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參與國際『安全社區』認證‧建構真正安全的社區 

憑證在手、安全在握－為社區安全多一層把關 

一、安全促進策劃組（社區發展協會）、（里辦公處） 

1 社區事故傷害監測、防 制計畫及安全促進活動辦理。  

2.公共場所 、居家安全 交通安全 、暴力預防、休閒及運動安全計畫。 

3.調查、分析社區居民健康狀況及問題因素。 

4.協同當地公司、機構學校推動社區安全工作。 

二、安全環境監測組（鄰長）、（理監事）、（專業志工） 

1.蒐集社區的健康數據。 

2.進行有關安全健康的社區診斷。 

3.有效提升社區居民防範傷害的警覺性。 

4.有效率的運用社區內有限的資源，防範傷害的再度發生。 

三、安全事故防制組（巡守隊）、（防災隊）、（環保志工） 

1.安全促進與事故防制的操作與訓練。 

2.發覺與了解社區中危險的環境及高危險族群的需求。 

3.調查居民所需求的安全促進方案及提昇參與安全促進活動 

4.調查傷害跟環境設施或設備有關的事件。  

四、健康福利保健組（祥和志工隊）、（社區醫療群）、（台南市立醫院） 

1.居家關懷、貧病急難救助、第二專長培訓、建構社區福利網絡。 

2.倡導休閒活動、健診、健康、醫療諮詢、居民健康資料庫 建檔。 

3.設立血壓站、病友會和健康營造、推動社區醫學實務訓練 。 

4.社區醫療群資源整合。 

五、社區安全促進組 

1.加強守望相助隊組織功能運作，定期召開社區治安會議。 

2.社區防災教育訓練研習、防災資源〈超市、賣場〉、災害弱勢、物資整備。 

3.加強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範宣導 。 

六、休閒運動安全組 

1.建立正確運動操作示範，預防運動傷害事故。  



2.將正確健康運動行為導入生活中，達到健康「零事故」的目標。 

3.認知休閒運動的潛在事故傷害為何，進而意識到事故防制的重要性與內容。 

七、道路安全促進組 

1.降低社區交通事故發生率.規劃道路安全標示、健康空間指示系統、安全通學步

道及設置安全商店。 

2.針對高發生事故路段與相關危險因素，找出社區可以解決的方法。 

3.落實社區安全通學步道之暢通與使用。 

八、婦幼安全促進組 

1.提高孩童與青少年戴安全帽率，配合社區參與宣導推廣工作。 

2.推動安全用藥，推展婦女定期健康檢查、子宮頸、乳癌篩檢。 

3.協助社區防範青少年犯罪、並建立家暴及性侵害防治「防範系統」，防止家庭

暴力事件發生。 .  

九、長青安全關懷組 

1.居家訪視老人生活狀況，及相關老人共同關懷照顧之事項。 

2.推廣疾病預防保健、安全用藥、老人健康資料建檔、推動安全健康生活社區化。 

3. 強化安全通報、防跌常識、醫療健診、休閒活動、安全事故防制課程。 

 

 

 

 

 

 

 

 

 

 

 



 

