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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總則 

一、 目的與適用範圍： 

1. 目的：本計畫係依消防法第十三條暨同法施行細則第十三條至十六條，

規定防火管理之必要事項，以落實預防火災、地震及其他災害之目的，

並達到保障人命安全、減輕災害之目標。 

2. 在聖約翰科技大學內服務、出入之一切人員都必須遵守。 

二、 管理權人之職責： 

1. 管理權人負有聖約翰科技大學防火管理業務之所有責任。 

2. 選任位於管理或監督層次，且能適當公正地執行防火管理業務權限者

之防火管理人，使其推動防火管理業務，並向消防機關申報防火管理

人之遴用及解任。 

3. 管理權人應監督、指導防火管理人推動防火管理上必要之業務。 

4. 申報消防防護計畫書。 

5. 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安全設備之檢查維護之實施及監督，以及相關設

施（備）有缺失時，應儘速改善。 

6. 申報防火管理人之遴用及解任。 

7. 在防火管理人製定或變更消防防護計畫時需給與必要之指示。 

三、 防火管理人之職責： 

防火管理人負責此消防防護計畫之製作及實行，並推行下列業務： 

1. 消防防護計畫之製定、檢討及變更。 

2. 實施滅火、通報及避難引導訓練。 

3. 防火避難設施、用火用電設備器具、危險物品設施之檢查實施及監

督。 

4. 電氣配線、電氣機器、機械設備之管理及安全確認。 

5. 消防安全設備檢查維護之實施及監督，以及法定檢修之會同檢查。 

6. 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之製作及安全措施之建立。 

7. 火源使用或處理有關之指導及監督。 

8. 加強進出人員之管制。 

9. 對校內員工及相關人員實施防災教育。 

10. 加強夜間消防情境模擬演練。 

11. 加強高樓層員工之避難引導演練。 

12. 加強模擬火災時之水平避難演練。 

13. 訓練、要求校內員工應熟練火災時之救災活動。 

14. 防火管理業務相關人員之指導及監督。 

15. 製定護理人員工作手冊，以加強災害發生時的急救處理。 

16. 若校內有視覺及聽覺障礙者，宜加強其標示設備之聲光功能。 

17. 加強與鄰近社區之互動關係，以期不甚發生火災時多一分支援與協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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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對管理權人提出建議及請求指示。 

19. 保持機構內通道之順暢，防止物品阻礙通路、樓梯。 

20. 推動防止縱火之預防措施。 

21. 各項防火管理相關書面資料之保管與整理。 

22. 其他防火管理上必要之事項。 

四、 與消防機關之通報聯繫： 

1. 防火管理人遴用及異動時，依附表一填寫，三日內向當地消防機關提

報。 

2. 消防防護計畫製定及變更後，應依附表二填具「消防防護計畫製定（變

更）提報表」，並依附表三檢附「消防防護計畫及消防防護計畫自行

檢查表」，向當地消防機關提報。有關消防防護計畫製定後，有下列

事項變更時，管理權人（防火管理人）應於 3 日內向消防機關提報。 

（1） 管理權人或防火管理人之變更。 

（2） 自衛消防編組之大幅或重要變更。 

（3） 建築用途變更、增建、改建等導致消防安全設備之變動時。 

3. 實施滅火、通報、避難訓練時，應於 10 日前填註附表四向當地消防

機關提報，並報告其結果。 

4. 遇有增建、改建、修建、室內裝修施工時，依「製定現有建築物（場

所）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指導須知」之規定，於開工（指實際開工日

期）3 天前，依附表五填具「現有建築物（場所）施工中消防防護計

畫提報表」，檢附附表六「現有建築物（場所）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

及現有建築物（場所）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自行檢查表」，向當地消

防機關提報。 

5. 依法定期限申報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結果報告書。 

五、 防火管理委員會： 

防火管理委員會之設立，可協調不同部門或特性之機構間的防火管理，其

包括之內容如下： 

1. 為能適當協調不同部門或特性之機構間防火管理業務之運作，應設置

防火對策委員會。 

2. 防火對策委員會由主任委員召集，委員會之成員，由各部門相關職員

組成。 

3. 委員會之審議事項包括自衛消防組織的設置及相關裝備，實施滅火、

通報、避難引導之相關訓練，相關消防設施的改善強化，火災預防上

必要的教育訓練及其他防火管理相關事項。 

貳、 預防管理對策 

一、 平時火災預防： 

1. 本校依消防法規定，係屬應設消防安全設備之乙類場所，為落實消防

安全設備之維護管理，定於每年之 3 月委託消防設備師／士或專業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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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機構檢修消防安全設備，並於檢修完成後 15 日內，依規定將檢修

結果報請當地消防機關備查。 

2. 為落實平時之火災預防作為，依場所之使用特性、防火避難設施、燃

氣設備及消防安全設備之設置等情形，實施預防管理編組，人人皆應

負起火災防制之責任。 

3. 火災預防管理組織負責平時火災預防及地震時之防止起火，以防火管

理人為中心，各單位分別設置防火負責人，並劃設責任區域，指派火

源責任者進行火災防制措施。有關本場所之火災預防管理編組，如附

件一。 

4. 防火管理人應定期詢問防火負責人、火源責任者及每一位員工，以落

實火災預防措施。 

5. 防火負責人之任務為輔助防火管理人，並指導、監督負責區域內之火

源責任者。 

6. 火源責任者之任務如下： 

（1） 輔助防火負責人，擔任指定範圍內之火源管理工作，並負責指

定範圍內之防火避難設施、用火用電設備器具、電氣設備、危

險物品及消防安全設備等之日常維護管理。 

（2） 地震時用火用電設備器具及人員之安全確認。 

（3） 依照附件二之「日常火源自行檢查表」、附件三之「防火避難設

施自行檢查表」及附件四之「消防安全設備自行檢查表」進行

檢查。 

— 日常火源自行檢查，應於每日下班時進行。 

— 日常防火避難設施之自行檢查，每日應檢查二次。 

— 消防安全設備自行檢查表，每月應檢查乙次（如有相關疑

問，可洽檢修人員或機構）。 

7. 本校之輪值人員，於假日、夜間，應定時巡邏，確保用火用電安全，

並記錄於機電技工夜間（假日）值勤紀錄表內，俾翌日向防火管理人

報告。 

二、 火災預防措施： 

1. 吸煙及用火等易發生危險行為之規定如下： 

（1） 除本校規定吸煙區以外區域嚴禁吸煙。 

（2） 除厨房外，任何地點未經允許嚴禁火源。 

2. 從事下列行為應事先向防火管理人聯絡取得許可後，始得進行： 

（1） 指定場所以外之吸煙及火源使用。 

（2） 各種用火用電設備器具之設置或變更時。 

（3） 辦理活動必須用火用電時。 

（4） 危險物品之貯藏、處理，及其種類及數量之變更時。 

（5） 進行施工行為時。 

3. 用火用電之監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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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向防火管理人提出使用焊接或其他用火之作業計畫，在使用用

