)電力如果中斷請勿驚慌。 

3、地震之後 
(1)檢查損失：小心檢查自己的區域，確認是否有損壞或潛在危

險，並預防餘震發生。 
(2)檢查設備：檢查是否有漏水、漏瓦斯、或電線短路。 
(3)限用電話：檢查電話話筒確定未有鬆動情形發生，並保持電

話線暢通，以供緊急使用。 
(4)傷員處理：緊急照護受傷人員，或找可以照護的人緊急處理

傷患。 
(5)如有任何需要立即注意或處理的情況，立即通報樓層避難引

導員，緊急應變小組成員或保全人員。 
(6)小心開門，注意掉落的物品，並保持遠離窗戶及玻璃四周

圍。 
(7)防止謠言散撥。錯誤傳播的訊息可導致混亂與驚慌。 
(8)與各單位緊急應變及救災人員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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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颱風： 

在颱風情況發生前，中央氣象局會預先發佈颱風消息及警報，物

管單位並即刻成立防颱應變小組，進行各項防颱應變準備及措施。

因此，通常在颱風發生的狀況下，並無緊急撤離需要。然而，物

管單位仍建議在颱風來襲之前，採取以下預防措施，並遵循相關

注意事項。 

1、颱風到達前 

得知颱風接近前，使用單位請任派一位人員向物管單位查詢目

前颱風動向及情況。參考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公佈及人資單位公

告之停止辦公宣佈後，在颱風到達前，疏散並請非必要人員先

行回家。各使用單位自行籌組一颱風緊急協調小組，以便進行

各項緊急通報及協調事宜。確認颱風期間內有足夠食物及飲水，

以備部分人員需留守過夜所需。 

2、颱風到達時 

在颱風已到達的情況下，除非必要，請留在室內，不要外出。 

通知物管單位個別對颱風之應變計劃，及留守在租戶內之人員

數量及姓名。 

如有特別颱風緊急狀況，請各單位主管憑斷應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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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上颱風警報發佈時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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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災緊急處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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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緊急醫療狀況： 
1、在一般或緊急狀況下，如有任何人員需要緊急醫療救護，請

即刻電話聯絡撥打119，出動救護車及醫療人員，並確切告知
傷/病患之所在位置，包括地址、樓層、戶別、公司名稱、傷
/病患及通報人員姓名及緊急連絡電話等資訊。 

2、在通知完醫療院所後，請即刻通知單位主管。單位主管視狀
況得派員至現場協助，並以最快速度安排緊急專用電梯協助
運送傷/病患，並安排專人引導救護車及醫療人員至現場處理，
或儘快送醫。 

 
意外事件處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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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心肺復甦術、中暑及燒（燙）傷緊急處理原則： 
(1)心肺復甦術：僅供已取得急救執照之同仁參考，務必先打 119 

五個急救步驟： 
(1-1)【檢查意識】靠近其耳朵大聲喊：「你怎麼了？」，輕拍或搖其肩膀。 

若清醒，則不需要進行下列急救措施。 
(1-2)【高聲呼救，撥打119】若不清醒，立刻【高聲呼救，撥打119】叫救

護車。冷靜告知情況、地點與明顯位置，最好派人到路口指引救護車，
只要意識不清，不管急救是否成功，都要儘快送醫。 

(1-3)【暢通呼吸道】若傷患面部朝下，一手固定其後頸，一手放其臀部外
側，平穩地翻身（頭頸背成一直線）成仰臥狀（避免頸椎受傷）。讓
傷患躺在堅實表面，不要躺在鬆軟的地方，否則不利急救。 

(1-3-1)一手按其額頭，一手食中兩指輕拉高其下顎，維持其頭部後仰。 
(1-3-2)若懷疑頸椎骨折，改用兩手輕托其兩側下顎使頭部後仰。 
(1-3-3)打開其嘴巴，取出鬆動之假牙與斷牙，以免吸入肺部或阻塞。 