  「社區」在這些年是一個熱門的名詞。今日，人們提到「社區」，已經包含了

對鄉土認同、安全信任、生活品質的追求與憧憬，更表示著人們對共同經營環境、

提高生活品質的夢。相信每一個人都希望自己所居住的環境是舒適的、安全的，但

是大多數的人卻只對「大門內」的環境有自主權，對「大門外」卻充滿了無力感。

然而一個又一個的事件、一波又一波的問題的出現，卻使認真生活的人們再也無法

忍受與等待，加上，九○年代政府「社區總體營造」計劃對於各地參與式社區經營

的鼓勵。於是，越來越多的社區居民自發的結合，一同為這樣的無力感而奮戰。他

們希望他們生活的環境可以由自己決定，他們希望能為社區的安全盡一份力量，使

社區居民的生活從「大門內」延伸到「大門外」的社區環境。  

  或許你曾經被這些令人振奮的故事感動過，或許你也想在自己的社區內進行一

些組織與改造的工作，我們相信他人的經驗會是你我最好的參考和基礎。因此，我

們試圖以系統化的方式，整理前人社區工作的實務方法及經驗，希望能為有心從事

社區工作的人提供有效的參考資料。  

  認識社區就像是認識一個新朋友，基本資料是認識與瞭解的開始。對於這些基

本資料的瞭解，除了透過閱讀書面資料之外，也可以透過一些有趣的活動，邀請大

家一同來認識社區。在活動的過程中，找尋一些居民們對社區的、共同的基本認識，

這樣的活動，對於連結居民的感情往往有很好的效果。  

一、社區的區域面積及地理環境  

  社區的範圍？如果所需要是該社區所屬的地理區域面積及地理環境資料，通常

可以透過當地或更高的地政機關取得資料。但是所謂的社區範圍，對居民來說是有

不同意義的，居民比較會從生活範圍、重要地標或歷史記憶…等等，來界定自己的

社區範圍。也就是說，居民對區域面積及地理環境的認識往往是從情感經驗出發的。

因此，如果透過社區居民的共同思考及討論，很可能會發展出另一種對於社區區域

及地理環境的說法。  



  邀請居民共同為社區的區域面積及地理環境定義，可以透過舉辦社區居民活

動，如「社區有多大？」或「社區像什麼？」的形容詞或詞句比賽，或者小朋友的

寫生比賽、社區老照片展…等等活動，都是結合居民共同描繪社區圖像的好方法。

（舉辦社區活動細節見第 21 頁）  

二、社區內的人口狀況  

欲瞭解社區內的總人口數、性別比例、及年齡分配等人口資料，均可向當地的戶政

機關取得資料。但是戶籍資料中或許有些是不長住在當地的居民，若有需要，社區

工作者可以透過家戶普查，以實際瞭解社區中長住的人口數、性別比例、年齡分配、

職業狀況等。掌握這些資料，既可用於社區介紹，且可協助社區工作者對社區居民

可能的需求以及可開發的人力、物力、財力等資源有更確實的瞭解。  

三、社區內的資源  

社區裡的公共設施、教育機構、醫療單位、廟宇或宗教組織、金融機構、商業場所…

等等，都可以是社區的資源，社區工作者應於平日找機會了解評估，以便於社區有

需要時，進行積極的結合。  

社區工作者可以進行以下的瞭解：  

1.  它們所在的位置及日常運作對社區居民生活的影響是什麼？如社區中的活動中

心，因地處社區中心而且有專人管理，是居民喜歡的聚會場所。因此，未來如

在活動中心召開居民大會，對居民而言是有歸屬感及熟悉感的。  

2.  資源是否有被充分利用？或者說，是否有一些可再開發的部份？如社區內的小

學除了是孩童學習的場所之外，與社區的關連並不密切，因此積極建立社區與

學校的關係，讓學校發揮更大的功能，對社區而言，就是增加一個好用的資源。  

3.  社區居民參與的狀況？如社區活動中心的管理辦法是否由多數居民或居民代表

共同訂定，還是由少數人決定？居民對於現行的資源管理及運作狀況是否滿

意？  

4.  主要負責人對社區工作的態度如何？如前述之學校校長對社區工作是否抱持支

持的態度，將是社區是否能與之建立良好關係的重要關鍵。  



  掌握這些訊息，將會協助社區工作者對於推動社區工作的助力及阻力有更清楚

的評估。  

四、社區內的權力結構  

  瞭解社區內的權力結構，對於社區工作者未來的組織及動員策略有著重要的指

引作用。社區工作者可藉由社區中原有的組織、社團及社區活動，以了解社區內的

權力結構。通常，組織或社團中制度上的領導人，都是各行業中的領袖及菁英，對

社區有重要的影響力。  

  透過參與社區活動，也不難觀察出經常參與或是熱心於社區事物、及志願服務

組織中的活躍份子，當然，這些人可能是負責社區重要事物的公職者、或是在社區

內有重要影響力之仕紳及意見領袖，又或者祇是積極關心地方的居民，然而，他們

對社區生活卻都有著不同大小的影響力。  

  社區裡，是誰在決定要不要辦某一個活動？是誰有能力找到需要的資源？如果

