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108 年度醫院督導考核 

火災預防及緊急應變作業考核表 

醫院名稱：                     

督考指標 分數 備註 

壹、近 3 年衛生局訪查建議之改善執行情形(20%) 
一、105 年至 107

年醫院督導
考核─火災
預防及緊急
應變作業查
核結果改善
情形。 

(一)建議改善事項之執行情形。 
(二)尚未完成部分請提出改善

規劃，未執行部分請敘明院
方考量。 

□A(10 分) 
□B(8 分) 
□C(6 分) 
□D(4 分) 
□E(2 分) 

1. 應提出具體書面佐證
資料（如相關文件、照
片等）及說明，佐證照
片應有改善前後對照。 

2. 前揭佐證資料請院方
於提交自評表時一併
提供，並納入實地訪視
簡報內容。 

3. 105 年至 107 年期間係
接受衛生福利部評鑑
者，請提供評鑑結果涉
本項督考作業之改善
情形佐證。 

二、106 年至 108
年(上半年)
醫院緊急災
害應變措施
計畫書面審
查、火災應變
桌上模擬演
練及實兵演
習評核意見
之改善情形。 

(一)建議改善事項之執行情形。 
(二)尚未完成部分請提出改善

規劃，未執行部分請敘明院
方考量。 

□A(10 分) 
□B(8 分) 
□C(6 分) 
□D(4 分) 
□E(2 分) 

貳、安全環境與設施設備(50%) 
一、訂定安全管

理作業規
範，提供病人
及員工安全
的環境。 

(一)設有專責單位或人員負責
醫院安全管理業務，並訂有
醫院安全管理作業規範。 

(二)門禁管制與安全監控： 
1. 重要機電、氣體、維生設

備和存放易燃物品空間，
應有合宜門禁管理。 

2. 評估適當位置，設有保全
監測設備、巡邏或其他安
全設施，對未使用場所、
安全死角及可能發生縱火
之區域加強監控。 

(三)實施用電安全管理： 
1. 訂有用電安全管理規範

(如延長線管理、管線路檢
修及私人電器管制作業
等)及辦理用電安全教育
訓練。 

2. 對於住院病人或家屬自帶
電器或危害物品應訂有管
理辦法，並將應遵循之用
電安全事項列入住院須知
中，於病人入院時充分告
知病人與其家屬。 

□A(25 分) 
□B(20 分) 
□C(15 分) 
□D(10 分) 
□E(5 分) 

1. 項目(三)-1： 
(1) 各單位電器安全管理

有專人負責，如使用
電熱器、電暖爐、電
鍋等，需由專人或專
責單位管控或認證。 

(2) 電線以 CPVC 
(Chlorinated Polyvinyl 
Chloride)或 EMT 
(Electrical metallic 
tubing)等套管保護，
不得外露或破損，且
續接處應以耐燃材質
之接線盒防護。 

(3) 電氣設備週邊環境無
放置易燃物或有機溶
劑情形。 

2. 藥用酒精之存放應注
意通風良好、防傾倒之
固定裝置及具消防設
備之場所，並須與危險
性或易燃性物品隔離。 

3.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者，得免受項目(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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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考指標 分數 備註 
3. 加強用電負載量管理並有

相關之量測紀錄(如：可使
用紅外線熱顯像儀之電器
檢查紀錄)。 

4. 維生設備妥適連接緊急供
電系統(插座)。 

(四)熱源管理：對於院內(含美
食商店街、廚房、發電機
室、鍋爐室等處)之重大熱
源設備，訂有管制計畫或管
理規範，且定期保養、查
核。 

(五)易燃物存放安全性： 
1. 易燃物品應妥善儲存，其

儲存建議可參考職業安全
衛生法、勞動部職業安全
衛生署「GHS 化學品全球
調和制度」介紹網站，安
全資料表(Safety Data 
Sheet, SDS)第七欄：安全
處置與儲存方法(safe 
treatment and storage)。 