火作業之場所，應配置有滅火器，同時，在指定場所以外的區

域，亦不可有抽菸、點火等行為，使用危險物時，應經督導之

防火管理人許可，對於用火、用電之管理，作業責任者皆應負

起相關防火責任。 

（2） 向防火管理人提出用火用電使用申請書，並應得到許可，方可

使用，用火用電設備器具之使用，應事先檢查，並應確認使用

時周遭無易燃物品，使用完畢後，應加以檢查確認其是否處於

安全狀況，並置放於適當之安全場所。 

4. 為確保防火避難設施之機能運作正常，所有出入人員應遵守下列事

項： 

（1） 安全門等緊急出口、走廊、樓梯間及避難通道等避難設施： 

— 不得擺放物品，以避免造成避難障礙。 

— 應確保逃生避難時，樓地板無容易滑倒或牽絆避難人員之

情形。 

— 作為緊急出口之安全門，應容易開啟，並確保走廊及樓梯

間之寬度能容納避難人員。 

（2） 為防止火災擴大延燒，並確保消防活動能有效進行之防火設

施： 

— 安全門應經常保持關閉，並避免放置物品導致影響其關閉

之情形。 

— 安全門周遭不得放置容易延燒之可燃物。 

5. 本校之位置圖如附圖一，另為確保火災發生時逃生避難之安全，有關

各樓層之平面圖及逃生避難圖如附圖二，除張貼於公告欄等顯眼處所

外，並應確實轉知場所內每一位人員（含自衛消防編組之成員），熟

悉逃生避難路徑及相關之消防安全設備。 

三、 施工中消防安全對策之建立： 

1. 本場所進行施工時，應建立消防安全對策。如進行增建、改建、修建

及室內裝修時，應依消防法施行細則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製定施工中

消防防護計畫，並向當地消防機關申報。 

2. 上述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之製作，應依據「製定現有建築物（場所）

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指導須知」 之規定辦理，並於實際開工日 3 天

前，填具附表五「現有建築物（場所）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提報表」，

並依附表六檢附「現有建築物（場所）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及現有建

築物（場所）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自行檢查表」，提報轄區消防機關。 

3. 防火管理人於施工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1） 一般注意事項： 

— 應對施工現場可能之危害，進行分析評估，並注意強風、

地震、粉塵等特殊氣候或施工狀態下可能造成的影響，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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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有效之預防措施。 

— 應定期及不定期檢查施工現場周遭情形，建立督導及回報

機制。 

— 應採取增加巡邏次數等強化監視體制之措施。 

— 建築物施工場所，如需停止消防安全設備之功能，應採取

相關替代防護措施及增配滅火器，並強化滅火、通報等相

關安全措施，並嚴禁施工人員吸煙及不當之用火用電。 

— 為防止縱火，有關施工器材、設備等，應確實收拾整理，

並建立管制機制。 

— 施工現場應建立用火用電等火源管理機制，同時對現場人

員妥善編組，確保火災發生時，能發揮初期應變之功能。 

（2） 進行熔接、熔切、電焊、研磨、熱塑、瀝青等會產生火花之工

程作業時，為防止施工作業之火焰或火花飛散、掉落致引起火

災，除依前述「一般注意事項」外，應採取下列措施： 

— 應避免在可燃物附近作業，但作業時確實無法避開可燃物

者，應在可燃物周圍，採用不燃材料、披覆防焰帆布或區

劃分隔等防處措施，予以有效隔離。 

— 作業前應由施工負責人指定防火負責人及火源責任者，進

行施工前安全確認，並加強作業中之監視及作業後之檢

查。 

— 施工單位在實施熔接、熔切、焊接等會產生火花之作業時，

應於週邊備有數具滅火器等滅火設備，俾能隨時應變滅

火。 

— 各施工場所應由防火責任者，依施工進行情形，定期向施

工負責人及防火管理人報告。 

— 使用危險物品或易燃物品時，應知會施工負責人及防火管

理人，採取加強防護措施。 

（3） 施工期間應事先公告及通知有關人員，依下列原則辦理教育訓

練： 

— 防火防災教育及訓練，必須包括全體員工及施工人員。 

— 教育訓練之內容，應包括潛在之危險區域及防處作為、緊

急應變程序、通訊聯絡機制、疏散避難路線、消防機具及

滅火設備之位置及操作方法等有關之防火管理措施及應

變要領。 

— 進行教育訓練時，應包含滅火、通報，避難引導、安全防

護及緊急救護等相關事項，且就有關人員予以編組，實際

進行模擬演練。 

— 有雇用外籍人士時，應一併施予防火防災教育及訓練。 

— 施工期間之教育訓練，應於各項工程開工前為之，並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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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實施再教育訓練。 

四、 縱火防制對策： 

1. 平時之縱火防制對策： 

（1） 建築基地內、走廊、樓梯間及洗手間等場所，不得放置可燃物。 

（2） 加強對於進出人員之過濾及查核。 

（3） 設置監控設備，並加強死角之巡查機制，同時建立假日、夜間

等之巡邏體制。 

（4） 整理並移除場所周邊之可燃物。 

（5） 最後一離開者，應做好火源管理，並關閉門窗上鎖。 

（6） 落實汽機車停放之安全管理。 

2. 附近發生連續縱火案件時之對策： 

（1） 加強校內行政管理，審慎防範危險人員的動向，防範人為縱火

意外發生。 

（2） 加強死角之巡查機制，並強化假日及夜間之巡邏體制。 

（3） 加強宣導員工落實縱火防制工作，並確實要求最後一位離開者，

應關閉門窗上鎖。 

參、 自衛消防活動 

一、 自衛消防編組： 

1. 為確保火災及其他災害發生時，能將損害損失減至最低，故成立自衛

消防隊；其編組情形及任務如附件五。 

2. 隊長、副隊長及各級幹部的權限及任務： 

（1） 監督及指揮命令自衛消防隊進行火災、震災等活動之進行，同

時與消防編組保持密切連繫，順遂展開救災活動。 

（2） 副隊長主要為輔助隊長，當隊長不在時，代行其任務。 

（3） 地區隊長擔任負責地區初期自衛消防活動之指揮工作，隨時與

隊長保持密切連繫。 

（4） 各班班長依其班別，負責滅火、通報、避難引導等相關自衛消

防活動。 

二、 自衛消防活動： 

自衛消防活動包括指揮、通報連絡、滅火、避難引導、救護及安全防護及

假日、夜間之活動體制等項目，尤其於夜間上班人員較日間人員少之情形

下，應針對夜間消防情境進行模擬演練，以確保人員之安全。相關之自衛

消防活動如下： 

1. 指揮：應設有指揮人員，同時於大廳前明顯處設置指揮中心，指示自

衛消防隊之任務，掌握自衛消防活動之進行。 

2. 通報連絡：通報人員應通知當地消防機關有關機構地址、名稱、目前

災害狀況等對外之聯繫，同時亦應負責對內之連絡，包括管理員室、

機構內各部門之連絡告知等，通報結束後，應向防火管理人及自衛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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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隊長告知通報情形及災害最新狀況。 