缺了誰的參與，活動就會散散的？誰說話比較有說服力？誰比較愛出風頭？誰是最

棒的宣傳者？誰總是潑冷水、製造麻煩？了解這些影響社區生活者的權力動態，有

助於推動各界工作時的拿捏。  

  訪問社區居民、拜會社區領袖、或是參與社區內的重要會議及活動都是瞭解社

區內權力結構的管道。  

五、社區的文化特色  

  每一個社區都有它的發展歷史，及在發展過程中所累積出來的文化特色，如廟

會活動、大型慶典或是社區固定的聚會活動等。或許有些社區的文化特色已漸漸沒

落，需要再次被發掘，社區工作者可透過社區的圖書館或出版刊物追溯社區的歷史

及文化，而訪問社區內的長者亦為蒐集社區歷史發展及文化特色的一個好方法。  

  瞭解社區文化的特色，或者透過與社區居民共同參與、重塑屬於社區的文化特

色過程，如北投的溫泉、宜蘭的玉田的弄獅，對於引發社區居民參與動機非常有助

益，更是深入了解社區的最佳途徑。 



 婦幼安全守則 

居家安全守則 

儘量不要讓別人知道只有你一個人在家。  

  1.在門上裝置門鍵及眼孔，若有訪客時，從中訪視來訪者，不要隨便讓陌生

人或推銷員進入。  

  2.家中若要修繕，請找認識的工人，勿找陌生人。  

  3.平時要注意敦親睦鄰有益守望相助。  

  4.臥房中要有牢固的門鎖，於床邊裝具電話以備不時之需。  

  5.入夜前請開啟適當的照明燈，檢查房間的死角以防歹徒藏匿其中，並檢查

門窗是否安全並將其上鎖，放下窗     簾以避免外人偷窺。  

  6.對於猥褻或不明之性騷擾電話請立即切斷，不要與其對談或叫罵。  

  7.若有友人深夜來訪，須注意自己言行及服裝，勿以為對方為朋友就不以為

意。 

求職安全守則 

1.面試前須仔細過慮求職廣告，不要隨便相信虛偽不實之廣告，可以透過有

信譽之求職介紹所、青輔會、職訓     局等相關政府單位所提供之就業資訊，

儘量選擇信譽佳的公司去應徵。  

  2.面試前應確實告訴家人或親友面談之時間及地點，初次面試時最好不要食

用任何飲料及食物。  

  3.於面試前提早十分鐘到，先觀察一下場地之外觀及其對外之通道，以免遇

到危險時不知如何逃出，最好要求     家人或朋友一同前往。  

  4.上班時，女生尤須注意自己本身言行舉止及穿著，不要隨便答應公司中不

熟悉之陌生男子之邀約，且不輕易     允諾公務以外不當之要求。  

  5.如須繳交大筆之保證金者，更應小心謹慎，看其是否為不良之公司行號。 

 

 

 



搭車安全守則 

  1.不搭車內裝潢怪異，視線由外往內不明者，且車號車牌不明或車內有其他人之

計程車。  

  2.上車前須注意檢查車子後座是石有藏匿其他人，並試試車門開關之把手及窗戶

控制的按鈕是否可以操控。  

  3.檢查該計程車是否有營業登記證並看其相片是否與司機本人相符，最好可以記

住司機姓名、車號及車行。  

  4.若遇司機酒醉駕車、衣著不整或言詞上有輕浮並有不正經之行為出現者，請想

辦法立即下車。  

  5.儘可能與公司同事或同學結伴搭乘計程車，若深夜返家時可利用電話叫車服

務，並指定行車路線，隨時注意     窗外環境是否與你所指定之路線一致。  

  6.在車上與朋友交談時不要提及自己家庭、經濟狀況或其他個人事情。  

  7.門窗不要緊閉，發生危險時可對外呼救。  

  8.搭車時最好坐在司機的正後方之座位，因為此位置司機不容易對你施暴，若你

發現情況不對時，你可以矇住     司機的眼睛或順手駕駛方向盤，製造車禍以尋

求援助。  

  9.遇到危險時可從後方攻擊歹徒，或用口紅在後抄窗寫字求救，以引起其他車輛

之注意。  

  10.若是搭乘公車或火車時，最好將皮包放在自己視線可及之處，避免扒手趁人

多時扒竊。  

  11.若公車或火車上人潮十分擁擠，請儘量站在女士旁邊或前面，以減少被性侵

害的機會。  
 

 

外出安全守則  

  1.不要隨便邀約或應陌生人之約。  

  2.參加集體旅行時不要擅自脫隊，如不慎脫隊請與警方聯絡。  

  3.搭程大廈電梯時須注意跟你一同搭乘電梯之人，看其是否有不良企圖。  

  4.一進電梯請先注意控制表上警鈴位置，遇到危險時使能立即反應，不致於驚慌。  

  5.到達住所前應注意是否遭人跟蹤，若發現有人跟蹤，不可立即回家，應前往附

近商家或警察局派出所求救，     返家後如發現家中門窗有異或已遭人破壞，不

要入屋應立即報警。  

  6.確定跟蹤時，應往人潮較多或光線較亮之地方，若在陰曈之巷道內，可以踢或

搖動路旁停放之車輛，使其警     報器大響，或大喊失火以引起他人注意。 
 

 