2. 高揮發性藥品、酒精、碘
酒、乙醚、二硫化碳及消
化棉膠(Collodion)、乾洗手
劑、清潔劑等應與紗布、
床單、被褥等應分開存放
固定妥適，另火柴及打火
機亦應設置專人管理並上
鎖管制門禁。 

(六)醫用氣體鋼瓶安全管理： 
1. 高壓醫用氣體鋼瓶應該適

當存放並且加以有效固
定： 

(1) 儲存地點應該平整，遠離
易燃物。 

(2) 鋼瓶應該加以適當固
定，避免傾倒，特別是地
震時。備用鋼瓶應覆戴鋼
帽。 

(3) 儲放場所應該有警告標
誌(如：安全資料表及危
害性化學品通識標示)，
並採取適當安全及消防
設施。 

2. 鋼瓶容器應經專業鋼瓶檢
驗站(如中華民國工業氣
體協會鋼瓶安全檢驗站
等)檢驗合格標記及檢驗

之限制： 
(1) 機構設有可主動切斷

空調系統之 24小時應
勤單位者。 

(2) 室內中央空調系統之
送風區域可與防火區
劃相配合，於防火區
劃封(關)閉時，該區
域內空調系統不致將
區內空氣送至區域
外。 

4. 項目(六)-3： 
(1) 非常時有人空間，包

括：儲藏室如儲存可
燃性物品、病歷室、X
光片室、倉庫、雜物
間、醫療用廢棄物處
理室、醫療服務用垂
直管道間。 

(2) 偵煙型探測器：如有
揮發性氣體、水蒸氣
等，可採用煙熱複合
型偵煙探測器。 

 
※參考資料： 
1. 衛生福利部 108 年度醫

院評鑑基準及評量項
目(區域醫院、地區醫
院適用)：條文 1.5.1、
1.5.3 註 2-(3)、1.7.2 註
1-(1)、1.7.4。 

2. 衛生福利部 106 年度醫
院評鑑基準及評量項
目、委員共識(醫學中
心適用)：條文 1.6.4、
1.8.2 註 1-(1)、2.5.5 註
3-(3)。 

3. 衛生福利部 108 年度精
神科醫院評鑑基準及
評量項目：條文 1.5.2、
1.5.4。 

4. 衛生福利部 108 年 3 月
8 日衛部醫字第
1081661110 號函發布
「醫院住院病人使用
自帶電器管理指引」及
「醫療機構電器設備
儀器管理指引」。【本局
108年 3 月 12日新北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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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考指標 分數 備註 
日期之鋼印，並於瓶口處
套有「有效期限內合格水
壓試驗識別環」。 

