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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醫學院--藥學專業學院(水森館)--火災應變計劃指引 

 

如果藥學專業學院(水森館)發生火災時，請立即進行下列處理： 

1. 立即通知(大聲喊叫)同一區域其他的人，並打緊急通報電話通

知駐警室 (TEL：68119)及院辦公室(TEL：68750)。在時間許可

下，再打 119 報警。 

2. 如果可能，請立即召呼其他人員儘快疏散(疏散的路線為東側、

西側二個逃生梯)。 

3. 如果安全許可下，至 東西兩側逃生梯、中間交誼廳外 壓下消

防警鈴。 

4. 院辦人員接獲通知後，立即打電話通報駐警室，並啟動自衛消

防編組，嘗試滅火器滅火並引導人員疏散到安全區域(預定位置

在公衛大樓前廣場)。 

5. 院辦人員通知該區域負責老師、藥學專業學院院長 (顧記華

TEL：0952-773-947)。 

6. 院辦人員於安全區清點人數後，將狀況回報給現場指揮官，並

隨時接受新的任務指派。 

7. 在指揮官還沒有下令可以回去之前，不得穿越管制線回到危險

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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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醫學院--藥學專業學院(水森館)--火災應變計劃指引 

 

1. 計劃目的：本計劃是藥學專業學院(水森館)，在發生火災事故時，採取的應

變計劃。本計劃需配合全院之火災及疏散計劃運作。 

 

2. 計劃之啟動與通報 

(1) 發現火災之人員，立即大聲喊叫通知現場其他的人員，並立即打緊急通

報電話通知駐警室（電話：68119）及院辦公室(TEL：68750)。 

說明：院辦公室在平日上班時間 AM 8：30 至 PM 5:00 會有人在，其他

時間(夜間及假日)不用通知系辦公室。 

(2) 可以持區域內的滅火器嘗試滅火，如果無法撲滅，考慮召呼其他人員疏

散，(請參見第 3 節及第 4 節)。如果安全許可，至 東西兩側逃生梯、中

間交誼廳外 壓下消防警鈴。 

(3) 院辦人員獲得通知後，立即通知駐警室，並且啟動藥學專業學院自衛消

防編組，並且擔任初步的指揮人員。 

(4) 院辦人員啟動自衛消防編組，開始進行各項救災工作後，以電話通知負

責老師及院長(連絡方式請見附件一)。 

(5) 通報駐警室及院長等的通報內容，請簡單扼要地說明： 

i 你的姓名及單位。 

ii 事故時間、地點及狀況。 

iii 有沒有人員受傷或受困。 

iv 可以說明已經採取的步驟及需要的幫忙。 

範例請見附件二。 

3. 初期滅火 

(1) 現場人員可以考慮使用附近的滅火器滅火。 

(2) 藥學專業學院的自衛消防編組人員，使用走廊兩側的滅火器滅火。 

(3) 滅火器的位置，標示於附件三。 

(4) 如果無法自力滅火，先召呼所有人員疏散，退到安全區域等消防人員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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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滅火。 

4. 疏散之避難引導 

(1) 基本原則為先水平疏散到相對安全區，再垂直移動到絕對安全區域。 

(2) 逃生路線以遠離事故現場逃生梯(共有東側、西側二個逃生梯可選擇)。 

(3) 藥學專業學院的自衛消防編組人員，需將受影響區域內逐戶敲門並大聲

呼喊，通知疏散。 

(4) 以閃光指揮棒依逃生標示指引避難方向。可協助推開緊急出口讓人員疏

散，全部疏散後，要關上。 

(5) 人員全部逃出著火房間後，盡可能把房門關上，減少濃煙流竄，不過要

以自身的安全為原則。 

(6) 藥學專業學院自衛消防編組疏散人員至醫學院的避難引導班接手引導

為止。 

(7) 疏散至安全區域後(預定是公衛大樓前廣場)，院辦人員要清點人數，並

且回報單位主管或代理人及防護團避難引導班。 

(8) 疏散路線圖請見附件三。 

5. 安全防護 

(1) 盡可能關閉使用中設備之電源。 

(2) 藥學專業學院的自衛消防編組人員要防止疏散的人員搭乘電梯(此工作

可以與疏散引導之工作合併)。 

(3) 藥學專業學院的自衛消防編組人員進行本工作至醫學院自衛消防編組

之安全防護班接手為止。 

(4) 安全防護人員離開前，盡可能確認所有人員已疏散，並關上防火門，不

過此工作也要以自身安全為原則。 

(5) 人員在安全區域等待時，藥學專業學院的自衛消防編組人員需阻止人員

再回到危險區域。 

(6) 在醫學院指揮官確認狀況已經控制、人員可以回去之前，不得讓人員回

去。 

6. 醫療救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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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逃生過程中，藥學專業學院的自衛消防編組人員得對人員之傷勢做緊急

處置，等待醫學院自衛消防編組之救護班接手。 

(2) 藥學專業學院的自衛消防編組人員將傷患姓名、人數、動向等報告院長。 

(3) 救護班原則上由駐警室啟動，如果發現尚未到達，可以再次撥打

(02)23562459 ，(02)23562264 通知臺大醫院急診部。 

 

 

 

