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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的問題
• 通常少了風險管理過程的呈現

• 組織與權責分野

風險/危機管理組織、醫院事件指揮系統、自衛消防編組

• 應變作業程序
共通程序書、災害/事件應變程序
文件管理：一致性(名稱、時序、角色職責..)、完整性、計畫修改

• 演習的成果，是計畫的驗證(不是計畫)

• 其他文件
圖面、表單….

•符合醫院特性及必要



規劃（Plan） 執行（Do）查核（Check）行動（Action） 紀錄（Record）

預防準備

開始（Initial） 減災

應變

回復

1.災害、事件

2.演習(演練)

3.其他

風險管理、安全管理、應變管理

風險分析、應變組織、疏散、孤立、重置、

接收計畫、持續營運等等

災害應變作業程序

火災、電腦當機、氧氣體中斷、停電、停水

颱風、水災、地震、疫災、戰爭、.... 

達成法規、評鑑、督考、認證…等等要求。



風險管理
• 風險/危機管理EMP 風險分析方法：參數_頻率Frequency、衝擊程度Impact

災害脆弱度分析，HVA；因 HVA 之評估需增加醫院減災與持續運
作能力(準備措施, preparedness)之分析，故可適用於所有災害。
醫療失效模式與效應分析，HFMEA
營運衝擊分析，BIA

1.風險管理架構包括下列要素：
(1)建立風險管理內涵(Context)(2)風險辨識(3)風險分析
(4)風險評價 (5)風險處理 (6)溝通(7)監督與改善
2.風險管理架構之要素可參考下列資料：
(1)ISO31000, 2018.Risk management Guidelines.

(https://www.iso.org/obp/ui#iso:std:iso:31000:ed2:v1:en)
(2)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風險管理專案(The GWU ICDRM 

project, 2010, p1-156~176
(3) ISQua,”Guideline and Standards for external Evaluation 
Organization”,4th Edition Version 1,2 Septmber 2015

109 年醫院評鑑基準-醫學中心適用版（草案）修正對照表，108.11



風險管理過程呈現/具體化

風險辨識
風險分析、

評估
風險管控

風險報告

(醫中)

可能因子說明：
1.曾有事件/災害
2.環境地理因素
3.建築基礎因素
4.時事檢視

風險事件因應措施說明：
1.硬體/物理性
2.作業流程管控/行政性
3.防護機制
4.教育與演練



緊急應變管理

災害
發生

日常管理

台灣緊急應變管理協台灣緊急應變管理協會 2020年5月28日#Comprehensive_Emergency_Management
#緊急應變管理的四個週期會https://www.facebook.com/294673224511185/posts/619947211983783/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comprehensive_emergency_management?__eep__=6&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A3ud5bs8uDZOHNsWxAA-xkcmMcx0uFJxrPklaLQxvX7rjS56DhZYE7V81ITrDGCvZUBPvQHyDrFAtQbtcWUf4OFc3qnnbVKGGnItk78Um1fmubx-kpqtkMnoSsWgC13MbsbjVn65OTZDA8NBsnvr7KVCR9D3D4flZ9umaS180pEdr3ntaMcNxRt1fa_UARvT3VnZaXiyZnrJZbQKIgm1XFa_DCyaDVu2sifq-rF4F6WiADLTIkgUbBoQYf7zMHElaHOZivnCKk6dHGRKDOite5j5mz0skJLUM02teJHHpnv-ImURo&__tn__=%2ANK-R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7%B7%8A%E6%80%A5%E6%87%89%E8%AE%8A%E7%AE%A1%E7%90%86%E7%9A%84%E5%9B%9B%E5%80%8B%E9%80%B1%E6%9C%9F?__eep__=6&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A3ud5bs8uDZOHNsWxAA-xkcmMcx0uFJxrPklaLQxvX7rjS56DhZYE7V81ITrDGCvZUBPvQHyDrFAtQbtcWUf4OFc3qnnbVKGGnItk78Um1fmubx-kpqtkMnoSsWgC13MbsbjVn65OTZDA8NBsnvr7KVCR9D3D4flZ9umaS180pEdr3ntaMcNxRt1fa_UARvT3VnZaXiyZnrJZbQKIgm1XFa_DCyaDVu2sifq-rF4F6WiADLTIkgUbBoQYf7zMHElaHOZivnCKk6dHGRKDOite5j5mz0skJLUM02teJHHpnv-ImURo&__tn__=%2ANK-R


緊急應變管理/災害應變計畫書

• 如何通過很少的步驟，完成計劃書

• 法規要求、符合醫院實際狀況、參與單位、知識量能

• 傳遞計畫內容，經過訓練或演習，產出成果，交付資料



奇美醫院為例

• 第壹部 醫院基本概況描述

• 部貳第 風險暨理管機危

• 第參部 緊急應變管理

• 第肆部 各類災害緊急應變計劃

• 第伍部 區域性緊急應變作業程序
書

• 第陸部 附錄、附圖

• 第柒部 樹林院區(精神科病房)

架構：基本結構



第壹部 醫院基本概況描述

1.醫院硬體建物介紹
地理環境_所在行政區、座向、年代、
樓層、周邊重要地標、鄰近重要支援
機關或機關，危險機具設備、重要救
援空間、設施、建地使用面積、道路、
樓層使用分佈等等