(七)消防安全管理： 
1. 應有防火區劃完整性等相

關資料(參考衛生局、消防
局與工務局對於建築物公
共與消防安全之聯合督考
資料)。 

2. 機構內除設有獨立空調系
統區域外，室內中央空調
系統之電源開關設有連動
火警探測設備自動切斷之
裝置。 

3. 非常時有人之空間應設有
偵煙型探測器或火警探測
器。 

4. 手術室、加護病房等特殊
單位，就其現況需求適量
增設手持式 CO2 滅火器。 

5. 自動撒水設備制水閥處設
有明顯標識，且應防止被
破壞或惡意關閉鎖死。 

6. 防火避難設施之操作空間
標示清楚及保持淨空。 

 
※評量方法及建議佐證資料： 
1. 醫院安全管理作業規範(如門

禁管制、用電安全管理、消防
安全管理等)。 

2. 依據安全管理作業規範所進
行之查核(如用電安全、消防
安全等)、保養與維修紀錄、
易燃物品清單與管理辦法。 

3. 醫院對於住院病人或家屬自
帶電器或危害物品之管理辦
法。 

4. 衛生局、消防局與工務局對於
建築物公共與消防安全之聯
合督考結果建議改善資料。 

醫字第 1080423295 號
函諒達】 

5. 醫療機構設置標準第 3
條附表一(醫院設置基
準)：五、建築物之設
計、構造與設備-(三)
空調設備、(四)消防設
備。 

二、定期檢查及
維修設備(機
電、安全、消
防、供水、緊
急供電、醫用
氣體等)或系
統，並有紀錄
可查。 

(一)設有專責單位或人員負責
訂定機電、安全、消防、供
水、緊急供電等設施訂有定
期檢查及維修計畫，據以執
行。 

(二)確實執行檢查、測試、保養
等，並製作紀錄(含執行日
期)；並能依據使用效能、

□A(25 分) 
□B(20 分) 
□C(15 分) 
□D(10 分) 
□E(5 分) 

1. 緊急供電發電機測
試，以查核測試紀錄為
主，若醫院無法提供測
試紀錄，則進行現場實
際啟動。 

2. 考量醫院設立年代，以
及醫療機構設置標
準、建築消防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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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考指標 分數 備註 
維修、保養狀況，適時更新
汰換。 

(三)專責人員皆須接受相關教
育訓練。 

(四)訂有設備故障、系統損壞或
遭污染時之因應規範，含緊
急變程序、桌上模擬演練與
實兵演習，以保護院內人員
並儘速修復。 

(五)對醫用氣體高壓鋼瓶之常
見危害事件及其他可能發
生之醫用氣體意外事件之
預防與因應，納入員工教育
訓練。 

 
※評量方法及建議佐證資料： 

1. 定期檢查及維修與保養計畫
與落實執行之紀錄(含執行日
期)；若醫院未設置專業工程
人員，應提供廠商合約及檢查
紀錄。 

2. 負責定期檢查及維修設備(機
電、安全、消防、供水、緊急
供電、醫用氣體等)或系統專
責人員之資格與教育訓練資
料。 

3. 依據使用效能、維修、保養狀
況之監控與評估機制，適時執
行更新汰換之資料。 

4. 醫院基礎設施(機電、安全、
消防、供水、緊急供電、醫用
氣體等)故障時之緊急應變程
序與演習紀錄。 

5. 對醫用氣體高壓鋼瓶之常見
危害事件及其他可能發生之
醫用氣體意外事件之預防與
因應辦法。 

之「不溯既往的原
則」，故實地訪查時，
硬體設施應以參閱相
關主管機關年度檢查
結果為主，實地查核重
點則著重於軟體內容
(如：人員訓練、疏散、
演練等)。 

 
※參考資料： 
1. 衛生福利部 108 年度醫

院評鑑基準及評量項
目(區域醫院、地區醫
院適用)：條文 1.5.5。 

2. 衛生福利部 106 年度醫
院評鑑基準及評量項
目、委員共識(醫學中
心適用)：條文 1.6.8。 

3. 衛生福利部 108 年度精
神科醫院評鑑基準及
評量項目：條文 1.5.6。 

參、風險與危機管理(30%) 
一、建立醫院風

險管理機
制，且依據危
機應變需要
儲備或即時
取得災害所
需之醫療用
品、通訊器材
及其他資
源，並有檢討

(一)醫院設有風險/危機管理專
責單位(委員會)或專責人
員，應用風險分析方法，評
估醫院可能發生的危機或
緊急事件，訂定醫院之風險
/危機管理計畫(Emergency 
Management Program, EMP) 
(等同於醫院緊急災害應變
措施及檢查辦法第 3 條所指
之「緊急災害應變措施計

□A(15 分) 
□B(12 分) 
□C(9 分) 
□D(6 分) 
□E(3 分) 

1. 風險分析方法至少應
包括下列 2 項參數：「災
害發生機率
(frequency)」與「衝擊
程度(Impact)」，常用之
風險分析方法如：危害
脆弱度分析(Hazard 
Vulnerability Analysis, 
HVA)。 

2. 藥品、衛材、器材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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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考指標 分數 備註 
改善機制。 畫」)，包括減災預防、準備、