(1-4)【檢查呼吸】（3-5 秒鐘）耳朵靠近傷患口鼻，看（胸部起伏）、聽、 
感覺（呼氣）呼吸。 

(1-4-1)若有呼吸，保持呼吸道暢通，採側臥姿勢，馬上送醫。 
(2-4-2)若無呼吸，維持其頭部後仰，輕捏其鼻孔，連吹兩口氣。每次吹

1.5-2 秒，吹氣後打開鼻孔洩氣，待胸部落下，再吹第二口氣（避
免由其口鼻漏氣）。若吹氣有阻力，或其胸部無隆起，將其頭部
再後仰些再吹氣，若仍吹不進去，則進行哈姆立克急救法。 

(1-5)【檢查脈搏】（5-10 秒鐘）食中兩指在傷患頸中線（喉結）向外側約
1.5-2 公分壓按頸動脈。 

(1-5-1)若有脈搏，無呼吸，則進行口對口人工呼吸，每五秒吹一口氣。
1 分鐘（吹12口氣）後再檢查脈搏5 秒鐘，若有脈搏，再檢查呼
吸。若有呼吸，保持呼吸道暢通，採側臥姿勢，馬上送醫。若無
呼吸，繼續口對口人工呼吸。 

(1-5-2)若無脈搏，則進行胸外按摩。由傷患腹部的肋骨下緣，往上滑動
至肋骨與胸骨交會的心窩，用食中二指併攏置於心窩上方的胸骨
上，另一手掌根緊靠食指旁，置於胸骨中線上，此即按摩位置。
食中二指移開，此掌重疊於另一手掌上方。兩手十指互扣並翹起，
只用掌根壓其胸骨。（避免肋骨骨折）面向傷患跪著，兩腿打開，
雙臂伸直，用上半身重量垂直下壓約4-5 公分。放鬆時，不可移
動手的位置。以每分鐘80-100 下的速度連續按摩15 次，接著2 
次人工呼吸。按摩時口喊：「一下、兩下……十下、十一……十
四、十五」第一聲按摩，第二聲放鬆。按摩後第一分鐘（15+2 四
個循環）與隨後每幾分鐘，檢查脈搏。若無脈搏，繼續進行心肺
復甦術。若有脈搏，檢查呼吸3-5 秒。若無呼吸，進行口對口人
工呼吸。若有呼吸，保持呼吸道暢通，採側臥姿勢，馬上送醫。
傷患失去意識===立即呼救打119 

呼吸道阻塞=====【哈姆立克急救法】快速壓5 下並檢查呼吸道急救後第一
分鐘與隨後每幾分鐘，評估一次呼吸與脈搏。 
有呼吸，有脈搏==【保持呼吸道暢通，側臥姿勢】 
無呼吸，有脈搏==【口對口人工呼吸】每 5 秒吹一口氣_ 
有呼吸，無脈搏==【胸外按摩】兩手每分鐘按80-100 下深4-5 公分 
無呼吸，無脈搏==【心肺復甦術】按15 下吹２口氣 
要努力維持傷患有效的呼吸與脈搏（胸部起伏，頸動脈跳動）直到 
其他懂心肺復甦術的人或醫護人員接手，或已經筋疲力盡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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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暑 
(1)迅速將患者移往蔭涼而通風之處所，放低頭部。 
(2)解除其負荷，鬆開衣服，全身淋以冷水(或用冰塊擦澡)，