3. 初期滅火：主要是以室內消防栓及滅火器進行初期滅火，以撲滅火災

於初萌及防止迅速擴大延燒。 

4. 避難引導：發生火災時，避難引導人員應引導起火層之避難者使用與

起火處反方向之緊急出口避難，若火勢擴大或滅火行動不順利時，則

應引導其至其他安全地方，對於高樓層之機構，應加強此部分之演練，

使當火災發生時，所有人員皆能順利逃生。 

5. 救護：救護中心可與指揮中心設置在同一位置，救護班人員對受傷者

應施予緊急醫療，並可與救護中心連絡，派員協助將傷者快速搬運至

救護站或迅速送醫，同時應記錄傷者姓名及狀況，以供查考。 

三、 自衛消防編組之裝備：如附件六。 

四、 發生火災時，自衛消防編組人員，應依據附件五所賦予之責任進行自衛消

防活動。 

肆、 假日暨夜間之防火管理體制 

一、 夜間及假日之火災預防管理： 

1. 為確保夜間及假日之火災預防管理，本場所之值班人員，應定期巡邏

各場所，以確保無異常現象。 

2. 本校之夜間及假日之自衛消防編組如附件七，當夜間及假日發生火災

時，應採取下列應變作為： 

（1） 立即通知消防機關（119），在進行初期滅火之同時，應同時通

報建築物內部之出入人員，並依緊急通報系統，聯絡自衛消防

隊長及防火管理人。 

（2） 與消防機關保持聯繫，將火災情形、延燒狀況等初期火災訊息，

隨時提供消防隊掌控，並引導消防人員前往起火地點。 

伍、 地震防救對策 

一、 為防範地震造成之災害，場所內應準備必要之防災用品，防火管理人及各

樓層防火負責人，應透過防災教育告知所有從業人員，進行平時之安全管

理時，並一併進行下列事項。 

1. 檢查附屬在建築物之設施如廣告牌、窗框、外壁等及陳列物品有無倒

塌、掉落、鬆脫。 

2. 檢查燃氣設備、用火用電設備器具有無防止掉落措施，以及簡易自動

滅火裝置、燃料自動停止裝置之動作狀況。 

3. 檢查危險物品有無掉落，傾倒之虞。 

4. 防火管理人應積極參加消防機關或防火團體舉辦之講習會或研討會，

同時應隨時對從業人員辦理防火講習或宣導教育。 

二、 地震發生時應採取下列安全措施：當地震發生時之因應事項，包括火災防

止措施、災情收集措施及滅火、避難引導等項目，具體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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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位於用火用電設備器具周遭之員工，應確實切斷電（火）源，並移除

易燃物，當建築物內發生火災，準用自衛消防活動中之滅火活動，採

取初期滅火行動，並經火源責任者確認火災狀況後報告防火負責人，

由防火負責人回報防火管理人（或指揮據點）。 

2. 全體員工應確認周圍機具、物品等有無掉落及異常狀況，並告知火源

責任者轉知防火管理人（或指揮據點）。 

3. 地震發生時，自衛消防編組人員應立即指導病患或家屬等有關人員進

行適當之避難行為。 

三、 地震發生後應採取下列安全措施： 

1. 於用火用電設備器具周遭之員工，應確認電（火）源安全無虞後，方

可使用相關設備。 

2. 地震發生後如發生災害，於自身安全無虞下，應依自衛消防編組分工，

進行救災。 

3. 如有受傷者，應列入最優先之救援行動，採取必要之緊急救護措施。 

4. 應蒐集相關資料地震資訊，適時通報建築物內部人員，如須採取避難

行動，應告知集結地點俾集體前往避難處所。 

陸、 瓦斯災害緊急處置 

一、 瓦斯洩漏處理： 

1. 瓦斯洩漏時，應即關閉附近瓦斯開關，並嚴禁火源，同時立即通報總

務處事務組、環安組及 119，告知瓦斯洩漏位置及有無受傷人員及人

數。 

2. 進行場所內廣播，其廣播範例如下：現在於埔園○樓發生瓦斯外洩。

請立即關閉瓦斯關開關、停止使用用火用電設備器具，並熄滅香煙等

火源。各位同仁、同學及來賓請依照本校人員之指示避難。 

二、 緊急聯絡電話如下： 
單位名稱 電話 單位名稱 電話 

消防局 119 電氣顧問公司-宏健 （02）2737-5908 

警察局 110 電梯-台灣三菱 （02）2733-4463 

總務處事務組 （02）2801-3131#6161 電梯-超技 （03）324-2148 

總務處環安組 （02）2801-3131#6185 電梯-明陽 0800-626626 

學務處軍訓室 （02）2801-3131#6201 電梯-永大 0800-211958 

電力公司 （02）2629-1359 電梯- OTIS 0800-221685 

柒、 防災教育訓練 

一、 為提升防火知識、消防技術及震災之對應措施及宣導關於消防防護計畫之

內容，防火管理人及相關職員應進行防火、防災相關教育訓練。同時，防

火管理人應積極參加消防機關或防火團體舉辦之講習或研討，同時應隨時

對內部員工辦理防火講習會或宣導會。 

二、 實施對象應包含新進人員、正式員工、工讀生、臨時人員、自衛消防編組

人員及相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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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進行防災教育之重點如下： 

1. 徹底周知消防防護計畫內容及內部人員之任務。 

2. 有關火災預防上之遵守事項，以及火災或地震發生時之各項應變要

領。 

3. 其他火災預防上必要之事項。 

四、 有關新進人員、正式員工、工讀生、臨時人員等之教育訓練之實施時期、

實施對象及實施次數，依下表進行： 

對象 時期 次數 
實施者 

防火管理人 防火負責人 火源責任者 

新進人員 採用時 乙次 ○   

正式員工 每年 二次 ○   

工 讀 生 

臨時人員 

採用時 視需要進行  ○ ○ 

上班時 視需要進行  ○ ○ 

五、 為強化自衛消防編組之應變能力，有關自衛消防編組人員之教育訓練，將

結合員工暨相關人員，每半年至少舉行滅火、通報及避難訓練乙次，且每

次訓練之實施不少於四小時。本場所辦理相關訓練之規劃如下： 
類       別 實施日期 內                      容 

部
分
訓
練 

通報連絡 5 月、10 月 
假設災害發生時，應採取之通報連絡作為，包含場所內之人員通報及

消防機關之通報等。 

滅  火 5 月、10 月 火災初期滅火要領，及進行滅火器、室內消防栓等之實際放射操作。 

避難引導 5 月、10 月 
假設災害發生時，應採取之應變作為，包含避難指示、避難引導人員

之配置及疏散內部收容人員等。 

綜合演練 5 月、10 月 

假設災害發生時，應採取之各項應變作為，包含狀況假設、起火地點

之確認、通報連絡、初期滅火、形成區劃、避難引導、緊急救護及指

揮聯繫等整體之災害初期應變措施等。 

備
考 

1. 部分訓練，係著重於單項動作之操作訓練；而綜合演練，係整合部分訓練進行整體之操作

演練。 

2. 其它訓練演練，將視需要安排時間進行夜間（模擬）訓練、自衛消防隊各班之圖面模擬狀

況訓練。 

捌、 附則 

一、 本計畫自 102 年 11 月 10 日開始實施。 

二、 本計畫製作完成後如有變更時，應即填具附表二報當地消防機關。 

 

