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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派遣
過去

現在

未來

理想的派遣

2



重中之重--派遣

從鈴響開始

 DA-CPR

疫情下的TOCC

大傷有用的參考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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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Outcome

Right Persons Right Place Right Time

派遣最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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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式 vs 集中式

救護派遣標準
 林朝順張珩版本

 哈多吉版本

 Advanced Medical Priority Dispatch System (AMPDS) 版本(李彬州提
供)

 各自編撰版本

醫療指導

過去



第一代119報案系統

(民國57年~90年間)

第二代119來電地址
顯示報案系統

(民國91年~95年6
月)

第三代智慧型消防勤務輔助派遣系統

95年7月-正式嶄新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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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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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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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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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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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起執行

DA-C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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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鈴響開始

未來--理想的派遣



救護派遣

生命之鏈

 Medical Priority Dispatch



醫療優先派遣

香港救護派遣
 救護車調派分級制（2009年7月公眾諮詢）

 現存問題
 操作員無法評估傷病患緊急程度

 救護車一律以輪候方式依次調派，即使情況危急或有生命危險的病人也未能獲得優
先處理

 現時的系統未能按病情緩急來處理緊急救護服務召喚

 20 多個國家的先進救護服務早已採用救護車調派分級制，按照召喚的緊
急程度訂定調派的優先次序



香港救護派遣

問卷初步分析顯示，大部分市民支持分級制的原則

超過八成回應者同意按傷病緩急而釐定調派救護車的先後次序

消防處希望在此期間透過加強公衆教育，讓市民對救護車調派分
級制有更深入的認識，減少濫用和誤用的情況

救護車調派分級制於2012年全面落實



香港救護派遣的目標

召達級別 緊急程度 目標召達時間 達標百分比

級別一 情況危急或有生命危險 9 分鐘 92.5%

級別二 情況嚴重但無生命危險 12 分鐘 92.5%

級別三 非危急 20 分鐘 92.5%



優先分級

案例1(BLS case)
案例2(ALS case)



救護派遣的原則

危急個案（ALS cases）
 出勤等級：緊急 EMERGENCY

非危急個案（BLS cases）
 出勤等級：立即或非緊急 immediate or delayed

派遣員應能區分危急與非危急個案
 「救護派遣標準」

 Right person, Right place, Right time



反應模式與層級

A B

C D

Ω
Capability

BLS ALS

COLD

HOT

Response
Time



醫療優先派遣

每一趟救護都很緊急嗎?
 ALS cases ≒10~15%

 BLS cases ≒85~90%

反應模式
 緊急 (emergency HOT)

 須鳴警笛急啟動警示燈(lights and sirens)

 立即( immediate COLD)
 不須鳴警笛急啟動警示燈

 非緊急(delayed)
 不須緊急派遣



救護車交通事故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3條規定
 消防車和救護車執行任務時「得不受行車速度之限制，且於開啟警示燈
及警鳴器執行緊急任務時，得不受標誌、標線及號誌指示之限制」

「閃光鳴笛」「全速前往、全速送醫」易發生救護車交通事故
 貽誤救人

 交通事故傷害

救護車交通事故比率



派遣員的責任

接受與處理報案電話

判斷救護案件型態與嚴重度

協調與派遣調度緊急醫療救護資源

提供緊急醫療救護資源

傳遞適當的訊息給出勤的救護技術員

確保傷病患、旁觀者、出勤同仁的安全

提供到達前指引

協調相關公共安全與緊急醫療資源



派遣員的角色

詢問者Interrogator

無線電派遣者Radio dispatcher

檢傷分類者Triage

後勤支援工作協調者Logistics coordinator

人力物資調配者Resource person

到院前（醫療）工作指引者Prehospital aid instructor



好的派遣員EMD特色

樂於助人有憐憫心

善於處理壓力

熟悉派遣技巧

有效率的收集整合資訊

協助出勤同仁定位

判斷傷病型態（不須診斷）

妥善處理有敵意的求救者

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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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Outcome

