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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何謂急救：  

當人們遭到意外傷害或突發疾病時，在救護人員還沒有
到達現場或送到醫院之前，對於傷患所給予緊急性、臨
時性的救護工作。  

急救目的：  

維持生命，預防傷害加重，使傷患及早獲得治療，減輕傷患的痛

苦，促使患者早日康復。 

貳 、急救的程序與要點 

一、  安全：確定傷患和救援者無進一步的危險。  

二、 檢查傷患：包括傷患意識、呼吸、脈搏、瞳孔、有
無外傷及出血等。  

三、 求援： 

1. 冷靜現場指揮，請旁人協助維持讓救護人員順利抵達現場之
安全環境。 

2. 電話 119 或手機112(應說明地點、傷情、人數、姓名及所

需支援事宜等)。 

四、 急救的原則： 

1. 將傷患置於復甦的姿勢(適用在沒有外傷情的患者)，防止病
情惡化。 

        

2. 給予傷患心理支持。 

3. 詳細紀錄，並隨時觀察傷患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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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常見急救的方法 

一、 心肺復甦術-CPR 

利用人工呼吸及人工胸外按壓的方式，以促進呼吸及循環通暢，
使血液攜帶氧到腦部交換，以維持生命。 

1. 心肺復甦術的重要性： 

當心跳突然停止，如未給予任何處理，腦部在4〜6分鐘後，開

始受損；如超過10分鐘沒有任何急救時，會造成腦部無法復原

的損傷。 

2. 心肺復甦術-CPR正確壓胸姿勢 

A. 跪對傷患，兩膝與肩同寬，肩膀在傷患胸骨的正上空。 

B. 雙臂伸直，雙首掌根重疊，十指交叉互扣翹起。 

C. 每次下壓深度約至少5公分( 1/3 胸廓)。 

D. 放鬆時不宜動手掌位置。 

 

2



大型重型機車                                                         急救常識講義 

3. 心肺復甦術 -CPR胸部按壓要訣：反覆進行 30：2 的循環 

重複胸部按壓與人工呼吸 30：2 五循環，心臟按壓每分鐘

100-120下。 

            

4. 心肺復甦術適用在呼吸停止、心臟循環停止的狀態下。       

5. 心肺復甦術-CPR步驟 

 

無法確認患者有無傳染疾病時CPR步驟 

 

有效按壓要領：用力壓、快快壓、胸回彈、莫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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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AED 自動體外心臟去顫器  (Automated External 
Defibrillator) 

（一）AED的介紹： 

自動體外心臟去顫器是一部能釋放適當電量，使患者心
律恢復正常心律的醫療儀器。 

可自行診斷特定的心率不整和給予心臟電擊，這種心臟
電擊稱為去顫電擊(defibrillation)。 

在事故發生心臟停止的1分鐘內給予心臟電擊，其回復正
常心跳的成功率可高達90％；若能在5分鐘內進行心臟電
擊，成功率也有約50％。 

      

（二）操作AED的通用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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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鎖骨下與左乳頭旁之側胸部) 

AED操作注意事項： 

1. 將AED之電擊片貼在病患裸露的胸前 (右鎖骨下與左乳頭旁

之側胸部，必要時應先將病患身上水分擦乾)，並將電擊片導

線連接機器後，打開AED之開關。 

2. 靜待AED之語音指示；若有「離開病人」指令時，應口喊“離

開”，確定無人接觸到病患時再依指示按下「電擊鈕」；若無

「離開病人」指令時，應持續施行CPR，直到救護人員抵達現

場。 

3. 電擊結果依電擊器指示： 

A. 檢查循環跡象，若有則評估呼吸。 

B. 依電擊器指示持續做CPR，直至下一次機器辨別患者心律，

並依電擊器指示執行第二次電擊，若無則繼續施行CPR

（此時應準備轉送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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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AED放置場所： 

目前於政府機關、各國中小、高中、大學、市立圖書館、車站、
捷運站⋯等公共場所均有AED 設置。 

 

 

（四）善意救人操作CPR及AED是否可免責? 