駕車安全守則 

  1.保持良好車況及充足油料，一位單身女子若外出時遇到車子出狀況，都會招致

一些麻煩。  

  2.行車時經過荒涼或偏僻之路段，請關閉門窗並將中控鎖鎖上，不任意搭載陌生



人，亦不在中途任意停車。  

  3.上車前先檢本車內後座及後面行李箱是否有藏匿歹徒。  

  4.若發現被尾隨跟蹤時，應按喇只求援或往鬧區行駛或駛入警察局或分駐派出所

報案。  

  5.須短暫離開車子時勿將鑰匙留在車上，錢包等貴重物品也不要留在車上，以免

歹徒因財劫色。  

  6.車子突然故障時，若在鬧區人多處，置好警告牌後，方可離開車子去求救，若

在郊區荒涼黑暗處，應速回到     車內並緊閉車窗，待有巡邏車或其他公務車經

過時方可求救，不可任意對經過之車輛求援，以免遇上心術不     正之人，反而

吃虧。 
 

 

學校安全守則 

  1.對於學校中的死角例如廁所、茶水間、停場、偏遠教室或樹木叢等地方，一定

不要獨自前往，經過時更要提     高警覺 。  

  2.不要單獨一個人太早到校或太晚離開，因為那時候校園內沒有老師或校警伯伯

可以保護小朋友，就容易遭受     大野狼的欺負。最好上下學時可以請爸爸媽媽

接送或與同學一起回家，所以放學後不要一個人在外逗留。  

  3.在學校若看到可疑的人在校園裏面鬼鬼祟祟時，一定要立即通知老師、校警伯

伯或訓導處教官，並不要與其     交談或跟他離開，更不可以接受陌生人給的東

西。  

  4.對於離職之老師或工友，雖然可以跟他打招呼，但應該要保持適當之距離，不

可以接受他的任何邀約或請客     。 
 

 

危險應變守則  

  1.冷靜：是面對歹徒時十分重要的一點，因為即使你學有柔道、跆拳道或女子防

身術，若不能保持冷靜，任何           招術都施展不出來，因此保持冷靜是保命的

不二法則。對於小朋友平時亦須灌輸他們這種觀念，遇到           危險時不要驚慌

哭鬧，才不會惱怒歹徒而引來殺機。  

  2.拖延：拖延時間並與歹徒虛與委蛇，不論你是否準備攻擊他，一定要讓他先對

你降低警戒心，這樣你脫逃的           機會就很大。如果歹徒持有刀子或槍械，應

先設法讓其放下刀械，以減少自身危險。  

  3.攻擊：攻擊歹徒要害或伺機奪取其手中之武器。詳記人體十大要害之部位，千

萬不要心軟，害怕因下手太重           會對歹徒造成傷害，當歹徒對你施暴時，他

就已經喪失自我防衛之權利，即使你的攻擊對歹徒造成傷           害，在法律上是

可以阻卻違法。 
 

 

居家安全 

【陽光基金會】 



「家」對大部份的人而言是再安全不過的地方，但卻也是孩童發生危險最多的地點。

其實只要家長多一分的注意，就能避免許多意外的發生。現在就請家長跟著布丁和

彤彤姐姐進行居家安全大檢查。 

浴室安全 

1. 放洗澡水時，應先放冷水再放熱水；大人須先試水溫，再讓幼童進入洗

澡盆。  

2. 放熱水時，大人應在一旁監督，不可放任幼童單獨進入浴室。  

3. 當幼童在洗澡時，電話鈴響了！電話鈴響了！就讓他去響吧！反正有急

事，一定會再聯絡的，要是孩子因此出了意外，是得不償失的。  

4. 避免在浴室中使用吹風機，以免觸電受傷。 

廚房安全 

1. 廚房及浴室是家中最常發生燙傷事件的地方，避免放任幼童在此玩耍，

或留幼童獨自在此，以免發生意外。  

2. 廚房地板應保持乾燥，以免端熱湯或熱水時滑倒，而燙傷自己或幼童。  

3. 在烹煮食物的時候，不要離開；若一定得離開，務必將瓦斯爐關閉。（切

記：人離火滅） 

餐廳安全 

1. 家中有幼童的家庭，須注意不要在餐桌上舖桌布，避免幼童因拉扯桌

布，而被翻落的熱湯或電器用品燙傷。  

2. 熱水壺、熱湯鍋，要放在幼童拿不到的地方，並將手把鍋柄朝內面，以

免孩童碰倒而燙傷。  

3. 端著煮好的熱水、熱湯時，應先告知家中的人，以免突然的衝撞打翻。 

客廳安全 

1. 家中的電線或延長線，應用膠帶固定，以免家人或幼童走動時拉扯或絆

倒，造成電器翻倒發生意外。  

2. 家中的打火機、火柴應放置於較高處幼童拿不到的地方，或放在幼童難

以打開的罐子內，以免因好奇而造成傷害。  

3. 操作電熨斗、電暖器…等會產生高熱的電器，須注意使用地點，勿讓幼

童靠近；中途有事離去，千萬要將設備關閉，並擺放妥當。  

火災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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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總是來得突如其然，不是每個人都能夠冷靜面對。若平日能了解相關火災逃生