Right Persons Right Place Right Time

派遣最終目標



Right Persons

反應層級
 EMT1 / EMT2 / EMTP

單軌 / 雙軌派遣

 Right Way 適當的方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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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 Place

規劃/政策
 Regionization 區域化合作計畫

 Bypass Policy 繞道政策

 Diversion Policy分流政策

急救責任醫院能力分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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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 Time

反應時間 Response Time

現場時間 Scene Time

運送時間 Transpor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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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Sensitive Emergency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Stroke

 Major Trauma

 Dyspnea

 Pediatric Asthma

 Cardiac Ar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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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It Affect Patient Survival?

33

Acad Emerg Med, July 2005, Vol. 12, No. 7 , pp594-600

• High-risk group：
• traumatic and 

nontraumatic cardiac 
arrest

• Intermediate-risk group：
• all suicide attempts
• accidental exposures
• unconscious patients
• penetrating trauma
• respiratory complaints

• Low-risk group: others



Response Time Management

合理的反應時間 (mean & 90 percentile)

ALS Cases合理的反應時間

Time Sensitive Emergencies合理的反應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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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e Time Interval

Averages

90th fractiles

% TRI ( Target response intervals )compliance

35



Hong Kong

2014年年報

 747,437 Ambulance Call

 94.4% within 12 min (承諾92.5%) (% 
TRI compliance)

 9,613 提供調派後指引

 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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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救護派遣的目標

召達級別 緊急程度 目標召達時間 達標百分比

級別一 情況危急或有生命危險 9 分鐘 92.5%

級別二 情況嚴重但無生命危險 12 分鐘 92.5%

級別三 非危急 20 分鐘 92.5%



實際反應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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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有接觸報案
現場患者之救護

勤務案件

(11066件)

平均時間6分29秒

案件派遣：ALS

(929件)

平均時間8分11秒

非創傷(880件)

平均時間8分9秒

高救隊(412件)

平均時間10分5秒

90百分位數:14分30秒

50百分位數：9分35秒

一般分隊(468件)

平均時間6分26秒

90百分位數：9分8秒

50百分位數：6分

創傷(49件)

平均時間8分51秒

高救隊(29件)

平均時間11分5秒

90百分位數:15分54秒

50百分位數:10分50秒

一般分隊(20件)

平均時間5分35秒

90百分位數：7分43秒

50百分位數：5分28秒

案件派遣：BLS

(10121件)

平均時間6分19秒

非創傷(5617件)

平均時間6分31秒

高救隊(604件)

平均時間7分9秒

90百分位數:10分23秒

50百分位數：6分35秒

一般分隊(5013件)

平均時間6分26秒

90百分位數：8分56秒

50百分位數：5分49秒

創傷(4504件)

平均時間6分5秒

高救隊(608件)

平均時間6分31秒

90百分位數：9分49秒

50百分位數：5分44秒

一般分隊(3896件)

平均時間6分1秒

90百分位數：8分57秒

50百分位數：5分22秒

火警、為民服務等

(16件)

平均時間18分7秒

平均反應時間二(=初評時間-接報時間)



派遣流程

電話進線: 共同問題 Case Entry

關鍵問題 Key Question

擷取資訊

派遣適當資源

派遣後指引PDI / 到達前指引P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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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護派遣標準

 Protocol-based Dispatch
 Advanced Medical Priority Dispatch System (AMPDS)

 Criteria-based Dispatch (CBD)



派遣流程手冊

共同問題 Case Entry

關鍵問題 Key Question

派遣建議: 反應模式與層級

派遣後指引PDI / 到達前指引PAI

參考資料: 大傷應變、醫院處理能力、電話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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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

派遣流程
定期編修

口語化 / 多種語言

電腦化
電腦輔助

資料收集與品質管理

品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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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語化



一個人走，走得快。

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走，走得遠。

期盼大家一起走，一起建立

“Right Person, Right place, Right 

time”的緊急醫療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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