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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別考量的應變原則為： 

1. 初步的除污洗滌時間應該是約為 30 秒和 3 分鐘之間，以確保全身已淋濕，因應當時情況與操作人員的狀態。 

2. 應運用安全觀察區來監測受害者的延遲症狀跡象，或是殘留污染物的危害跡象。  

3. 二次除污站的架設如有必要應可建立於初步除污站之後，但是架設原則不應造成初步除污站的除污程序拖延。  

4. 非液體污染處理：如果應變人員懷疑污染物屬於生物、 放射性物質、或是氣體/蒸氣類污染物，通常以水沖洗是合適足夠。  

5. 液體污染處理：二次除污淋洗站的架設，可考量使用肥皂水對於液體污染物進行物理性清洗的移除需求。請參考圖 4.傷患的除汙操作  

6. 當去除化學液體污染時(例如硫系芥子氣)，使用清洗的抹布輕揉擦拭污染區域、避免化學污染物擴散，是較為適當的方式。  

(三)大量傷患除污程序： 

大規模傷患除污是一個多階段、資源密集型的應變處置過程，大量傷患的除汙應變作業圖示可規劃為六道程序，請參考圖 7.大量

災民傷患除汙程序圖(Mass Decontamination Process)：  

1. 傷患必須被盡快移除在熱區(隔離區)之外。 

2. 第一線應變人員必須在熱區與冷區的管制點，執行除污檢傷分類作業。暴露於危害區域中的傷患，如果外觀沒有明顯遭污染現

象，立即引導到安全收容觀察站，進行延遲效應的徵狀監控，以及污染傷害效應觀察。  

3. 有明顯污染徵狀的傷患，立即送入大型水柱除污通道，並執行大量傷患除污作業。  

4. 延續著上ㄧ個除污程序，傷患如果沒有明顯傷害徵狀，則引導到安全收容觀察站中，進行污染傷害效應觀察。 

5. 傷害徵狀明顯的緊急醫護需求傷患，必須執行醫療檢傷分類與處置，並運送到醫療院所執行進一步的醫護處理。二次除污站可以

視傷患的除污需求，架設於醫療院所前面。(二次除污站也可以依照除污需求，架設於初期的大型水柱除污通道與安全收容觀察

站之間；甚至資源如果充足，也可架設第二個大型水柱除污通道供災民盡速離開熱區使用。)  

6. 最後，傷患由安全收容觀察站與醫療院所移出到支援區中安置收容。   

大型水柱除污通道的架設，可直接以三部消防車與四個消防水柱組合成除污通道，通道間隔寬約 6 公尺、長約 12 公尺；人員去除

外部衣物後，依序進入通道中，雙手張開平舉，走進除污通道中，原地自轉ㄧ圈，讓水霧由上方及兩側均勻噴灑在身上；請參考圖 8. 