直至患者甦醒為止。 
(3)脫水時，同時強力按摩四肢，以防止毛細血管流血滯積，

並促使散熱加速。 
(4)如發現患者呼吸困難，應立即施行人工呼吸。 
(5)患者清醒後，應請醫官或送至附近醫療機構檢診，以利進

一步之治療。 
(6)供給水份(患者意識清醒才可經口給予水份，否則應經由點

滴給予)。 
3、燒(燙)傷 

依灼傷程度大致可分為： 
一度灼傷：皮膚發紅。 
二度灼傷：皮膚表面起了水泡。 
三度灼傷：皮膚會變黑，甚至可能深及肌肉骨骼。 
處理方法： 

(1)在患部用大量的水沖洗至少三十分鐘，直至傷口不熱不痛
為止。 

(2)衣服及其他束縛物物如手錶,戒指等可造成熱滯留的東西
應脫去，如有沾黏應以剪刀沿傷口周圍剪開。 

(3)如有水泡不可戳破，以避免傷口感染。 
(4)以乾淨的紗布敷蓋患部以防感染。 
(5)“沖、脫、泡、蓋、送”原則。 
(6)儘速送醫。 

4、意外急救注意事項： 
(1)急救箱配置地點（辦公室、各服務處、會館、保全哨）。 
(2)嚴禁提供傷患任何內服藥品。 
(3)工作人員必須告知傷患外用藥品名稱及用藥方法。 
(4)必須徵求傷患或其家屬同意，才能為傷患處理傷口。 
(5)人員遇通報時，應攜無線電、急救箱立即前往。 
(6)若需通報 119、110 時，應派人於主要路口等待，並視發 
(7)生位置決定是否於其他出入口進出執行急救作業。 
(8)若需至醫院時，應派員陪同前往，並隨時回報處理情況。 
(9)若遇重大流血、受傷…等情況需送醫時，應於出事現場拍

照並視情況將現場復原；若遇需報警處理之事故，則需立
即撥打110 報案並立即封閉該區以待調查。 

(10)勿隨意於傷患前做任何承諾或爭吵，但應表達本公司關心
之意及如何辦理出險理賠，若有其它爭執時，則應立即通
知現場主管或報警處理。 

5、災害應變處理流程(應變小組編列)： 
(1)緊急應變組織及職責： 
(2)編組方式：由各使用單位主管依下列應變組織及職責自行

編組，編組名單統一由物管單位造冊備查。如有人員異動
則由各使用單位主管重新指派編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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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自衛編組 人 員 工 作 職 責 

1.通報班 

組長： 
代理人： 
組員： 

1.廣播通知疏散至安全區域。 

2.受理報案填寫緊急電話通報記錄表。 

3.消防機關通報並確認已通報。 

4.向消防隊或外援單位提供資訊，並引導至災

害現場。 

5.聯絡緊急應變小組及內外相關單位、人員。 

2.避難引導班 

組長： 
代理人： 
組員： 

1.引導人員疏散至安全地點集合、向各單位人

員點名確認所有 

人員是否已避難，並將結果通報指揮中心。 

2.管制人員、車輛出入。 

3.設置拒馬或警戒線標示等封鎖、隔離災變現

場並實施警戒，管制區域。 

4.消防、救護車輛之引導。 

5.保全人員配合管制組進行工作。 

3.滅火班 

組長： 
代理人： 
組員： 

1.使用適當之消防器材、設備撲滅火災。 

2.冷卻火場周圍設備、物品以遮斷隔絕火勢漫

延。 

3.事故現場之人員搜救及搶救。 

4.事故現場危險物之移除。 

5.配合消防隊救災。 

6.故障設備檢修。 

4.安全防護班 

組長： 
代理人： 
組員： 

1.緊急應變器材準備/協助著裝/回收及歸位。 

2.隨時向總指揮官報告現場災況。 

3.支援搶救組/醫療組。 

4.於監控室平時預備各種重要設備及管線之細

部藍圖，以備臨時緊急需要。 

5.救護班 

組長： 
代理人： 
組員： 

1.設置緊急救護場所。 

2.緊急處理受傷者(檢傷)。 

3.受傷者處理情形通報指揮中心。與消防救護

車人員連繫，並提供必須情報。 

4.負責受傷人員急救與送醫事宜。設立除污

站，協助除污。 

6.夜間/假日
緊急應變小組 

組長： 
代理人： 
組員： 

1.緊急事故聯絡及通報。 

2.現場事故處理。 

 



永念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緊急災害預防措施及程序作業標準書 

緊急狀況回報流程： 

 

 

 



永念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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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物品處理流程： 
 
 
 
 
 
 
 
 
 
 
 
 
 
 
 
 
 
 
 
 
 

 
 
 
 
 
 
 
 
 
 
 
 
 
 
 
 
 
 
 
 
 



永念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緊急災害預防措施及程序作業標準書 

伍、執行 
一、作業準則，由權責單位主管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二、本準則如有未盡事宜，得依上開程序補充之，未補充前，專責單位

應依照物業之管理目的呈報主管辦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