應變、復原等。 
(二)風險/危機管理計畫中應包

括藥品、醫療器材、緊急通
訊器材及其他資源之後勤
補給，能確實掌握資源調
度，並能確保 3 天以上之安
全存量。 

(三)醫院對風險/危機之預防及
減災之相關準備措施，包括
各項宣導與員工教育訓練。 

(四)訂定醫院接受媒體採訪或
與媒體溝通之規範，指定醫
院對外發言人，維護病人、
員工 隱私及權益。 

(五)針對發生之危機事件能進
行原因分析，並研擬改善措
施，確實檢討改善及追蹤。 

 
※評量方法及建議佐證資料： 
1. 醫院風險/危機管理委員會之

組織與會議紀錄。 
2. 風險分析相關資料，包括參與

人員、風險分析相關表單(如
災害脆弱度分析評分表)與結
果。 

3. 風險/危機管理計畫。 
4. 風險/危機管理計畫中關於藥

品、醫療器材、緊急通訊器材
及其他資源之後勤補給清單
與安全存量之資料。 

5. 與其他醫療機構或供應商間
訂有相互支援藥品、醫療器材
及其他資源的協定(有合約即
可)。 

6. 風險/危機之預防及減災準備
之相關宣導與員工訓練之資
料。 

7. 針對發生之危機事件能進行
原因分析，確實檢討改善之紀
錄。 

8. 接受媒體採訪或溝通之標準
作業程序。 

目，係由醫院依主管機
關規定或依據醫院緊
急災害應變計畫之需
要自行認定。 

3. 「其他資源」係指醫院
孤立時所必要的生活
及醫療用品，如：飲用
水、發電機柴油等。其
中醫院應考量消防安
全，合宜的規劃發電機
柴油之備載量、存放方
式，且針對柴油備載耗
盡前，設有支援機制或
方式(如：鄰近加油
站、工廠、交通運輸站
等)，以因應發生緊急
災難時能即時取得燃
油，維持院內電力供
給。另，儲水應確保安
全供應量，可參考衛生
福利部公布之「醫院之
旱災、停水、水短缺緊
急應變指引」，建議醫
院緊急狀況供水量為
72 小時，每日每床 300
公升來計算；醫院應確
認資源被耗用的速
度，以佔床率評估資源
需求量，並依各床特性
提供資源，前述規範可
由醫院自行訂定。 

4. 醫院如有與其他機構
(含護理之家)同址設
立之情形，其風險/危
機管理計畫應包含該
範圍。 

5. 項目(三)之宣導及教
育訓練，參與成員應含
與醫院同址設立之其
他機構(含護理之家)
員工及派遣/委外人
員。 

 
※參考資料： 
1. 衛生福利部 108 年度醫

院評鑑基準及評量項
目(區域醫院、地區醫
院適用)：條文 1.7.1、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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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考指標 分數 備註 
2. 衛生福利部 106 年度醫

院評鑑基準及評量項
目、委員共識(醫學中
心適用)：條文 1.8.1。 

3. 衛生福利部 108 年度精
神科醫院評鑑基準及
評量項目：條文 1.7.2。 

4. 衛生福利部 107 年 8 月
16 日衛部醫字第
1071665469 號函。【本
局 107 年 8 月 24 日新
北衛醫字第
1071588876 號函諒達】 

二、訂定符合醫
院風險/危機
管理需要之
緊急災害應
變計畫及作
業程序，並落
實演練。 

(一)對於火災、風災、水災、地
震等緊急災害，訂有符合醫
院與災害特性之緊急災害
應變計畫(Emergency 
Operation Plan, EOP)與作業
程序，包括明定各單位病人
疏散運送之順序與方法。 