圖8. 雲梯上消防水砲的除汙系統配置  圖 9. 大型除汙水霧實務操作圖 圖7. 大量傷患除汙應變作業配置圖   



頁2 四、輻射防護應變原則 

在面對核輻射恐怖攻擊時，簡單的輻射防護原則可提供一般民

眾及第一線應變人員參考，依這些原則可有效降低人員遭受輻射暴

露。防護時可從體外及體內防護兩個方向思考【6】： 

(一)體外輻射防護的原則說明如下： 

1. 足夠的距離：輻射劑量率與距離的平方成反比，輻射污染源

與人員之間應要保持安全距離，當距離愈大，則輻射對人員

所造成的劑量愈小。 

2. 適當的屏障：對於輻射污染環境中，對於仍有高活度之非密

封射源，若有適當屏蔽設備則可降低輻射劑量，一般最常使

用的屏蔽為鉛板，其鉛板厚度與減少的輻射劑量成正比關

係，除非有必要，不然不建議緊急應變人員穿著鉛衣進入災

區作業，因鉛衣之重量會造成行動遲緩，增加在污染區留置

時間。 

3. 控制曝露時間：儘可能將曝露時間縮短，因人員受輻射影響

的程度和曝露時間成正比關係。換言之，曝露時間越短則影

響越小，若以救人為目的有需要進入污染區時，在輻防人員

管制下可控制每個人進入時間，使每個人輻射劑量不會超出

管制值。 

4. 等待自然衰變 ：若是短半衰期放射性物質污染時，則可以利

用自然衰變方法，等待輻射劑量降低後再處理。 

(二)體內輻射防護原則說明如下： 

從放射性物質侵入體內之途徑分析： 其途徑包含吃入、吸入、

經由外傷傷口侵入或經由無外傷之皮膚吸收等等，若人員在污染區

內，其手、食物或飲料內沾有放射性物質時，即可能將其吃入體

內；而空氣中如有放射性污染物質之塵粒、氣體、蒸汽或煙霧，即

會吸入體內；人員如有外傷，且處理鬆散放射性物質，或工作於空

氣污染區域內，放射性物質即可經由傷口侵入人體；皮膚兼有呼吸

及排泄作用，某些放射性物質（如氚、碘等）可能經由毛孔侵入人

體。 

1. 從放射性物質侵入體內之途徑分析： 其途徑包含吃入、吸

入、經由外傷傷口侵入或經由無外傷之皮膚吸收等等，若人

員在污染區內，其手、食物或飲料內沾有放射性物質時，即

可能將其吃入體內；而空氣中如有放射性污染物質之塵粒、

氣體、蒸汽或煙霧，即會吸入體內；人員如有外傷，且處理

鬆散放射性物質，或工作於空氣污染區域內，放射性物質即

可經由傷口侵入人體；皮膚兼有呼吸及排泄作用，某些放射

性物質（如氚、碘等）可能經由毛孔侵入人體。 

2. 放射性物質侵入體內之防護法： 體內之防護法可從污染物進

入人體的途徑來做防護，防止吸入及經由皮膚吸收，需於適

當時機穿戴防護面具及穿防護衣。並禁止在可能有鬆散放射

性物質污染之區域內飲食吸煙，並於工作後及飯前洗手，即

可防止吃入及吸入；如有外傷，不可進入污染區工作，若仍

有需要則需做完整之包紮措施，即可防止經由傷口侵入。 

五、幸福國際機場核輻射災害應變模擬案例 

一、狀況模擬 

幸福國際機場航廈大廳正有一批來台灣參加宗教慶典活動的外

國朋友約200人抵達出境大廳 ，台灣相關單位為表示歡迎國際宗教

文化交流，亦派出接待代表約兩百人到機場接機，歡迎外國友人來

台與會。  

突然，航廈出境大廳的不明行李箱突然爆炸，冒出大量煙霧，

現場群眾驚慌失措、  驚叫及哀聲連連， 群眾紛紛走避，現場有兩位 

位民眾遭炸傷昏倒在行李箱旁邊，十三位民眾表示有沾染及吸 

入嗆鼻煙霧，身體出現極度不適。現場安全人員懷疑有恐怖攻擊行動， 

立即執行旅客人員疏散與通報應變作業。  

請問：如果您是機場的「第一線應變人員」及「機場安全防護指

揮官」，請問如何執行防護應變作業？ 

二、災害應變搶救之推演程序【7】： 

(一)現場第一線應變人員應依照美國加州應變指揮中心（California 

Specialized Training Institute, CSTI）危害物事件應變與處理原則的

四階段十二步驟應變要領，執行「災況現場之緊急應變及處置」作業： 

1. Safety 維護現場人員安全：保持鎮定，立即按下警報器，啟動

機場安全防護應變機制(此時，指揮官已經接獲通報，立即進行

各組任務賦予與裝備檢整)，您則立即召集該區三位同事，立即

戴上 SCBA 自供氧呼吸器(若無該裝備則至少需配戴護目鏡、

P100 口罩或同等級的防毒面具)，確定自身與應變人員安全防

護無虞後，攜帶廣播器或閃光指揮棒至現場(現場廣播系統必須

同步進行廣播引導)，您立即依現場疏散動線圖，將該區所有旅

客疏散到機場外面通風處，進行集結與除污檢傷。  

2. Isolation 現場隔離及淨空：疏散該區旅客之後，將該區各通道

的氣密門予以關閉，緊急封閉該區並架設警戒封鎖線，嚴禁車

輛人員進入。當您按下警報器時，機場隨即進行空調作業關閉

作業，以及發出通報，請非該區的旅客保持鎮靜，暫時放下所

有行李，依照各區應變人員指揮，依序往戶外安全處進行疏散，

進行集結與除污檢傷。 