管理權人職稱  姓名 簽章 

校長 陳金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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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一 防火管理人（遴用、異動）提報表 

 

防火管理人 
□遴用 

提報表 
□異動 

受 文 者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第三大隊淡水分隊 

主 旨 提報本場所防火管理人 

提 報 人 陳金蓮        （簽名或蓋章） 

場
所 

名 稱 聖約翰科技大學 電 話 （02）28013131 

地 址 新北市淡水區淡金路四段 499 號 

管
理
權
人 

姓

名 
陳金蓮 

簽 名 

(或蓋章) 
 

住

址 
新北市淡水區淡金路四段 499 號 

身 分 證 

字 號 
A201209715 

防
火
管
理
人 

遴
用 

姓    名 吳慶龍 
簽 名 

(或蓋章 ) 
 

身 分 證 字 號 P122006456 出生日期 民國 58 年 12 月 11 日  

選 派 年 月 日 102 年 12 月 4 日 

職    稱 環安組組長 

接受講習機構 財團法人消防教育學術研究基金會 

證 書 日 期 102 年 7 月 11 日 證書文號 102 防複訓字第 11516 號 

異
動 

姓   名  

異 動 日 期    年   月   日 

異 動 原 因  

綜
合
意
見
（
消
防
機
關
填
寫
） 

 

依消防法第十三條之規定辦理。防火管理人如有異動，應併同合格之替換人選，立即向消防機關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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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二 （共同）消防防護計畫（製定、變更）提報表 

 

□消防防護計畫 

□共同消防防護計畫 

□製定 
提報表 

□變更 

受 文 者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第三大隊淡水分隊 

主   旨 提報 
■消防防護計畫 

（如附件） 
□共同消防防護計畫 

提 報 人 
■管理權人：陳金蓮 

（簽章） 
□共同防火管理協議會召集人： 

製 定 人 
■防火管理人： 

（簽章） 
□共同防火管理人： 

場所 

名  稱 聖約翰科技大學 電話 （02）28013131 

地  址 新北市淡水區淡金路四段 499 號 

□製定日期 

□變更日期 
102 年 12 月 4 日 

製定 
原因 自衛消防編組變更 

變更 

綜
合
意
見
（
消
防
機
關
填
寫
） 

□准予核備。 

□不予核備： 

1.依消防法第十三條之規定辦理。消防防護計畫或共同消防防護計畫如有變更，請立即向消防機關提出。使用本

表應檢附「消防防護計畫」及「消防防護計畫自行檢查表」或「共同消防防護計畫」及「共同消防防護計畫自

行檢查表」。 

2.請於□中勾選適當之計畫類別及選項，如為共同消防防護計畫，請勾選“共同消防防護計畫”、「提報人」欄位之

“共同防火管理協議會召集人”、「製定人」欄位之“共同防火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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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三 消防防護計畫自行檢查表 

 

消防防護計畫自行檢查表 

依據消防法第 13 條及消防法施行細則第 13 條至第 16 條規定，防火管理人應製定消防防

護計畫，並報請消防機關核備。此表係供防火管理人自行檢查，先行確認所製定之消防防護計

畫內容是否適當，俟確認內容無誤後，再報請消防機關核備。 

審核項目 審核內容（確認事項） 
自行檢查 

備考 
是 否 

1.管理權人及防

火管理人 

1. 是否由管理權人決定防火管理人，並向消防機關

提報? 
V   

2. 防火管理人是否為管理監督層級之幹部? V   

3. 防火管理人是否依法參加講習、持有證書? V   

4. 防火管理人是否依法參加每 2 年之複訓? V   

5. 消防防護計畫是否由防火管理人製定，並依規定

向消防機關提報? 
V   

2. 自衛消防編

組 

1. 依法應實施防火管理之場所，其員工在 10 人以上

時，至少編成滅火班、通報班及避難引導班? 
V   

2. 自衛消防編組之組織圖是否製定? V   

3. 各班之任務分工，是否明確訂定? V   

4. 各樓層、各班之負責人及承辦人是否指定? V   

5. 自衛消防隊之指揮據點是否確定其設置處所? V   

6. 隊長及副隊長等重要幹部不在時，是否建立代理

機制，並指定相關之代理人? 
V   

7. 自衛消防編組之訓練計畫是否訂定? V   

8. 是否針對自衛消防編組之訓練結果，製定相關報

告書? 
V   

3. 防火避難設

施自行檢查 

1. 是否能掌握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沒有疏漏? V   

2. 各項設施是否己訂定檢查負責人及執行人員? V   

3. 是否製訂自行檢查表格及執行期程? V   

4. 消防安全設

備維護管理 

1. 是否訂定消防安全設備之年度檢修申報計畫，並

以此為基準據以實施? 
V   

2. 是否指定專人或委託專業機構，定期檢查消防安

全設備? 
V   

3. 是否依檢修申報規定，定期委託檢修專業機構或

專技人員，進行消防安全設備之外觀檢查、性能

檢查及綜合檢查，並將檢查結果提報消防機關? 

V   

4. 檢查結果確認不完全、缺點之處，是否改善? V   

5. 火災及其它

災害發生時之

通報連絡、滅火

行動及避難引

導 

下列項目是否納入消防防護計畫中? 

1. 通報連絡 

A. 非自衛消防編組人員，發現火災時之通報內容及

對象，是否訂定範例? 
V   

B. 當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受信總機，顯示火災時，

有關人員至現場確認時，是否以緊急電話或通訊

工具，確定狀況並回報管理單位。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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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火災及其它

