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湖縣大量傷病患救護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第一條 本辦法依緊急醫療救
護法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
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大量傷病
患，係指單一事故現場，傷
病患達十五人以上或預判
傷病患可能達十五人以上
者。
若單一事故的發生足
以危及本縣醫療體系正常
運作，準用本辦法規定。
第三條 大量傷病患之緊急醫
療救護，初期由澎湖縣政府
消防局救災救護指揮中心
(以下簡稱救災救護指揮中
心)受理。
前 項救災救護指揮中
心受理通報並視傷情狀況
通知災害主管機關，依據本
縣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內所
訂之「各種災害主管單位權
責劃分表」規定，通報權責
單位開設災害應變中心，負
責縱向指揮、督導及橫向協
調、聯繫事宜等應變措施。
第四條 救災救護指揮中心受
理大量傷病患時，應立即辦
理下列事項：
一、詢明事故時間地點、範
圍種類、有無涉及危害
物質及除污處置判斷、
患者傷情及人數等。
二、指派消防分隊、本縣轄
內救護車(船)或其它救
護運輸工具及緊急醫療
救護人員（以下簡稱救
護人員）馳赴事故現場
救護。
三、通報本府消防局、衛生
局及警察局並協調其他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緊急醫療救 本條未修正
護法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
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大量傷病 一、修正文字。
患，係指單一事故現場，傷 二、第二項新增。因應本縣離
病患達十五人以上或災情
島醫療量能條件，增加第
嚴重，預判傷病患可能達十
二項以啟動緊急傷病患
五人以上者。
救護機制。

第三條 大量傷病患之緊急醫 一、修正文字。修正本府消
療救護，統一澎湖縣（以下
防局救災指揮中心之單
簡稱本縣）由救災救護指揮
位名稱，本職務之責承
中心受理。
辦受理及通報救護業
務。
二、第二項新增。依據災害
屬性本府各機關權責啟
動應變機制，爰新增第
二項規定。

第四條 本縣救災救護指揮中 為利判斷災害屬性，新增詢
心受理大量傷病患時，應立 問事故類別性質等文字。
即辦理下列事項：
一、詢明事故地點、種類、
範圍及可能之傷病患人
數等。
二、指派消防分隊、本縣轄
內救護車(船)或其它救
護運輸工具及緊急醫療
救護人員（以下簡稱救
護人員）馳赴事故現場
救護。
三、通報本府消防局、衛生
局及警察局，並協調其
他相關單位，共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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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單位，共同處理大
量傷病患緊急救護之相
關事宜。
四、聯繫相關急救責任醫
院預作接受緊急傷病患
之準備。
第五條 救災救護指揮中心接
獲前條第一項第二、三款通
報時，衛生局應於衛生福利
部緊急醫療管理系統建立
災害事件檔。

大量傷病患緊急救護之
相關事宜。
四、聯繫相關急救責任醫院
預作接受緊急傷病患之
準備。
一、本條新增。
二、訂定衛政單位進行資訊系
統開案之責。

第六條 大量傷病患事故發生 第五條 大量傷病患事故發生 一、條次變更並作第一項內容
時，現場指揮官評估需動員
時，本縣得成立現場救災救
修正。
大量到院前緊急救護資
護指揮中心，由縣長擔任總 二、第一項第四款新增。因應
源，得回報救災救護指揮中
指揮官，並應立即依下列規
修正第三條文增訂其他
心，依本辦法第三條成立現
定指派指揮官，負責救災救
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場救災救護指揮站，由縣長
護事項：
權責規定。
指派適當人員擔任總指揮
一、現場救災救護指揮官由
官，並應立即依下列規定指
本府消防局指派，協助 三、依據大量傷病患救護實務
派指揮官，負責救災救護事
總指揮官負責事故現場
運作情形，新增事故現場
項：
救災、救護事項。
第一線救災救護消防、衛
一、現場救災救護指揮官由
二、現場緊急醫療救護指揮
政及警察人員進駐後，賦
本府消防局指派，協助
官由本府衛生局指派，
予指揮調度之責，俾使災
總指揮官負責事故現場
負責現場緊急醫療救護
害應變中心開設前，相關
救災、救護事項。
相關事項。
應變機制提前運行。
二、現場緊急醫療救護指揮
三、現場警戒指揮官由本府
官由本府衛生局指派，
警察局指派，負責事故
負責現場緊急醫療救護
現場安全、交通之管
相關事項。
制、疏導及協助罹難者
三、現場警戒指揮官由本府
屍體報請司法機關相驗
警察局指派，負責事故
等相關事項。
現場安全、交通之管
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
制、疏導及協助罹難者
之指揮官應向現場救災救
屍體報請司法機關相驗
護指揮中心報到，並確定聯
等相關事項。
絡方法。
四、其他災害防救業務主管
機關或事業機構指派所
屬相關人員負責現場搶
救相關事宜。
前項救災救護指揮
官、緊急醫療救護指揮官及
警戒指揮官未到達事故現
2