3. Notification 通報災情：現場有兩位傷患遭炸傷昏倒於現場，

極需立即救助，立即通報機場安全防護指揮官、上級主管機關

與相關災害協防單位，調派消防隊至現場進行災害控制與人命

救助。  

(二)機場安全防護指揮官應依照美國加州應變指揮中心（CSTI）危害物

事件應變與處理原則的四階段十二步驟應變要領，依序執行後續三階

段之「災況現場評估及指揮系統」、「災害搶救及緊急應變計畫」與

「災後處理及災因調查」作業： 

1. Command╱Management 建立現場指揮及管理： 

指揮官率領執勤之安全防護隊，由上風處、上坡處、上游處之接

近動線，選擇適當集結區(出境大廳上風處約 50-100 公尺處)，建立機

場應變指揮中心。依照事故指揮系統(ICS, Incident Command Sys-

tem)的編組參考，現場可授命三位隊員為「安全管制官」、「新聞發

言官」與「事務連絡官」負責本次應變指揮的現場參謀作業協助。立

即依照現有人員裝備編成：「操作組」、「計畫組」、「後勤組」與

「財務組」。「操作組」又往下編成『消防救援組』、『危害物質處

理組』、『除污作業組』、『醫療組』、『警戒組』、『空中作業支

援組』等六組。 

●『消防救援組』：進行人命搜救。 

●『危害物質處理組』：進行危害物質辨識、偵測與管控。 

●『除污作業組 A-提供不便行走的傷患除污』：進行傷患(約 

      13 名)與救災人員最後撤離之除污作業。 



頁3 ●『除污作業組 B-提供可自行行走的災民與傷患除污』：大型 

     水柱除污通道的架設，提供可行走的災民除污後，快速離開 

     熱區。可直接以 1-3 部消防車與 2-4 個消防水柱，組合成檢 

     傷管制分流點與緊急除污通道，通道間隔寬約 6 公尺、長約 

     12 公尺；人員去除外部衣物後，依序進入通道中，雙手張 

     開平舉，走進除污通道中，原地自轉 1-3 圈(參考停留時間 

     30 秒)，讓水霧由上方及兩側均勻噴灑在身上。 

●『緊急避難組』：通過大型除污通道的可行走災民與傷患， 

      經由分流引導後，無明顯傷勢的災民(約 385 名)，引導到設 

      置於上風處暖區的收容觀察站，由檢傷監測員與二次除污員 

      進行輻射污染監測與傷勢檢查，確定無污染與受傷之後，再 

      引導至冷區的安全收容所。 

●『醫療組』：進行傷患與旅客之檢傷分類、緊急醫療處置與 

      後送。 

●『警戒組』：進行熱區、暖區與冷區之區域執法管控安全。 

●『空中作業支援組』：待命執行各類專家與傷患緊急接送， 

      儀器裝備運送與消防作業整備工作。 

2. Identification ＆ Assessment 危害物辨識及評估： 

『危害物質處理組』：二人穿著 A 級防護衣攜帶毒氣偵測器與輻

射警報器，由上風處接受操作組組長指揮，進入入境大廳進行危害物

質辨識與偵測，一進入大廳事故現場即發現輻射劑量率約為 0.45 毫西

弗/時，接近出現受害者的事故中心更高達 2.45 毫西弗/時，偵檢人員

立即將現場研判結果回報組長後，在無爆炸及火災延燒安全疑慮狀況

下，二人可使用防爆桶與防爆毯先將冒煙的事故點先行覆蓋，阻卻毒

氣釋放，並標示高濃度之危害毒區位置。 

【註解】：射源強度與防護參考資料：「放射性核種之毒性」係

指放射性核種對於人體之體內暴露之影響大小，其與放射性核種的衰

變型式及半化期長短有關，α衰變的核種能量完全可被組織或器官吸

收，造成的劑量最大，故其毒性最大，相對的β核種則次之，而半生期

愈長，其於體內置留的時間愈久，毒性亦愈大。  

3. Action planning 規劃搶救行動： 

操作組長依現場監測狀況，研判事故應為一起疑似輻射髒彈恐怖

攻擊事件，立即向上通報訊息後，查閱北美應變指南後得知：輻射金

屬核種之應變守則可參考為 138 原則與 165 原則，為禁水性物質、具

輻射活度污染性、極度危險的毒氣與輻射煙塵污染場景，應封鎖附近

50-100 公尺進行隔離管制，救災人員熱區進入之初始隔離距離建議

為 25 公尺。 

指揮官下令各組進行檢整裝備並完成防護著裝(防護衣內穿著鉛

製輻射隔離衣)，隨即執行搶救行動規劃與各組任務賦與： 

『除污作業組』在暖區開設除污通道；「消防救援組」四人穿著

B 級等級以上防護衣，立即進入現場搶救昏倒之兩名傷患(由上風處之

熱暖區 ICP 進入點進入熱區後，迅速接近傷患提供氧氣面罩，使用擔

架將傷患抬出至醫療除污通道，由除污組使用輻射偵測器先記錄傷患

輻射污染值，進行傷患衣物移除，再使用膠帶緩和地沾黏皮膚、使用

適量流動清水沖洗皮膚(操作時勿揚起飛濺之廢水液滴)；使用流動清

水或生理鹽水沖洗眼瞼後；在執行輻射偵測紀錄數值，無法通過輻射