災害發生時之

通報連絡、滅火

行動及避難引

導 

A. 確認火災後，自衛消防編組之通報班等有關人員

，是否立即向消防隊局（隊）（119）通報，同時，

向自衛消防隊長報告，並使用室內廣播引導建築

內部人員，採取必要之救災逃生措施。 

V   

B. 自衛消防隊之通報班，是否進行下列事項： 

‧ 向消防機關作通報之確認、並向隊長報告災

害狀況，並對火災狀況之變化進行緊急廣播。 
V   

‧ 進行自衛消防隊隊長指示命令之傳達。 V   

‧ 消防人員抵達時，提供火災之延燒狀況、燃

燒物品、有無避難未逃出者等情報，同時，

對火災發生之場所進行避難引導。 

V   

1. 滅火行動 

A. 自衛消防隊之滅火班人員，應與地區隊共同努

力，以滅火器或室內消防栓，實施初期滅火。 
V   

B. 地區隊滅火行動，是否著重於早期滅火。 V   

2. 避難引導 

A. 自衛消防隊之避難引導班人員是否在火災發生

時，是否與地區隊共同協力擔任避難引導。 
V   

B. 是否禁止使用電梯避難。 V   

C. 避難引導班人員是否做好準備，人員應部署在安

全門、特別安全梯之排煙室前，並規劃禁止通行

之場所或路段，且防止有人因故重返火場之情形

發生。 

V   

D. 進行避難引導時，是否正確使用手提擴音機、手

電筒、哨子等器具，並注意防止避難混亂，且將

起火樓層及其上一樓層人員，列為優先引導避難

之對象。 

V   

E. 取得受傷者及尚未逃生者之消息時，是否立即與

本部隊連絡，做適當之處理。 
V   

F. 避難結束後，是否儘速進行人員之點名，確認有

無尚未逃生者，並向本部隊報告。 
V   

G. 地區隊之避難引導者，是否對所負責之避難區

域，依照前述之順序作適當之引導。 
V   

3. 安全防護措施：安全防護班人員於火災發生時，

是否進行安全門、防火鐵捲門之關閉操作 
V   

4. 緊急救護 

A. 設置緊急救護所之地點，是否設於對消防隊或相

關救災救護行動沒有障礙之安全場所。 
V   

B. 救護班對受傷者進行緊急救護時，是否與消防救

護人員密切聯繫，迅速將傷患運送至醫院做適當

處理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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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實施通報、滅

火及避難訓練 

1. 是否每半年進行一次訓練（參考並填寫下表）? 

訓練類別 實施日期 備註 

滅火訓練 102/10/7  

通報訓練 102/10/7  

避難訓練 102/10/7  

安全防護 102/10/7  

緊急救護 102/10/7  

其它 102/10/7  

綜合 102/10/7  
.. 

V   

2. 是否對每次 4 小時之訓練製定時間表? V   

3. 是否訂定訓練負責人員，且確實地進行訓練 V   

4. 是否有個別訓練及綜合性訓練計畫? V   

5. 是否製定訓練實施計畫? V   

7. 防災應變之

教育訓練 

1. 訓練師資、授課內容、受訓對象、實施期程是否

訂定? 
V   

2. 進行教育訓練時，下列課程內容是否適合受訓對象? 

A. 消防防護計畫之內容。 V   

B. 人員應遵守事項。 V   

C. 有關火災發生時之處理。 V   

D. 有關地震之處理。 V   

E. 有關防火管理之手冊。 V   

3. 為提昇教育效果，訓練師資應為防火管理人本身或相關之各任務負責

人，授課重點如下： 

A. 防火管理人授課時，應就所定之消防防護計畫，

進行通盤介紹，並就重點項目詳加說明。 
V   

B. 其他人員進行授課時，應對日常之火災預防及災

害發生時之處理要點等具體事項，詳加說明。 
V   

8. 用火、用電之

監督管理 

1. 為確保負責區域內之火源、電氣管理等之完善，

是否訂定防火負責人及火源負責人? 
V   

2. 區域內之負責人，對火源、香煙處理及用火用電

等，是否進行確認，並記載於檢查紀錄表? 
V   

3. 有無指定吸煙區域，並做好火源管理? V   

9. 防止縱火措

施 

1. 針對能自由出入之場所，是否建立下列對策? 

A. 整理、整頓，並除去容易產生死角之走廊、樓梯

間、洗手台等之可燃物。 
V   

B. 物品之放置管理及雜貨倉庫之上鎖管理等。 V   

C. 對員工或其它出入人員，要求配掛名牌，並強化

人員之安全考核與監控。 
V   

D. 工作人員（包含臨時工作人員）應明確化，對不

法進入者應加強監視 
V   

E. 工作人員(包含臨時工作人員)應明確化，對不法

進入者應加強監視。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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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防止縱火措

施 

A. 內部裝潢、裝飾品等，使用不燃或防焰材質。 V   

1. 上班時間以外，是否建立下列對策? 

A. 對建築基地或建築內部，實施禁止不當人員進入

之防阻措施。 
V   

B. 負責火源及最後離開者，進行火源管理及確認上

鎖。 
V   

C. 假日、夜間等巡邏體制確立，並進行放置可燃物

場所之整理、整頓及保管場所之檢討。 
V   

D. 鑰匙妥善保管，不放置在出入口週遭等容易取得

之處所，並進行保管場所之檢討。 
V   

E. 縱火頻繁之季節，是否加強巡邏等防處作為。 V   

2. 下列場所之上鎖管理是否依下列注意事項，建立對策? 

A. 出入口、門窗及停車場之車輛等上鎖確認機制。 V   

B. 各樓層是否建立連絡體制。 V   

10. 場所之位置

圖、逃生避難圖

及平面圖 

是否準備簡明易懂之各種圖面標示? V   

11. 其他防災應

變上必要事項 

1. 是否有定期辦理防火管理會議之機制? V   

2. 夜間或重點時段，有無其它強化作為? V   

綜
合
意
見
（
消
防
機
關
填
寫
） 

 

自行檢查時，如有附表（件）或其它應說明事項，請於備考欄中註明，倘該場所無該欄所列項目，請以“△”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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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四 自衛消防編組訓練計畫提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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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五 現有建築物（場所）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提報表 

 

現有建築物（場所）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提報表 

受 文 者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第三大隊淡水分隊 

主   旨 提報聖約翰科技大學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如附件） 

提 報 人 管理權人：                  （簽章） 

製 作 人 防火管理人：                 （簽章） 

場

所 

名 稱  電 話  

地 址  

變 更 日 期     年   月   日 變更原因  

綜
合
意
見
（
消
防
機
關
填
寫
） 

 

請於實際開工日期三日前(如為郵寄，以郵戳為憑)，向消防機關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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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六 現有建築物（場所）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自行檢查表 

 

現有建築物（場所）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自行檢查表 

項目 
自行檢查 

備考 
有 無 

一、施工作業及計畫 

（一）施工概要     

（二）施工日程表     

（三）施工範圍     

（四）有無消防設備無法動作情形     

（五）有無避難逃生設備無法動作情形     

（六）有無使用會產生火源之設備     

（七）有無運用危險物品作業     

（八）聯絡人     

（九）緊急聯絡人     

（十）其他     

二、施工中之防火管理 

（一）預防火災     

（二）互相聯絡機制     

（三）地震對策     

（四）自衛消防編組     

（五）通報消防機關     

（六）逃生避難路線     

（七）防火區劃     

三、施工期間，施工人員之教育、訓練及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之宣達  

（一）防災教育     

（二）防災訓練     

（三）告知施工中之消防防護計畫相關事宜     

四、其它  

    

    

綜
合
意
見 

（
消
防
機
關
填
寫
） 

 

業者自我檢查時，如有附表或附件，請於備考欄中註明。倘該欄不需設置，請以“△”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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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 火災預防管理編組表 

 