自我保護方式，如：用溼毛巾摀口鼻、採低姿勢逃生，就能在分秒必爭的火場意外，

爭取存活的機會。現在請家長跟著圖片說明，帶領家鐘的小朋友練習火災逃生的動

作吧！ 

 

 

 

 



燒傷急救 

如果燒傷了，千萬要記得急救第一步驟，趕緊使用冷水輕沖傷處降溫，才能將傷害

減到最低！千萬不要在燙傷傷口塗上醬油、牙膏、不明藥物或冰塊，以免造成細菌

感染及凍傷可能。 正確的急救步驟將可減低傷害；反之，錯誤的急救步驟也會讓傷

口惡化！ 

 

若因瓦斯氣爆、火災、熱水或熱油等造成的灼燙傷，請以沖脫泡蓋送緊急處理。 

資料來源：http://online.sunshine.org.tw/DoReMi/learn.asp 

 

 

 

 

 

 

 

 

 

您家的廚房安全嗎？ 

最近，一封呼籲民眾不要以水撲滅起火油鍋的短片，在網路上透過 e-mail 被廣泛

流傳，簡短的內容中，消防員於油鍋起火的廚房中，搭配旁白，先關閉瓦斯，再

將抹布沾濕擰乾，最後以擰乾的抹布覆蓋油鍋，隔離鍋內氧氣，火勢即自動撲滅。

接著，短片也呈現了試圖以水滅起火油鍋的錯誤示範，當水滴灑入油鍋的瞬間，

立刻產生爆燃現象，廚房火海一片，而在最後，觀眾也才終於明白，原來隱身背

http://online.sunshine.org.tw/DoReMi/learn.asp


後指導滅火辦法的旁白，是由一位被火紋身、有切身之痛的燒傷朋友口述。雖然只有短短的 34 秒，畫面卻

令人震撼。 

陽光的話 

廚房一直被視為是家中的危險場域，而起火原因為爐火烹調的意外事件不在少數，雖然廚房爐火通常緊臨

洗水槽，但若民眾在慌張下試圖以水滅油類火災或電器火災，恐將造成更大的傷害，而當這樣的意外當真

正發生在自家時，該如何處理呢？陽光要告訴您油鍋起火安全處理 3 步驟： 

1、先以鍋蓋或滅火毯蓋住油鍋。 

2、再以濕毛巾覆蓋週緣，避免鍋蓋與油鍋之間有空隙。 

3、將瓦斯爐正確關閉。 

※為什麼應避免先關瓦斯呢？ 

因為，油鍋起火，四周空氣中之氧氣會持續助燃，油鍋火勢會迅速擴大，應優先以窒息方式滅火。再者，

若因緊張而轉錯瓦斯的關閉方向，將使災情擴大。而覆蓋後之油鍋即使有 1、2 滴水滲入，雖未必會造成爆

燃現象，但仍要小心濕毛巾的使用。最重要的是，若油鍋起火，千萬千萬不要以水滅火，否則很容易造成

爆燃現象喔！ 

如果您擔心在意外發生的千均一髮，沒有把握能以正確的步驟滅火，建議您平常就能在廚房裡放置具備多

種效能的乾粉滅火器(ABC 乾粉滅火器)，便能為家人多預備一份安心。   

如何選擇滅火器 

廚房內應設置具有多種效能之乾粉滅火器，如使用有壓力表之滅火器，平日應經常檢查壓力是否在正常範

圍。此外，任何滅火器都應注意有效日期，且依內政部消防署「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

滅火器應符合國家標準(CNS)，以確保其品質及滅火效果無虞。 

http://www.uho.com.tw/result.asp?mod=ysm&keyword=%u58D3%u529B
http://www.uho.com.tw/result.asp?mod=ysm&keyword=%u6AA2%u67E5
http://www.uho.com.tw/result.asp?mod=ysm&keyword=%u5167%u653F%u90E8


 

資料來源：http://teacher.sunshine.org.tw/epaper/96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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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工人職業安全健康須知 

從事清潔工作的常見危害: 