附件一：人員之連絡方式 

附件二：通報之範例 

附件三：疏散路線及消防設施位置圖 

附件四：藥學專業學院自衛消防編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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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人員之連絡方式(緊急連絡電話電子檔刪除，僅提供書面資料) 

姓名 院內分機/專線 緊急聯絡電話 緊急聯絡手機 院內 PHS/CHT 負責實驗室 管理共同儀器室 

王繼娟老師 68782     216  

林珍芳老師 68782     216  

林淑文老師 68782     216 219 

林慧玲老師 68784     218 215 

蕭斐元老師 68787     220  

林芳如老師 68809     222  

楊家榮老師 68758     308 306 

許麗卿老師 68759     310  

陳燕惠老師 68790     312  

沈麗娟老師 68792     317 327 

顧記華老師 68761     319 329、330 

何藴芳老師 68794     320  

孔繁璐老師 68762     323 328 

林榮信老師 68764     401  

林文貞老師 68765     416 429 

郭錦樺老師 68766     418 422 

林君榮老師 68767     419 429 

楊雅雯老師 68769     423 429 

張嘉銓老師 68771     514 506 

李水盛老師 68772     504 501 

沈雅敬老師 68773     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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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通報範例 

 

通報對象：緊急通報電話：68119 、院辦電話：68750、 

實驗場所負責教師、院長 

範例： 

「駐警室（院辦）嗎？我是藥學系(臨藥所)XXX 實驗室 XXX，大約 X 點

X 分水森館 XXX 實驗室，發生 XXX 事件，目前 XX 人員傷亡，已進行

XXX，請求救援。」 

 

 

附件三：疏散路線及消防設施位置圖： 

消防設施位置說明 

緊急沖淋及沖眼設備：大樓西側女廁所內(1 樓在無障礙廁所) 

消防栓：西側逃生梯、中間交誼廳外 

消防警鈴：東西兩側逃生梯、中間交誼廳外 

滅火器：走廊兩側及實驗室門口 

C 型防護衣：預計放置於電梯口工安櫃。 

 

疏散路線：西側、東側二個逃生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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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森館逃生避難路線及消防設備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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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藥學專業學院(水森館)自衛消防編組 

班別及任務 職 稱 姓 名 聯絡電話 負責區域 

本單位指揮官： 

1.救災作業之協調與狀況之掌握 

2.各項緊急應變措施之決定與發佈實施 

單位負責人 顧○華 68755 藥學專業學院 

通報班： 

1.緊急狀況警報發佈通報現場處理狀況 

2.依指示與現場指揮中心聯繫。 

3.通報環保相關單位 

4.向有關單位請求支援協助。 

班長 吳○梅 68750 受院長指揮督導 

班員 劉○蓉 68738 水森館 1 樓 

班員 王○華 68785 水森館 2 樓 

班員 徐○苓 呂○禎 68761 水森館 3 樓 

班員 黃○珊 吳○倫 68766 水森館 4 樓 

班員 羅○智 68775 水森館 5 樓 

滅火班：  

1.現場發生火災時，進行初期滅火。 

2.在外部消防支援單位未到時，火勢 

  初步控制或圍離。 

3.現場救災、狀況控制與化學物質 

  處理作業。 

4.人員達成任務所需要的設備與服務 

班長 何○蓁 68754 受院長指揮督導 

班員 鄭○文 68745 水森館 1 樓 

班員 唐○亞 68789 水森館 2 樓 

班員 黃○庭   蘇○嘉 68790 68760 水森館 3 樓 

班員 高○涵   吳○禎 68768 水森館 4 樓 

班員 李○心 68774 水森館 5 樓 

避難引導班： 

1.大聲指引避難方向 

2.開緊急出口等 

班長 余○美 68751 受院長指揮督導 

班員 吳○綺 68749 水森館 1 樓 



104.11 

藥學專業學院(水森館)--13 

班別及任務 職 稱 姓 名 聯絡電話 負責區域 

3.移除妨礙避難物品 

4.通道轉角、樓梯出入口配置引導人員 

5.確認所有人員是否已避難，將結果回報指揮中心 

班員 李○吟  68781 水森館 2 樓 

班員 鄒○洋 陳○于 68763 水森館 3 樓 

班員 李○安 陳○如 68765 水森館 4 樓 

班員 徐○罄 68775 水森館 5 樓 

安全防護班： 

1.關閉防火門 

2.鍋爐等危險設施之停止供給運轉  

3.設定禁止進入區域 

班長 陳○鵬 68747 受院長指揮督導 

班員 邱○德 68746 水森館 1 樓 

班員 莊○業 許○銘 68788 68748 水森館 2 樓 

班員 張○平 邱○全 68795 68793 水森館 3 樓 

班員 李○恆 68766 水森館 4 樓 

班員 白○睿 68775 水森館 5 樓 

救護班： 

1.傷患急救及送醫 

2.緊急處理受傷者及登記其姓名。 

3.與醫院等救護單位連繫，提供資料 

班長 楊○華 68752 受院長指揮督導 

班員 許○卿 68753 水森館 1 樓 

班員 張○榕 68785 水森館 2 樓 

班員 黃○儀 68758 水森館 3 樓 

班員 陳○宣 55369 水森館 4 樓 

班員 林○傑 68774 水森館 5 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