(二)完備之緊急聯絡網及災害
應變啟動機制，並有適當的
人力調度及緊急召回機制。 

(三)醫院緊急疏散圖示應明顯
適當。 

(四)醫院應每年實施緊急災害
應變演練 2 次，包括實兵演
習 1 次及桌上模擬演練 1
次，並有演練之過程及檢討
紀錄(含照片)。全體員工每
年至少參加 1 次演練，明瞭
應變措施、疏散方向及逃生
設備使用。 

(五)依據演練之檢討結果，至少
每年進行 1 次檢視修正緊急
災害應變計畫與作業程
序，以符合實際需要。 

(六)於實地訪查時，員工之認知
與緊急應變相關措施，確實
符合醫院緊急災害應變計
畫的規定。 

 
※評量方法及建議佐證資料： 
1. 緊急災害應變計畫及作業程

序。 
2. 緊急聯絡網之名單與電話。 
3. 具有適當的人力調度及緊急

召回之演練紀錄。 

□A(15 分) 
□B(12 分) 
□C(9 分) 
□D(6 分) 
□E(3 分) 

1. 核災急救責任醫院之
危機管理計畫應包含
核災；毒化災急救責任
醫院之危機管理計畫
應包含毒化災。 

2. 緊急災害應變計畫須
包含事故存續週期各
階段(災害確認、通知/
啟動、動員、應變、歸
建與復原)之緊急應變
作業程序。 

3. 督考委員於實地訪查
時，可查閱醫院演習紀
錄及消防局之查核紀
錄。 

4. 員工對緊急災害應變
措施之認知，採現場測
試，以口頭抽問及桌上
模擬演練為原則。 

5. 項目(四)之演練，參與
成員應含與醫院同址
設立之其他機構(含護
理之家)員工及派遣/
委外人員。 

 
※參考資料： 
1. 衛生福利部 108 年度醫

院評鑑基準及評量項
目(區域醫院、地區醫
院適用)：條文 1.7.2、
1.7.4。 

2. 衛生福利部 106 年度醫
院評鑑基準及評量項
目、委員共識(醫學中
心適用)：條文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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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考指標 分數 備註 
4. 各單位病人疏散運送之順序

與方法。 
5. 緊急災害應變演練之過程及

檢討紀錄(含照片)。 
6. 依據演練之檢討結果，定期修

訂緊急災害應變措施計畫相
關文件紀錄。 

3. 衛生福利部 108 年度精
神科醫院評鑑基準及
評量項目：條文 1.7.2。 

4. 衛生福利部 107 年 8 月
16 日衛部醫字第
1071665469 號函。【本
局 107 年 8 月 24 日新
北衛醫字第
1071588876 號函諒達】 

肆、加分項目 

一、派員參加醫
院緊急災害
應變系統
(Hospital 
Incident 
Command 
System, 
HICS)相關教
育訓練課程。 

增進參訓人員對醫院災害風險
評估及應變處置流程之基本認
識，進而能對緊急災害應變事務
進行規劃，以確保醫院在災害發
生時能夠持續運作，並兼顧員
工、病人、家屬及訪客之安全。 
 
※評量方法及建議佐證資料： 

1. 請提具近 2 年內參訓證明作
為佐證。 

□有(2 分) 
□無(0 分) 

1. 衛生福利部災難醫療
救護訓練中心、衛生福
利部區域緊急醫療應
變中心(臺北區、北
區、中區、南區、高屏
區、東區)或各縣市政
府衛生局辦理之課程
皆可。 

 
級分 評定標準 結果 

A 完全符合督考指標內容。 優良 

B 部分符合督考指標內容，但經改善後立即可以符合督考指標內容。 良好 

C 暫時未符合督考指標內容，但經改善後立即可以符合督考指標內容。 尚可 

D 暫時無法改善至符合督考指標內容。 待加強 

E 不符合督考指標內容。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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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評意見 

績優 

事項 

 

建議

改善 

事項 

(列入

追蹤

改善

項目) 

 

參考 

事項 

(不列

入追

蹤改

善項

目) 

 

醫院陪評人員/職稱  

督考日期 108 年  月  日 委員/督考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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