2.醫院人力規模
人力分佈及數量

3.醫療服務及設備簡介
服務科別、床數、重要醫療設備



部貳第 風險暨理管機危

1. 風險暨危機管理委員會組織章程
成員、權責、會期、任務小組等

2. 風險暨危機管理要點
災(危)害辨識、風險評估、管理措施機制
(追蹤事項、教育演練)、成果報告

3. 風險 (災害)地圖



風險分析與評估 風險矩陣 風險管控



風險分析表格化、圖示化整合

管制區_機電區
化學品儲存
氣體
:
:

透過表格，單位區域特性、風險初步辨識與分析 單位區域火災風險標註(利用顏色圖示)



安全管理與緊急應變管理CEM

❑安全管理(範圍界定類別)
減災、準備、應變、復原，全災害應變準備。
緊急狀況下應用資源，達到最小(減)損害，醫療持續運作。
(1)消防管理、環境/建築安全管理、公用設施管理(水、電、氣體、電梯)、危害性物質/化學品管理
(2)其他：醫療設備安全管理、保安通報管理、工程安全管理等等

❑內容

1.災害管理範圍
2.危機/災害權責單位
3.啟動及應變體系動員
4.年度計畫(含括法規規定)
5.持續性改善，計畫修改
6.緊急應變作業程序
7.復原



緊急應變管理計畫EMP

➢「緊急應變計畫」(Emergency 

Management Program, EMP)區分二類
•危機管理計畫EMP
•緊急災害應變措施計畫EMP

•緊急應變計畫 EOP
(Emergency   Operation Plan, EOP) 

➢HICS



應變管理與應變計畫差別

潘國雄等，精神復健機構及精神護理之家災害應變指引，105.2
醫院緊急應變指揮體系HICS的介紹，台大醫院急診醫學部 林
鍵皓醫師



醫院地震應變計畫為例

共同應變程序 特殊應變程序

醫院緊急應變指揮體系HICS的介紹，台大醫院急診醫學部 林鍵皓醫師



緊災害預防與緊急應變規範(EMP)

緊急災害應變計畫(EOP)
內外部溝通 安全及保全 資源與資產取得
群呼實施辦法 明火作業管制規則 緊急災害應變相關醫療物品及其他資源相互支援協議

災害通報流程通則 院區佈置管理規範 醫材短缺緊急供應辦法

體系Line群組組成及使用規範 監控系統管理規則 藥品缺藥緊急借調標準作業規範

醫療新聞社會關注事件暨接受採訪作業辦法 異常狀況之處理標準作業流程 膳食供應緊急災難應變計劃辦法

特定公共空間使用管理辦法

一樓平面重置安全區域

緊急應變任務指派 確保設施與設備功能 確保病人服務功能
緊急應變指揮中心設置標準 聯合稽查小組稽核辦法 院外緊急醫療支援機制

共用程序_病人處置基本應變 用電安全管理規定 轉診、後送作業計畫

1.緊急疏散計畫 急救用品設定與管理規範 急診病人轉院流程

2.孤立計畫 發生重大災難物資、設備、工程搶修通訊清冊 體系各院區急診病人互轉處理流程

3.重置計畫 臨時醫院之開設及疏散(含轉運)實施計畫

4.接收計畫 災害救援、關懷志願組織或個人作業規則

第參部 緊急應變管理

HICS執掌、任務



第肆部 各類災害緊急應變計劃

一、天然災害緊急應變計劃

地震災害緊急應變計畫

抗旱應變計畫

防颱應變計畫

二、技術災害

火災緊急應變計畫

停電緊急應變計畫

停水緊急應變計畫

醫療氣體中斷緊急應變計畫

醫院大量傷患處理計畫

電腦當機應變計畫

三、戰爭災害、暴力威脅及恐怖攻擊事件

四、重大傳染病群聚事件

        大規模感染事件緊急應變計劃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緊急災害



第伍部、區域性緊急應變作業程序書

• 區域性:特殊單位(火災高風險等)

病人嚴重度高
作業、區域

血液透析室緊急應變防護計畫 

手術室緊急應變計畫 

嬰兒室及病嬰室緊急應變計畫 

加護病房緊急應變計畫

高壓氧科緊急應變計畫

醫學實驗室應變計畫



• 第柒部 樹林院區(精神科病房)

• 不毗鄰院區(特殊性)
緊急應變交通及疏散動線圖
緊急應變相關設置地點平面圖
院區平面導覽圖 
各樓層平面圖 (防火區劃)

• 第陸部、附錄、附圖



文件整理

• 作業書寫標準/規範：
格式(文字、排版)、流程、內容(作業程序)、表格、圖檔等

• 其他附件
ISO9000 文件製作及管理之文件架構

第一階文件 政策/手冊

第二階文件 程序書

第三階文件 SOP、作業指導書

第四階文件表單、紀錄



結語

•計畫內容是可以「執行」且「實用」

•計畫是引導「整備」、「應變」，達到減低「衝擊」與
「損害」

計畫基本
機構基本資料
風險/危機管理
應變管理(含ICS)

災害應變
共通程序、特殊程序(危害因
子)
(聯絡、物資支援、人力調度)
應變處理程序

其他
機構特殊性
圖面
表單

減災、整備預防 應變、回復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