1. 化學品的危害 

-  消毒劑 

-  清潔劑 

2. 重覆性勞損 

3. 高空作業 

4. 提舉重物 

  

  
 

消毒劑及清潔劑對健康的危害: 

 

一般來說消毒劑都有一定的危害，若使用不當便會影響健康或引起意

外。消毒劑的危害性質有： 

‧ 腐蝕性 – 如含有超過 10%「有效氯」的漂白水。 

‧ 刺激性 – 例如一般家庭用的漂白水(含 5-10%有效氯)、含酚類的消

毒藥水。 

‧ 助燃性 – 例如含有超過 40%「有效氯」的漂粉。 

‧ 易燃性 – 例如 70%乙醇或異丙醇。  

接觸或進入人體後引致的危害: 

 

消毒劑可從食道、皮膚和呼吸三個途徑接觸或進入身體從而對健康產生

危害。 

 

1. 皮膚 - 灼傷、痕癢、敏感、乾燥和發炎等。 

2. 眼睛 - 灼傷、組腫和流眼水，嚴重時會導致失明。 

3. 呼吸系統 - 刺激引起咳嗽，嚴重時會影響氣管和肺部。 

4. 神經系統 - 頭痛、暈眩和麻醉的感覺。 

5. 其他器官 - 肝和腎能受損。 

  

回頁頂  

http://www.ariav.org.hk/safety.htm#top


消毒劑及清潔劑的安全使用: 

 

‧使用個人防護裝備: 

口罩、手套、護眼罩、保護衣物 

‧清潔進行時保持空氣流通 

‧不可在清潔過程中吸煙或進食 

‧工作後或飲食前一定要清潔雙手、手臂和面部 

‧遵照生產商建議的使用方法及安全措施 

‧消毒劑及清潔劑不能混合使用 

‧消毒劑及清潔劑的容器必須貼上標籤 

‧容器必須蓋好 

‧要妥善儲存，不可隨意棄置 

  

  

正確使用個人防護裝備正確佩帶口罩程序: 

 

1. 按面型選擇普通/細碼型號，拉鬆頭帶。 

2. 戴上口罩，頭帶分別置於頭頂後及頸後。 

3. 將雙手的食指及中指由中央頂部向兩旁同時按壓金屬軟條。 

4. 檢查妥當： 

     正壓檢查 – 以雙手輕按口罩，然後刻意呼吸，空氣應該不會從口罩邊

緣洩漏； 

     負壓檢查 - 以雙手輕按口罩，然後刻意吸氣，口罩應會稍凹陷。 

正確佩帶手套: 

 

1. 佩帶前檢查手套有否損壞。 

2. 手套用後必須清洗及風乾。 

  

回頁頂 

洩漏處理: 

 

‧ 污染區未清理妥當前，限制人員接近 

‧ 配載適當的個人防護裝備 

‧ 在安全情況下，移走所有火或熱源 

http://www.ariav.org.hk/safety.htm#top


‧ 切勿直接碰觸洩漏物，在安全情況下，設法阻止或減少溢漏 

‧ 包圍洩漏物以避免流入水溝或其他密閉空間 

‧ 用惰性吸收劑如沙等來吸收洩漏物並存放於有蓋的適合容器內 

‧ 引入新鮮空氣和徹底清洗現場 

 

若有需要，應報警求助 

  

急救措施: 

 

若被消毒劑觸到身體，應採取以下的急救措施： 

    皮膚 – 用大量清水沖洗至少 15 分鐘，脫去受污染的衣物。 

    眼睛 – 撐開眼皮以大量緩和流動的清水沖洗至少 15 分鐘，勿使洗水沾

染未受污染的眼睛。 

    吸入 – 救援人員需先做足自身的防護措施，將患者移至新鮮空氣處，

如吸困難或停止，施予人工呼吸。 

  

清潔工作可能引致的重覆性勞損: 

 

1. 上肢肌肉筋骨勞損 

2. 腰部勞損 

3. 腳部勞損 

  

肌肉勞損的病癥: 

 

‧受影響的部位呈現腫脹和灼熱的感覺。 

‧當活動或工作時觸動傷患部位，會增加痛楚，覺得乏力、麻痺，甚至

肌肉痙攣。 

‧嚴重會導致關節硬化，令生活幅度減少，影響日常工作。 

容易引致肌肉筋骨勞損的因素: 

 

‧雙手、手腕或手臂需要用力 

‧不良工作姿勢及急速、頻繁的動作 

‧不良及長時間固定的工作姿勢 



‧長時間及單一的工作 

‧新員工缺乏適當的安排及指導 

‧不良的環境  

重覆性勞損的預防方法: 

 