火災預防管理編組表 

防火管理人 

總務長 

（目前由環安組吳

慶龍暫代） 

防火負責人 
火    源    責    任    者 

場   所 職稱 姓名 

電資學院 

王毓饒院長 

電資大樓 院秘 林宜慧 

電子大樓 系主任 張祥利 

商管學院 

陳智湧院長 
商管大樓 院秘 張秀貞 

工學院 

張銘崑院長 

機械大樓 系主任 王土權 

機械工廠 職員 蔡發達 

工管大樓 系主任 劉天倫 

圖書館 

鄭惠珍館長 
圖書館 組長 鄭宏宣 

休健系 

黃振紅主任 

百齡堂 職員 張志光 

游泳池 職員 林文展 

卓民樓 老師 宋宏一 

通識中心 

黃寶瑛主任 
學用樓 職員 廖祐君 

學務處 

陳建宏學務長 

德輔樓 組長 劉翠芬 

學生社團及活動場地 組長 賈大齡 

事務組 

曹傑尊組長 

餐廳 經理 張沁琳 

特舍及蘭貞館 職員 曾錦城 

洗衣部 職員 曾錦城 

生輔組 

梁志華組長 

女生宿舍 舍監 宋雪芳 

第五宿舍 舍監 楊錦鐘 

第一、六宿舍 舍監 楊平 

環安組 

吳慶龍組長 
污水處理廠 職員 吳美慧 

不在出入口、樓梯間及避難通道堆積物品，並瞭解滅火器及室內消防栓等消防安全設備之位置。 

安全門周遭，應確保通暢，無妨礙安全間關閉之情形出現。 

經常整理用火用電設備之附近環境，不放置易燃物品。 

休憩場所及辦公室等處所，最後離開人員，應確實處理火源。 

規範指定場所吸煙，並確實處理煙蒂。 

吸煙場所之煙灰缸、通道垃圾桶附帶之煙灰缸等處，應盛水以確保煙蒂熄滅。  

走廊、樓梯間、茶水間及盥洗室等易成為防火死角之地點，不放置可燃物。  

使用危險物品時，應獲得防火管理人之許可。  

如場所發生火災（或異常現象）時，應通報防火管理人及一一九，並採取適當之應變行動。 

進行建築物內外之整頓清理時，圾垃、紙箱等易燃物品，在規定時間以外，決不放置在戶外。 

電氣及瓦斯等用火用電設備（施）關閉開關後，應確保各個房間之安全後上鎖。 

火源責任者，應確實管理並負責區域之用火用電安全。 

各班之負責人員，應紀錄實際到課人數，並記載於辦公室之公告欄。 

其它易發生火災之情形，參考如下： 

－稀釋劑、塗料等容易造成危險的物品，應禁止攜入。 

－避難通道不得放置突出之平台、吊架等妨礙通行之物品及設備。 

－使用明火或攜入危險物品時，應獲得防火管理人之許可。 

－禁煙場所發現有人吸煙，應立即制止。 

－場所內如有復健訓練等伴隨用火用電設備使用之情形，員工應加強此場所之巡視，並於使用結束後加

強用火用電設備之檢查。 

－如有異常狀況應立即告知防火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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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二 日常火源自行檢查表 

 

日常火源自行檢查表 
實施

人員 
 

負責

區域 
 

檢查

月份 
 

日期 週 

實施項目 

用火設備使

用情形 

電器設備配

線 
煙蒂處理 

下班時火源

管理 

其它 

(可燃物管理等) 
附記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防火管理人處置情形暨簽章 

 
 

備考：如有異常現象，應立即報告防火管理人。 

符號說明：Ｏ→符合規定、Ｖ→立即改善後符合規定、Ｘ→無法使用、損壞或未依規定且無法立即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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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三 防火避難設施自行檢查紀錄表 

 

防火避難設施自行檢查紀錄表 

實施

人員 
 

負責

區域 
 

實施

日時 
 

檢查重點 
檢查狀況 

（處置情形） 

檢查狀況 

（處置情形） 

1. 安全門（防火門）之自動關

閉器動作正常 
    

2. 防火鐵捲門下之空間無障

礙物 
    

3. 樓梯不得以易燃材料裝修     

4. 安全門、樓梯、走廊、通道

無堆積妨礙避難逃生之物

品 

    

5. 安全門無障礙物並保持關

閉 
    

6. 安全門常關不上鎖     

7. 樓梯間未堆積雜物     

8. 避難通道有確保必要之寬

度 
    

9. 避難逃生路線圖依規定設

在明顯處 
    

10. 其它：     

狀況回報   

防火管理人處置情形暨簽章 管理權人處置情形暨簽章 

    

備考：如有異常現象，應立即報告防火管理人。 

符號說明：Ｏ→符合規定、Ｖ→立即改善後符合規定、Ｘ→無法使用、損壞或未依規定且無法立即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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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四 消防安全設備自行檢查表 

 

消防安全設備自行檢查表 

實施人員  負責區域  

設備內容 實施內容 檢查結果 日期 

滅火器 

1.放置於固定且便於取用之明顯場所。 

2.安全插梢無脫落或損傷等影響使用之情形。 

3.噴嘴無變形、損傷、老化等影響使用之情形。 

4.壓力指示計之壓力指示值在有效範圍內。 

5.無其他影響滅火器使用之情形（如放置雜物）。 

  

室內消防栓 

1.消防栓箱門確實關閉，水帶及瞄子之數量正確。 

2.消防栓箱內瞄子及水帶等無變形、損傷等無法使用情形。 

3.紅色幫浦表示燈保持明亮。 

4.無其他明顯影響使用之情形（如放置雜物）。 

  

撒水設備 

1.無新設隔間、棚架致未在撒水範圍內之情形。 

2.撒水頭無變形及漏水之情形。 

3.送水口無變形及妨礙操作之情形。  

4.制水閥保持開啟，附近並有「制水閥」字樣之標識。 

5.無其他明顯影響使用之情形（如放置雜物）。 

  

火警自動警報設

備 

1.受信總機電壓表在所定之範圍內或電源表示燈保持明

亮。 

2.火警探測器無變形、損壞等無法使用之情形。 

  

火警發信機 

1.按鈕前之保護板，無破損、變形及損壞等影響使用之情

形。 

2.無其他明顯影響使用之情形（如放置雜物）。 

  

緊急廣播設備 實際進行廣播播放測試，確保設備能正常播放。   

避難器具 

1.避難器具之標識，無脫落、污損等影響辨識之情形。 

2.避難器具及其零件，無明顯變形、脫無等影響使用之情

形。 

3.避難器具周遭無放置雜物影響其使用之情形。 

4.下降空間暢通無妨礙下降之情形（如設置遮雨棚）。 

  

標示設備 

1.無內部裝修，致影響辨識之情形。 

2.無標識脫落、變形、損傷或周圍放置雜物等影響辨別之

情形。 

3.燈具之光源有保持明亮，無閃爍等影響辨識之情形。 

  

狀況回報  

防火管理人處置情形暨簽章 管理權人處置情形暨簽章 

    

 

備考：如有異常現象，應立即報告防火管理人。 

符號說明：Ｏ→符合規定、Ｖ→立即改善後符合規定、Ｘ→無法使用、損壞或未依規定且無法立即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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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五 自衛消防隊編組表 

 