場前，分別由在場職階較高
之消防、衛生及警察人員暫
代各指揮任務。
第七條 大量傷病患之人數超 第六條 大量傷病患之人數超 一、條次變更。
出本縣緊急醫療救護之處
出本縣緊急醫療救護之處 二、第一項新增災害應變中心
理能力時，救災救護指揮中
理能力時，救災救護指揮中
請求調派鄰近區域相關
心或災害應變中心得協調
心得協調區域緊急醫療應
資源協助辦理。
區域緊急醫療應變中心、鄰
變中心、鄰近區域之救災救
近區域之高雄港務消防
護指揮中心或軍方，調派救 三、第二項修正地方與中央政
府對應組合排列，另為彈
隊、縣市消防單位或透過本
護人員，救護設施等協助及
性增加其他單位運作機
縣全民戰力綜合協調會報
支援。
機制申請軍方協助，調派救
前項協助及支援事
制，增列相關單位予以協
護人員、救護設施等協助及
項，本府消防局、衛生局於
助及支援之文字。
支援。
必要時得分別報請衛生福
四、離島區域軍民資源合作，
前項協助及支援事
利部、內政部消防署、澎湖
新增民防動員部分。
項，本府消防局、衛生局、
防衛指揮部予以必要之協
民政處於必要時得分別報
助及支援。
請內政部消防署、衛生福利
部、行政院動員會報或相關
單位予以必要之協助及支
援。
第八條 現場緊急醫療救護指 第七條 現場緊急醫療救護指 一、條次變更。
揮官應視需要成立救護
揮官應視需要，指揮醫療機 二、第二項、第三項新增。
站，並得指定人員進行檢傷
構成立急救站，並得指定急
為符合緊急醫療救護
分類、醫療救護及後送分
救站負責人，負責緊急醫療
法，訂定後送原則。避
流。指定人員包含緊急醫療
處理。緊急醫療救護過程
免大傷病患湧入同一家
救護人員及相關醫療從業
中，現場緊急醫療救護指揮
醫院影響急救品質，爰
人員。
官、急救站負責人及支援之
新增第二項、第三項。
傷病患之後送，依情
醫師等，得依其專業判定或
況、人數、醫院收治量能及
改變傷病患等級及決定特 三、第四項新增。訂定衛生
地緣關係，以就近、適當及
殊緊急傷病患後送醫院之
局負責傷病患就醫動
分散原則後送至各醫療機
分配。
態彙整任務，爰新增第
構。
四項。
傷病患送醫途中，救護
人員應向救災救護指揮中
心回報，並繼續給予必要之
醫 療救護措施。
本府衛生局應彙整轄
區醫療能量、傷病患處置情
形等訊息通報相關單位。
第九條 急救責任醫院應訂定 第八條 急救責任醫院應訂定 一、條次變更。
大量傷病患緊急醫療救護
大量傷病患緊急醫療救護 二、第三項、第四項新增。
應變計畫，陳報本府衛生局
應變計畫，陳報本府衛生局
依據緊急醫療救護資訊
備查，並副知本府消防局。
備查，並副知本府消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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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 救 責任醫院於接獲
急救責任醫院於 接獲
救災救護指揮中心通知
救災救護指揮中心通知
後，應依前項計畫緊急處置
後，應依前項計畫緊急處置
後送之傷病患，並依緊急醫
後送之傷病患；若因限於人
療救護資訊通報辦法辦理
力、設備無法提供完整治療
通報作業。
時，應先予適當處置，並協
前項急救責任醫院若
助安排轉診至適當之醫療
因限於人力、設備等因素無
機構，或報請救災救護指揮
法提供完整治療時，應先予
中心協助轉診。
適當處置後，並協助安排轉
診至適當之醫療機構，或報
請救災救護指揮中心協助
轉診。
傷病患後送至非急救
責任醫療機構時，應將傷病
患收治情形提供本府衛生
局，並依緊急醫療救護資訊
通報辦法辦理通報作業。
第十條 大量傷病患事故發生 第九條 大量傷病患事故發生
時，若本縣醫療機構因受損
時，若本縣醫療機構因受損
或交通中斷，致無法接收或
或交通中斷，致無法接收或
處理傷病患，本府得循行政
處理傷病患，本府得循行政
體系，陳報衛生福利部協調
體系，陳報衛生福利部協調
有關機關，協助開設臨時醫
有關機關，協助開設臨時醫
院，以處理大量傷病患。
院，以處理大量傷病患。
前項臨時醫院俟本區
前項臨時醫院俟本區
域之責任醫院開始接收傷
域之責任醫院開始接收傷
病患及恢復正常醫療運作
病患及恢復正常醫療運作
時撤回。
時撤回。
第十一條 本府發布大量傷病
患名單及送達醫療機構等
資訊，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
辦理。
前項醫療機構及其人
員，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不
得洩漏因業務知悉或持有
病人病情及健康資訊。
第十二條 每年應舉辦大量傷 第十條 每年應舉辦大量傷病
病患救護演習及業務總檢
患救護演習及業務總檢討
討各一次。
各一次。
前項大量傷病患救護
前項大量傷病患救護
演習，得請本縣急救責任醫
演習，得請本縣急救責任醫
院及設置救護車機構配合
院及設置救護車機構配合
演練。
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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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辦法，新增第二項
及第四項醫療機構依收
治傷病患情形辦理通報
或提供相關資料，按權
責進行文字修正。

條次變更。

一、本條新增。
二、依據緊急醫療救護法及
個人資料保護法，明確
相關單位依循辦理。

條次變更。

第十三條 大量傷病患救護事
件結束後，對於參與救護工
作之人員，得辦理獎懲。

一、本條新增。
二、訂定獎懲規定，落實權
責劃分。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條次變更。
行。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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