‧選用合適的工具和設備 

‧避免採用不正確姿勢 

‧盡量減少重複性動作 

‧改善工作安排 

‧休息及舒展運動 

回頁頂  

  

 

辦公室安全須知 

走火通道： 

 

1. 走火通道不可上鎖 

2. 所有出路門戶須向外推出 

3. 工場內的走火通道應保持暢通及有燈牌指示 

4. 工友必須熟習走火通道逃徑 

5. 為防止失火時火勢及濃煙蔓延，所有防煙門要裝有自動關閉設備，在

任何時間內保持關閉 

  

緊急事件應變： 

 

1. 走火通路要經常保持暢通。 

2. 消防設備要定期檢查。 

3. 訂定緊急疏散計劃。 

4. 救傷用品應放在當眼的地。 

  

用電安全： 

http://www.ariav.org.hk/safety.htm#top


 

1. 不要超負荷用電 

2. 所有插座、電線及電器要定期維修。 

3. 電線要整齊排放及遠離通路，以免絆倒行人。 

4. 手濕時切勿觸摸電源。 

  

辦公室傢俬的維修： 

 

1. 辦公室的傢俬應作定期的檢查和維修，遇有損壞，應立即更換。 

2. 四腳有轆的椅子傾前時容易令人失去平衡，引致翻倒，因此最好改用

五腳有轆的椅子。 

  

存放文件須知： 

 

1. 抽屜用後應立即關上，以防止碰撞。 

2. 從高處取出或存放東西，應使用穩固的梯子。 

回頁頂 

 

都是機車惹的禍 

眼見一位女性患者痛苦的走進診間，撩起裙擺露出小腿的傷口，患者尚未開口，醫護人員已異口同聲地詢

問「是不是被排氣管灼傷？」病人點點頭，無奈地說明意外發生的經過。 

台灣都會地區人口稠密，交通繁忙，機車對於上班族而言不啻是最方便、經濟又省時的交通工具；然而發

動一段時間後排氣管的溫度常常足以造成部份或全層皮膚的接觸性灼傷。在排氣管設計尚未改進之前，它

的確是行人及騎士本身的一大威脅；而此類無辜受害的民眾在整形外科門診內則屢見不鮮。 

就燒燙傷來說，受傷現場適當的緊急處理常常可使傷情不致加劇。然而就在大多數國人熟悉「沖、脫、泡、

蓋、送」的五個緊急處理步驟時，還是有少數民眾以米酒、醬酒、牙膏以及其他草藥、偏方塗在受傷部位。

這些方法除了錯失了第一時間的急救外，還可能造成傷口的惡化。被機車排氣管灼傷後，倘若無法在現場

施行「沖、脫、泡、蓋、送」等步驟時，一定要立即前往最近的醫療院所接受治療。 

一般來說，緊急治療包括傷口沖水、清潔，並視患者情形注射破傷風類毒素，以及傷口護理。傷口護理依

傷口狀況有不同的處理方式：如使用人工皮覆蓋傷口，以局部殺菌軟膏或乳劑塗佈傷口，或以直接或間接

濕敷包紮傷口等方式，都是醫師常選擇的方法。當受傷部位有水泡產生時，則至少是二度灼傷；而水泡的

形成也常常造成患者的困擾。一般來說，小的水泡不須要處理；而容易破裂的大水泡或已破裂的水泡則應

http://www.ariav.org.hk/safety.htm#top
http://www.uho.com.tw/result.asp?mod=ysm&keyword=%u76AE%u819A
http://www.uho.com.tw/result.asp?mod=ysm&keyword=%u6574%u5F62%u5916%u79D1
http://www.uho.com.tw/result.asp?mod=ysm&keyword=%u6E05%u6F54
http://www.uho.com.tw/result.asp?mod=ysm&keyword=%u8B77%u7406