任務班

別
編組職務 姓名 原屬部門 任務說明

團長 陳金蓮 校長

副團長 王健行 副校長兼任主任秘書

副團長 張瑞慶
副校長兼人科院院長兼精儀

中心主任

總幹事 徐椿樑 教務長

副總幹事 陳建宏 學務長

副總幹事 林甲森 總務長

幹事 鄧有光 國際事務處處長

幹事 楊勝源 電子計算中心主任

幹事 許宸嘉 會計主任

幹事 許泰益 人事室主任

幹事 劉伯祥 研究發展處處長

幹事 張員榮 校牧室校牧

幹事 張銘崑 工學院院長兼機械系主任

幹事 王毓饒 電資學院院長

幹事 陳智湧
商管學院院長兼財務金融系

主任

幹事 鄭惠珍 圖書館館長

主任 張盛觀 軍訓室主任

副主任 朱秀偵 秘書室秘書

幹事 劉天倫 工管系主任

幹事 王土權 創意設計系主任

幹事 王進德 資訊工程系主任

幹事 郭政謙 電機工程系主任

幹事 張祥利 電子工程系主任

幹事 范俊杰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主任

幹事 張義杰 企業管理系主任

幹事 張維新 資訊管理系主任

幹事 林佳琪 時尚系主任

幹事 黃燕玉 觀光系主任

幹事 楊玲 行銷流通管理系主任

幹事 吳順治 數位文藝系主任

幹事 鄭冠榮 應用英語系主任

幹事 黃振紅 休閒運動與健康管理系主任

幹事 黃寶瑛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幹事 林慧真 數位藝文中心主任

隊長 梁志華 學務處生活輔導組組長

副隊長 張惠華 進修推廣組組長

隊員 李碧純 會計室組員

隊員 蔡明珠 教務處組員

隊員 趙文宜 校牧室組員

隊員 薛淑靖 校牧室行政助理

隊員 劉士娟 研究發展處組員

隊員 林淑惠 教務處組員

應變指

揮組

1.負責全盤應變計畫，評估災害狀況

及發生，決定採取的應變措施；

2.召集應變組織，指揮整體救災工作

，降低災害程度；

3.必要時聯繫新北市應變機關請求支

援，待新北市應變總揮官到達時，

將指揮權移轉，並從旁協助。

避難引

導組

1.負責界定災區範圍、救災安全、外

洩控制等資訊迅速提供給應變指揮

官。

2.依疏散計畫管制校內、外路口。

3.引導人員及附近居民疏散。

4.引導校外救災單位至災區救災。

5.引導校外救護單位至傷患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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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員 周燕珠 資訊工程系組員

隊員 謝慧如 教務處組員

隊員 張秀貞 商管學院秘書

隊員 林宜慧 電資學院秘書

隊員 黃守靜 研究發展處組員

隊員 施喬瀞 學資中心主任

隊員 左玉珍 學務處生輔組組員

隊員 楊首怡 企管系組員

隊員 黃郁雯 財金系組員

隊員 林安娜 教師教學資源中心行政助理

隊員 張錦櫻 教學卓越辦公室行政助理

隊員 陳彥彤
學務處服務學習中心行政助

理

隊員 王琇瀅
研究發展處職涯發展組行政

助理

隊員 何逸溱 圖書館資訊組行政助理

隊員 周嘉明 總務處事務組助教

隊員 李張玉蓮 總務處事務組約僱工友

隊員 甄麗珠 總務處事務組約僱工友

隊員 黃林湖 總務處事務組約僱工友

隊員 劉宏遠 總務處事務組約僱工友

隊長 黃啟彰 學務處衛保組組長

副隊長 鄭宏宣 圖書館採編組組長

隊員 林翠屏 學務處衛保組護士

隊員 李素惠 學務處衛保組護士

隊員 林怡君 應英系辦事員

隊員 李筱君 電子計算機中心技士

隊員 陳卲蓉 創新育成中心書記

隊員 陳建璋 會計室辦事員

隊員 賴盈如 人事室辦事員

隊員 方元良 人事室辦事員

隊員 應進榮 電子計算機中心技士

隊員 蔡家承 電子計算機中心技佐

隊員 尤雅儀 圖書館書記

隊長 曹傑尊 總務處事務組組長

副隊長 蔡文程 體育組組長

隊員 林智華 數位系辦事員

隊員 陳惠琴 會計室辦事員

隊員 蔡麗春 工學院秘書

隊員 賴孟君 學務處體育組行政助理

隊員 莊天傑 教務處辦事員

隊員 吳麗文 圖書館辦事員

隊員 楊雅鈞 時尚系辦事員

隊員 盧玉珠 行流系辦事員

急救組

1.成立臨時救護站負責傷患的急救，

初步緊療救治與送醫。

2.與醫療機構聯繫處理傷患後送事宜

，並協調醫療支援事宜。

3.統計傷亡人數並向指揮官報告傷患

狀況。

避難引

導組

1.負責界定災區範圍、救災安全、外

洩控制等資訊迅速提供給應變指揮

官。

2.依疏散計畫管制校內、外路口。

3.引導人員及附近居民疏散。

4.引導校外救災單位至災區救災。

5.引導校外救護單位至傷患地點。

滅火組

1.負責利用消防設施執行滅火事宜。

2.負責協調分配消防人員之救災工

作。

3.當有害化學品發生洩漏時，以各種

洩漏處理器材、裝備防止洩漏擴

大。

4.對救災器材、資料管理人員提出設

備使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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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員 陳惠英 總務處文書組辦事員

隊員 李湘雲 教務處招宣組辦事員

隊員 葉汶燕 修健系辦事員

隊員 宋慧金 總務處文書組辦事員

隊員 謝依潔 會計室辦事員

隊員 王玉如 公關組組長

隊員 蔡發達 機械系辦事員

隊員 陳輔賢 教學卓越辦公室秘書

隊員 邱敏鑑 電算中心技術推廣組組長

隊員 游振山 總務處保管組組員

隊員 陳玉海 國際交劉中心主任

隊員 丁義芳 電算中心行政助理

隊員 李啟銘 教學卓越辦公室行政助理

隊長 吳慶龍 總務處營繕組組長

副隊長 賈大齡 學務處課指組組長

隊員 陳政傳 教務處課務組組長

隊員 鄒喜龍 創新育成中心經理

隊員 張福台 電機系技佐

隊員 陳宗成 教務處課務組書記

隊員 何明蒼 教務處註冊組組長

隊員 袁偉德 電機系書記

隊員 簡雲天
電子計算機中心網路系統組

組長

隊員 吳建強 學務處生活輔導組組員

隊員 曾錦城 總務處事務組組員

隊員 林文展 休閒運動與健康管理系書記

隊員 應進祥
電子計算機中心系統開發組

組長

隊員 陳柏州 圖書館辦事員

隊員 后希庭 精密儀器中心辦事員

隊員 楊錦鐘 生輔組雇員

隊員 張添智 總務處事務組技工

隊員 盧采玥 總務處事務組技工

隊員 郭士楨 總務處事務組技工

隊員 蔣溫正 總務處事務組技工

隊員 林鐵蟬 總務處事務組技工

隊員 林金田 總務處事務組技工

隊員 楊美玲 總務處事務組技工

隊員 郭景男 總務處事務組技工

隊員 盧月娥 總務處事務組工友

隊員 周寶雪 總務處事務組工友

隊員 王麗華 總務處事務組工友

隊員 賴繡鸞 總務處事務組工友

隊員 葉款 總務處事務組工友

滅火組

1.負責利用消防設施執行滅火事宜。

2.負責協調分配消防人員之救災工

作。

3.當有害化學品發生洩漏時，以各種

洩漏處理器材、裝備防止洩漏擴

大。

4.對救災器材、資料管理人員提出設

備使用要求。

安全防

護組

1.協助現場機械設備之搶救、用火用

電設施之停止使用。

2.緊急電源之確保。

3.電梯、電扶梯之緊急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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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員 董麗花 總務處事務組工友

