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封面故事

轉　為災
談護理防災應變



九二一大地震發生後，

災區的醫院與學校紛紛傾倒，

二處該是避難的最佳場地竟成危難境域，

流離失所的災黎，最終依靠何在？

爾後，

歷經SARS大流行、台大醫院開刀房失火等重大災難事件，

醫界省思，維護病人安全的醫院，

萬一發生災禍，該如何轉危為安？

號稱醫院「最大部」的護理部，

面對難以避免的災禍發生，

護理從業人員該如何臨場應變、從容處理， 
又該如何兼顧病人的與自身的生命安全？ 

救災防火設備按時更新，

人員避難訓練定期演練，當然是最佳法則；

但平日更應該以謙卑的心，學習經驗、記取教訓，

祈願轉災為福、日日平安……

To Turn Calamities into Bliss 
-- the Precaution and 

Preparedness Against Calam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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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底，台大醫院開刀房的熊熊大

火，震驚醫界！新聞台即時傳輸影像，

擊破窗戶，開刀被迫停止，來不及從開

刀房搶救出來的病患不幸往生，家屬在

媒體投訴，失去父親的悲傷，一連串衝

擊性的畫面，引發醫界熱烈討論，各院

主管同仁捫心自問：「當意外災害來臨

時，我們準備好了嗎？」

話題尚未退燒，不久後，馬偕醫院也傳

出小火警，幸而未釀重災！一連串意外事

件後，災難具體應變方案與實地演習成了

當紅研究議題，各醫院紛紛召開正式應變

會議檢討既有應變流程，除了祈禱災害最

好不要發生在自己的職場外，更重要的就

是記取經驗教訓，萬一發生災害，如何盡

可能降低受害程度。

美國疾病管制局於1989年將「災害」

定義為三大類：(1)地理上的事件，如地

震及火山爆發； (2)氣候相關的問題，

包括颶風、龍捲風、熱浪、雪災、洪水

等； (3)人類製造的問題，包括糧食缺

乏、空氣污染、工業災害、火災及原子

爐意外等，其中前二者屬於自然災害，

而後者為人為災害。

當上述這些災害發生在醫院這個公共

場域時，整個環境裡面的人身安全，是

我們醫護人員的共同責任。而在花蓮慈

濟醫院，地震、颱風等天然災害年年需

要面對，火災等人為災害也必須警戒防

範，因此相關演習成為員工訓練之絕對

必要。

本期簡單地列出了幾個問題請慈濟六

院護理人員回答，以火災、地震為例了

解同仁的反應，藉以了解大家對於醫院

公共安全的基本觀念、防範措施的準備

就緒程度等。

人禍多於天災　心繫病人及家屬

問卷調查共回收1378份。首先了解慈

濟護理同仁於工作崗位上對於災害事件

的接觸經驗，其中有將近三成的護理同

仁曾經處理過大量傷患事件(28.4%)，兩

成的人處理過火災事件(19.8%)，颱風災

害者15.8%，有9.7%處理過地震事件。可

見醫院發生人禍的事件比天災還多。

以假設情境──在值夜班時，突然感

覺到地面及物品搖晃，發生六級以上有

感地震，測試護理人員面對地震發生的

第一個反應，高達近六成(59.1%)的同

仁選擇「停止手邊的工作，評估病人的

反應」，次高比例選擇「請大家保持鎮

靜」，16.5%，其次是「疏散病人往外

跑」，佔10.2%，7%的人選「指導病人

躲在桌子底下」，選擇「馬上連絡值班

護理長」的有4.1%。整體而言，幾乎全

體的護理同仁都是以病人為主要考慮點

來反應遇到地震該怎麼做。

比較有趣的是，地震對於處在花東

的居民可算是家常便飯，病人或家屬的

反應可能都比護理人員鎮定。就曾發生

過當班的護理人員在緊張中強自鎮定地

對病人說：「怎麼搖得那麼厲害！地震

了！阿伯有沒有嚇一跳？」阿伯：「怕

什麼怕，我們都習慣了，不要緊的。」

病人反過來安慰醫護人員。尤其是剛

到花蓮執業的護理人員反應比較「激

■ 文/王淑貞　花蓮慈濟醫院護理部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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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花蓮的病人習以為常，反過來安

慰醫護人員。

水火無情　事前防範莫輕忽

不過，過去一般人總是帶著幸災樂

禍的僥倖心情來面對天災，期待能夠放

一天颱風假。但自從九二一大地震、龍

王巨颱等重創整個台灣社會，不管是傷

亡人數、損耗的經濟成本，讓愈來愈多

的人對於氣象局發佈的警訊不敢掉以輕

心。慈濟醫院面對災害來襲的預報，更

是在戒慎虔誠地祈禱天災不來的同時，

紮實地做好防災措施，不敢輕忽。這也

是為什麼慈濟醫院後來的建築都有九級

防震基礎。

至於模擬火災發生的問題──當發現

病室的垃圾桶有一小火苗時，護理人員

當下的第一個反應是：70.9%會拿滅火器

滅火，21.3%拿臉盆取水滅火，3.9%馬

上請總機廣播紅先生。每位回答者憑著

各自的想像畫面選擇了滅火方式。於此

份問卷並未提出火場複雜情境的艱難選

(%) 0 5 10 15 20 25 30

大量傷患 28.4%

火災 19.8%

颱風 15.8%

防暴力 14.5%

地震 9.7%

目前服務的醫院，您是否曾經處理過以下的災害？(N=1378，可複選)