檢測則再施行肥皂搓洗、除毛處理與皮膚皺摺刷洗，反覆操作兩次再 

偵測紀錄(若生命跡象微弱則以生命搶救為先)，覆蓋乾淨衣物 

或協助換穿隔離衣，移送到醫療站檢傷分類，再後送就醫)。 

現場 13 名旅客有身體不適的情形，也由『醫療組』檢傷分類站人

員，協助引導至國軍化學兵部隊協助開設之人員除污帳，進行輻射偵

測紀錄與除污更衣(如果軍方未能抵達又必須緊急執行大量旅客除污

時，可以消防車開設除污水霧通道，進行旅客緊急初步除污，再引導

至上風集結處，進行二次完整除污與檢傷醫療)，除污後必須再執行輻

射偵測紀錄除污效能，再經醫療處置後引導至收容中心安置觀察。 

 「除污作業組 B」則由兩位引導員指揮現場由熱區疏導出來的可

行走災民，指示受災人員去除外部衣物後，依序進入通道中，雙手張

開平舉，走進除污通道中，原地自轉 1-3 圈(參考停留時間 30 秒)，讓

水霧由上方及兩側均勻噴灑在身上。  

通過大型除污通道的可行走災民與傷患，經由分流引導後，無明

顯傷勢的災民(約 385 名)，引導到設置於上風處暖區中的「收容觀察

站」，由檢傷監測員與二次除污員進行輻射污染監測與傷勢檢查，並

給予乾淨之防護口罩、衣物或毛毯保暖，確定無污染與受傷之後，再

引導至冷區的安全收容所。 

4. Protective equipment 防護設備：各組必須依熱區、暖區所

需，分別穿著 A(B 級以上)防護衣與 C 級防護衣，「後勤組」與

「財務組」則必須調度取得現場救災所需更換的防護衣具與裝

備資源。 

5. Containment ＆ Control 災害圍阻及控制：除了『危害物質處

理組』所執行的危害物質緊急管控外，『消防救援組』在執行

兩員傷患後送搶救之後，亦可於事故現場架設起消防水霧，盡

量吸收沉降空氣中的輻射核種微粒。此外，消防組也可在上風

處開設旅客的緊急消除水霧通道，提供旅客緊急除污。所有暖

區除污後的廢水必須回收，消防組射水前的事故現場，也必須

執行排水道封閉措施，或是在排水道中進行圍堵及抽水回收作

業。  

6. Protection actions 保護行動：指揮官必須確保現場在搶救作

業實施前，先進行二次危害物(包括爆裂物)之搜尋確認程序，以

保障救災人員執行作業的安全。旅客所遺留的行李與個人物品，

經由偵測與除污後，必須被安全保存與歸還旅客。旅客傷患身

上如有沾染輻射粉塵，必須有效管制除污，避免產生輻射粉塵

污染擴散至暖區與冷區，以及後送醫院。  

7. Decontamination ＆ cleaning 除污及清理現場：指揮官指揮

支援事故救災的國軍 39 化學兵群消除部隊，使用八二式消除液

與大量清水，完成現場洗消除污作業，經快研小組分析偵測確

認無輻射殘留後，歸還事故現場。  

8. Disposal 棄置：反恐應變防爆小組與原能會核研所應變專家

群於事故現場所搜查出的輻射髒彈公事包，必須將髒彈引爆或

拆解後，再由原能會除污人員使用真空輻射粉塵除污機與各式

洗消溶液或是刨除器，將輻射粉塵爆裂物與現場沾染物品，以

防爆抗酸鹼回收桶，將汙染物全數回收，交由主管機關原能會

執行後續處理。  

9. Documentation 事件紀錄：事故完成救災應變後，指揮官應

就整起事故的應變程序與組織運作，進行檢討與改善建議，作

為後續防災應變的重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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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語 

各類型核輻射災害，常因為輻射粉塵汙染危害範圍廣大，導致

危害區域管制污染人數動輒破百上千，災民的除汙後送與安置程序

稍有不當，將導致災民無法承受身處污染熱區中的恐懼與危害威

脅，很可能不受管制而成為失控的狀態，讓輻射污染管制動線失去

功能，遂成為應變指揮官與第一線應變人員於分秒必爭的救災過程

中，最大的阻礙與干擾因素。  

本文中整合了美國加州應變指揮中心、災害緊急應變研究協

會、事故應變指揮系統與美國陸軍化生放核學校的應變原則與指揮

程序，提出大量災民除汙時，應在暖區中設置觀測收容站而採用二

次分流除汙作業模式，迅速疏導熱區管制災民到收容站中監測安

置，避免熱區災民成為救災障礙的指揮策略。以及，首度參酌美國

演習所使用消防車架設大型水霧除汙通道，完成國內輻射汙染災民

的快速除汙操演，並分享機場航廈遭輻射髒彈攻擊時之應變演練作

業，希能藉以拋磚引玉，有效提升國內輻射災害應變指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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