清除水泡後給予適當之傷口包紮，以避免感染導致灼傷深度加劇。在傷及淺層真皮的灼傷（淺二度）在二

至三週左右會癒合；而傷及深層真皮的灼傷（深二度）在三週以上才會癒合；至於傷及全層真皮的灼傷（三

度）除非受傷面積很小，否則都應接受清創及皮膚移植手術來重建皮膚的完整性及美觀。 

值得注意的是，有極少數三度灼傷而未接受植皮手術的病人，在傷口疤痕化大約十五至三十年後，於同一

部位發生皮膚癌的情形，我們應將此可能發生的灼傷併發症銘記在心。傷口癒合後的保養首重保濕及避免

日曬。由於皮膚的保濕功能在灼傷後較差，所以使用嬰兒油滋潤受傷部位數月以保護皮膚是必要的。另外，

癒合後的皮膚應避免日曬一至二年，並且在適當的時機使用防曬系數大於十五的防曬油來保護皮膚。 

一般來說，灼傷情形不嚴重者，通常不會留下令人困擾的疤痕；至於因灼傷造成皮膚色澤的改變（變深或

變淺）則會隨時間的推移而逐漸改善。市面上的去疤藥膏或美白藥膏是否能夠改善灼傷遺留下來的痕跡，

最好請教專業醫師的意見，以免徒勞無功。 

預防勝於治療，在有關單位能有效預防機車排氣管灼傷之潛在危險前，當我們走在排滿機車之人行道或騎

樓時（特別是有小孩同行時），或當機車騎士在馬路上等待號誌燈時，千萬要小心身旁的機車排氣管，因

為他們可能在我們身上烙下一個不可抹滅的痕跡而造成心中永遠的遺憾。 

 

 

 

 

 

 老人居家安全─預防跌倒  
 

 

家是最溫馨的地方，但房屋的建構擺設造成老人的不便及意外，則會是永久的遺憾。我們必須注

意居家住的安全，以下提供一些原則供大家參考： 

 

(一)門及走道 

門寬 80-90cm，走道寬 85cm 以上，若有玻璃落地窗式的門須強化玻璃以免撞破傷害，保留走

道通順，防止障礙物引起跌倒。去除不必要的門欄或階梯，方便輪椅進出。 

 

(二)地板和扶手 

地板材質應止滑，室內空間地板都應在同一平面，如有高低差距應以明顯的顏色或斜坡來區分，

地板保持清潔乾燥，扶手可裝置在一般的走道、廁所、樓梯斜坡上；避免地板打蠟，維持乾燥，

避免濕滑。 

http://www.uho.com.tw/result.asp?mod=ysm&keyword=%u624B%u8853
http://www.uho.com.tw/result.asp?mod=ysm&keyword=%u75A4%u75D5
http://www.uho.com.tw/result.asp?mod=ysm&keyword=%u4FDD%u990A
http://www.uho.com.tw/result.asp?mod=ysm&keyword=%u4FDD%u6FD5
http://www.uho.com.tw/result.asp?mod=ysm&keyword=%u9632%u66EC
http://www.uho.com.tw/result.asp?mod=ysm&keyword=%u7F8E%u767D


 

(三)樓梯的設計 

須採防滑處理，應有夜燈照明裝置，階梯高度小於 16cm，深度大於 27cm。樓梯雙側裝置扶手，

階梯移除塊狀地毯。 

 

(四)傢俱 

避免使用床欄(無法下床臥床者須使用床欄，注意床欄的維護及完整性)，床旁加鋪軟墊，桌面的

高度(高於 60cm)，桌緣桌角修成圓弧形，椅子須有椅背及扶手，高度以坐姿膝關節 90 度為原則。 

 

(五)浴室 

浴室可裝置扶手方便病患使用，門採外開式，浴室地板採防滑措施，馬桶高度以 42-45cm 最佳，

輪椅可以移動進入洗臉槽下，熱水溫度小於 40℃，冷熱水龍頭應以顏色區分清楚。 

 

(六)其他 

儘量讓個案住在樓下，減少上下樓梯之不便；教導家屬藥物的副作用，個案服用降血壓、鎮定安

眠藥時要注意「姿位性低血壓」，避免姿勢改變引起跌倒。姿位性低血壓：當姿勢由臥姿起立為

立姿時，血壓在瞬間會降低，引起「暫時性」的腦部血液循環不足，而有暈眩症狀，容易造成意

外跌倒、摔倒。注意輪椅或助行器的羅斯是否鬆脫或有東西沾黏。 

 

發生跌倒時怎麼辦？ 

◎勿以一己之力經病患抱回或扶持回床，應先找人幫忙、協助。 

◎檢視病人的頭、四肢外觀與功能，並告知您的居家護理師。 

◎若有擦傷傷口可先做傷口處理。 

◎嚴重情形，如昏迷不醒、大量出血或骨折情形，須立刻叫救護車送急診處理。 

 

老人居家環境安全設計諮詢單位 

國內尚無政府相關部門的專職單位負責建構安全的老人居家環境，但如有這方面的問題，可嘗試

與以下單位聯絡： 

1、各縣、市政府社會科、局 

2、各縣、市建築師工會、室內設計裝修協會 

3、建築學會等學術單位 

4、相關醫療福利等公益團體 

大台中老人長期照護諮詢服務中心 

電話：04-22285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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