Q1

當您在值夜班時，突然感覺到地面及物品搖晃，發生六級以上有感地

震，此時您的第一個反應是？(N=1378，單選)

Q2

(%) 0 10 20 30 40 50 60

停止手邊的工作，評估病人的反應 59.1%

請大家保持鎮靜 16.5%

疏散病人往外跑 10.2%

指導病人躲在桌子底下 7.0%

馬上連絡值班護理長 4.1%

其他 2.0%

繼續手邊的工作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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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您發現病室的垃圾桶有一小火苗時，您當下的第一個反應是？

(N=1378)

Q3

(%)

馬上請總機廣播紅先生 3.9%

趕快疏散病人 1.7%

其他 1.1%

找護理長 0.7%

將窗戶打開 0.4%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拿滅火器滅火 70.9%

拿臉盆取水滅火 21.3%

當您在值班時，突然發生天然或人為的意外災害，最擔心的問題是？

(N=1378)

Q4

(%) 0 10 20 30 40 50

病人及家屬的恐慌 47.2%

對作業流程不熟悉 28.0%

沒有人來支援 20.8%

要寫意外事件報告 1.4%

媒體採訪 1.4%

其他 1.2%

您覺得預防天然或人為的意外災害所造成的傷害，最好的方法是？

(N=1378)

Q5

(%) 0 10 20 30 40 50 60

實地演習 51.9%

醫院成立緊急應變小組，二十四小時值班 24.3%

在職教育 14.7%

貼標語，請大家提高警覺 7.3%

護理長每天晨間會議時宣導 0.9%

其他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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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但護理同仁已經建立起災害防範的

意識。

醫院每年必定會有消防演習，火災

防範的課程也是每位新進人員必上的

課程，病房的窗簾及圍簾必須是防火材

質，每個月環境安全檢查也必定會檢視

單位的電線管路，就擔心災害的發生。

時時警惕多演練　安度人生險境

每一位人員都期待在值班時不要發

生任何的意外事件，但當事件無法避

免時，護理人員往往是首當其衝，尤其

在夜間執班時，人員較平時少，如何在

災難時能及時應變，因此護理人員內心

的擔心就不只是病人的病情，還必需擔

負起救人的使命。調查護理人員在值

班時，若突然發生天然或人為的意外

災害，最擔心的問題是「病人及家屬

的恐慌」(47.2%)、「對作業流程不熟

悉」(28.0%)、「擔心沒有人來支援」

(20.8%)。

靜思語提到人時時刻刻都處在無常

的流動中，也經常處在無明的風雨交加

中；唯有時時自我警惕，才能安度人生

之險境。護理人員覺得預防天然或人為

的意外災害所造成的傷害，最好的方法

是「平時的實地演習」(51.9%)，另外，

也有人認為「成立警急應變小組24小

時值班」(24.3%)及「加強在職教育」

(14.7%)都是預防的好方法。

美國醫療機構評鑑協會 ( JCAHO)在

2001年提出之災難計劃準則，提出醫療

機構需要有重大災難計畫以因應大自然

或其他緊急事件中，醫院能夠處理因災

難所喪失平時具備的救護能力時，還能

夠充份的提供充足的緊急醫療照護。因

此，經由平時充分的規劃準備，一旦有

重大災難發生時，醫院就能夠有效的發

揮急難救助的功能。

有備無患　勇者無懼

在院內的急救課程中，總是見到急

診醫護同仁擔任講師或指導員，老神在

在地觀察學員的CPR動作、姿勢、流程

對不對，嚴格把關，要完全正確了才能

發給急救研習證明，因為這牽涉著是否

真能救人命；急診部也會帶著假人安妮

隨機抽樣到院內各單位模擬測試急救，

而院內更有多次急救廣播是真正的啟動

急救。在醫院舉辦的消防演習課程中，

講師通常會詢問學員「有沒有遇到火災

的發生？」、「有沒有真正使用過滅火

器」等等問題。通常回答「有」的學

員，會特別認真聽課、演習，因為他們

親自體驗過，意外或災難發生瞬間的恐

懼。

證嚴上人自從九二一大地震及九一一

所造成的人禍，就期待世人要本著戒慎

虔誠的心，敬天愛地守護地球。時時

「居安思危」，莫等「危時方思安」。

不管是防颱或防災，都是每一位工作人

員及在院內的病人及家屬的責任。而醫

療專業人員除擁有急救技能，更應培養

臨場應變能力，面對災難的發生，才能

夠有備無患，當一位無懼的勇者，不僅

能自救，亦能維護病患與家屬的安全，

圓滿守護生命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