醫師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但書第四款規定：未取得合法醫師資格，

擅自執行醫療業務者，符合於臨時施行急救之情形者，不罰。 

緊急醫療救護法第十四之二條：救護人員以外之人，為免除他人

生命之急迫危險，使用緊急救護設備或施予急救措施者，適用民

法、刑法緊急避難免責之規定。救護人員於非值勤期間，前項規

定亦適用之。 

民眾在緊急狀況下對患者施以急救，不因過失而負賠償或刑事責

任；即使具救護人員身分，在非執勤期間救人，比如路過時見義

勇為，也適用免責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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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止血 

體外出血來源的特性，動脈出血：鮮紅、迅速量大；靜脈出血：
暗紅、平穩量大；微血管出血：紅色、緩慢。 

體外出血的控制方法： 

A. 直接加壓止血法 

 

B. 抬高患肢止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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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止血點止血法 

  

D. 夾板固定法 

E. 冰敷 

F. 止血帶止血法 

四、 包紮 

1. 包紮使用衛材：敷料、繃帶 

A. 敷料：無菌紗布、油性紗布、特殊紗布、其他。 

B.  繃帶：三角巾、紗捲、彈紗、彈繃、特殊自粘繃帶。 

2. 包紮之原則及注意事項 

A. 在包紮之前，須先控制出血。 

B. 當有傷口時，必須覆蓋無菌敷料再包紮。 

C. 避免在傷口或敷料附近說話或咳嗽。 

D. 直接將敷料覆蓋在傷口上或將繃帶包紮在傷口上，不可由
旁邊滑動再蓋住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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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使用繃帶做固定時，須由遠心端或易固定之處開始進行包

紮。 

F. 繃帶如不小心掉落地面，則須更換之。 

G. 包紮時之繃帶或三角巾應能完全的覆蓋住傷口上敷料，以

防脫落及污染。 

H. 包紮四肢應盡可能露出肢體之末梢。 

I. 包紮完畢，可以打結方式固定或用膠布將其固定。 

J. 紙膠或膠布不可貼在已受傷之皮膚上，以免造成再次傷害。 

K. 不可在受傷處、關節等或不易看到地方打結，儘可能在傷

口同側處打結，以避免磨擦。 

L. 若血滲透敷料時，不可拆掉原敷料或固定物。 

五、 固定 

1. 固定的重要性： 

A. 減少疼痛。 

B.  防止或減少再度受到傷害。 

C. 減少出血。 

2. 固定的原則： 

A. 啟動緊急醫療救護系統，打119。 

B. 穩定病人的生命徵象為先。 

C. 只要是懷疑有骨折就需固定。 

D. 儘量避免移動受傷的部位。 

E. 裸露受傷部位以便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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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固定夾板最好加入軟性護墊。 

G. 固定夾板需超過骨折上下兩個關節。 

H. 清潔傷口。 

I. 避免將骨折及脫臼復位。 

J. 以受傷之原姿勢固定。 

K. 固定前後需檢視循環及神經系。 

3. 固定的種類 

A. 上肢固定：鎖骨的固定，肩胛骨的固定，肩關節的固定，

上臂的固定，肘關節的固定，前臂、腕關節及手部的固定，

手指的固定。 

   

B. 下肢固定：骨盆的固定，髖關節的固定，大腿的固定，膝

關節的固定，小腿的固定，踝關節及足部的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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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車禍現場急救注意事項 

一、保護車禍現場，於事故車後方放置反光三角故障標誌，警告

來車減速慢行，防止二次災害。 

依據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 

◆高速公路於事故地點後方一百公尺處。 

◆快速道路或最高速限超過六十公里之路段於事故地點後方八十

公尺處。 

◆最高速限超過五十公里至六十公里之路段於事故地點後方五十

公尺處。 

◆最高速限五十公里以下之路段：於事故地點後方三十公尺處。 

◆交通壅塞或行車時速低於十公里以下之路段：於事故地點後方

五公尺處。 

前項各款情形，遇雨霧致視線不清時，適當距離應酌予增加；其

有雙向或多向車流通過，應另於前方或周邊適當處所為必要之放

置。 

二、請過路的民眾協助打電話119或手機112尋求救援。 

三、將事故車輛引擎熄火，將引擎電瓶接頭負極鬆脫，以防短路

引起車輛火災。 

四、確認現場環境安全無虞後再進行救護，隨時注意潛在危險。 

五、除非情況危急必需移傷患，否則應讓他留置原位不任意移動。 

六、傷患若受傷流血時，救助人員應戴手套搬運，另應避免與傷

患之體（血）液、黏膜、皮膚接觸，以防止遭受病菌感染。 

七、車禍現場常有漏油現象，嚴禁使用各項火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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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 語 

一技在身，終生受用，學習正確的急救常識，將可在緊急狀況時

救人一命，並將可能的傷亡人數降至最低，同時避免造成二次傷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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