隊員 賴明林 總務處事務組工友

隊員 楊素琴 總務處事務組工友

隊員 王淑真 總務處事務組工友

隊長 陳彥廷 教師教學資源中心主任

副隊長 周念祖 教務處招宣組組長

隊員 黃藍瑩 秘書室組員

隊員 李純真 電通系組員

隊員 吳艾娟 秘書室組員

隊員 蕭光璧 圖書館書記

隊員 張志光 休閒運動與健康管理系書記

隊員 李素卿 總務處事務組書記

隊員 周嘉芳 教務處課務組辦事員

隊員 江毓志 人事室辦事員

隊員 廖祐君 通識教育中心書記

隊員 陳柏菖 電子計算機中心行政助理

隊員 黃怡玲 電子計算機中心行政助理

隊員 王裕梓 學務處專案人員

隊員 陸志堅 學務處專案人員

隊員 尤盈超 研究發展處職涯組組員

隊員 翁偉傑 學務處生活輔導組行政助理

隊員 楊文淵 總務處營繕組行政助理

隊員 陳鴻興 總務處營繕組行政助理

隊員 林淵智 研究發展處職涯組行政助理

隊長 白淑娟 總務處保管組組長

副隊長 宋麗瓊 總務處文書組組長

隊員 徐彭國 學務處課指組書記

隊員 盧婉怡 人文與科學學院辦事員

隊員 郭育真 教務處課務組書記

隊員 吳苑綺 秘書室辦事員

隊員 林錦芳 學務處生活輔導組書記

隊員 許惠瓔 總務處出納組辦室員

隊員 朱治民 學務處專案人員

隊員 楊翠惠 圖書館典閱組組長

隊員 段梅蘭 總務處出納組組長

隊員 劉翠芬 學務處諮輔組組長

隊員 張清龍 學務處專案人員

隊員 宋雪芳 學務處生輔組雇員

隊員 呂玉雲 學務處營養師

隊員 陳文雅 學資中心行政助理

隊員 陳品惠 學務處諮輔組行政助理

隊員 林祝如 數位藝文中心行政助理

隊員 楊平 學務處雇員

隊員 簡婉茹 會計室行政助理

通訊聯

絡組

1.災變發生時，利用電話等通訊器材

通知緊急應變小組成員；

2.於災害發生時，經指揮官授權，向

相關單位提出支援要求及通報消防

機關；

3.負責通知附近工廠要求支援；

4.負責通知附近居民疏散。

救難組

1.提供應變、消防、防護器材。

2.提供應變設施配置圖給救災組組

長。

3.提供校外具備之相關應變設施。

1.協助現場機械設備之搶救、用火用

電設施之停止使用。

2.緊急電源之確保。

3.電梯、電扶梯之緊急處置。

安全防

護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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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員 張瑟凰
研究發展處研究暨產學合作

組書記

隊員 丁佩君 學務處諮商輔導組書記

隊員 戴淑玲 學務處課指組行政助理

隊員 楊雅惠 學務處課指組行政助理

隊員 曾志忠
電子計算機中心技術推廣組

行政助理

隊員 王蕙玉 研究發展處行政助理

隊員 賴宥蓁 資訊管理系

隊員 李博緯 教師教學資源中心行政助理

隊員 陳致源
學務處服務學習中心行政助

理

隊員 劉順吉 學務處行政助理

隊員 吳美慧 總務處環安組行政助理

隊員 連翠如 電子工程系行政助理

隊員 吳佳諺 教師教學資源中心行政助理

隊員 劉明周 教師教學資源中心行政助理

隊員 洪詩婷
學務處諮商輔導組諮商心理

師

隊員 林琇寧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行政助理

隊員 葉甄佩 創意設計系行政助理

隊員 林琇莉 總務處事務組書記

隊員 張淑貞 電機工程系行政助理

隊員 鄭純如 學生學習資源中心行政助理

隊員 林惠智 兩岸交流中心行政助理

隊員 林秀錦 公關組行政助理

隊員 王秀鈴 約史中心行政助理

1.災變發生時，利用電話等通訊器材

通知緊急應變小組成員；

2.於災害發生時，經指揮官授權，向

相關單位提出支援要求及通報消防

機關；

3.負責通知附近工廠要求支援；

4.負責通知附近居民疏散。

通訊聯

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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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六 自衛消防隊裝備一覽表 

 

自衛消防隊裝備一覽表 

類
別 

品名 保管場所 

隊

用

裝

備 

乾粉滅火器 
百齡

堂 

機械

大樓 

工管

大樓 

電子

大樓 
埔園 

機械

工廠 

行政

教學 
宿舍 

圖資

大樓 

電資

大樓 

商管

大樓 
其它 

自動滅火器 48 51 63 74 40 24 115 84 115 218 93 56 

海龍滅火器   14 5    9 2    

CO2滅火器  3       1 1   

手提擴音機       2      

醫藥用品 3 24 15 9  3  6  27 27  

建築務、設備圖說       1      

個

人

裝

備 

手電筒       3      

萬用鑰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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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七 夜間、假日自衛消防編組表 

 

聖約翰科技大學 

夜間、假日自衛消防編組表 
任務班別 姓名 原屬部門 任務說明 

應變指揮組 吳慶龍 環安組組長 1. 負責全盤應變計畫，評估災害狀

況及發生，決定採取的應變措施； 

2. 必要時聯繫新北市應變機關請求

支援，待新北市應變總揮官到達

時，將指揮權移轉，並從旁協助。 

避難引導組 楊平 學務處舍監 1. 負責界定災區範圍、救災安全、

外洩控制等資訊迅速提供給應變

指揮官。 

2. 依疏散計畫管制廠內、廠外之路

口。 

3. 引導人員及附近居民疏散。 

滅火組 張清龍 學務處軍訓室 1. 運用區域內之滅火器、消防栓進

行滅火工作。 值班電工 總務處營繕組 

通訊聯絡組 值班警衛 總務處事務組 1. 災變發生時，利用電話等通訊器

材通知緊急應變小組成員。 

2. 向相關單位提出支援要求及通報

消防機關。 

3. 負責通知附近人員疏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