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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愛青少年及社區服務 

服務質素標準九 
服務單位處理緊急事故的程序 

 

 
(一) 緊急事故的定義 

1.1 引致或可能引致服務使用者、職員受傷或死亡的事故，例如火

警、洩電、洩漏煤氣、水浸、山泥傾瀉、樓宇簷篷倒塌、高空

擲物等； 
1.2 引致嚴重財政損失的事故；例如盜竊、搶劫； 
1.3 發生刑事罪行而需要報警處理的事件； 
1.4 服務單位內設備 / 重物倒塌、下墜、爆炸但沒有引致人員受傷

的事故。 

 
(二) 處理程序 

2.1 所有服務單位必須訂立了緊急疏散程序，遇到發生必須即時撤

離單位內人員的緊急事故時，便按照有關的程序來處理； 

2.2 若果發生緊急事故而引致有人受傷時，肇事現場職位 / 年資

高的職員需要即時處理事件，首先向有關當局求助，並評審當

時的情況及決定服務單位內的服務是否按原訂程序進行，其後

按下述程序處理： 

(a) 在情況許可下委派 少一位職員陪同傷者（若無家人、親

友一起參予服務）前往醫院； 
(b) 若情況不許可則必須詢問救護人員將會把傷者送往那間醫

院，以便稍後前往醫院跟進。若果服務裏有穩重可靠義工

而又願意協助者，則負責職員可評審當時的情況而委任義

工陪同傷者往醫院，並與義工保持緊密聯繫及稍後前往醫

院跟進； 
(c) 通知傷者家人往醫院探望，當會合了傷者的家人後，需要

向他們說明事件發生的過程； 
(d) 儘快通知直屬上司，知會有關意外的過程、成因、處理方

法及事後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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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負責職員回到服務單位工作時必須儘快填寫及遞交「突發

事件報告」，單位主任 / 督導主任必須儘快跟進，包括即

時知會服務總主任、安撫當事人及其家人、（若有需要）

處理保險事宜等。 

 
2.3 若果發生事故而引致服務使用者、職員或服務單位有財政損

失，或發生刑事罪行而當時服務單位內職位 / 年資 高的職員

認為需要報警處理，當警務人員到場調查後，若需要帶走任何

人士的話，則按下述程序處理： 
(a) 在情況許可下委派 少一位職員陪同前往警署，並須通知

有關人士的家人前往警署協助（若果有關人士的年齡在十

八歲或以上，則適宜詢問其意願）； 
(b) 若情況不許可則必須詢問警務人員有關案件的編號及負責

案件的警務人員之聯絡方法，以便稍後與有關的警務人員

聯絡跟進事件，然後儘快通知直屬上司，知會有關事件的

過程、成因、處理方法及事後跟進； 
(c) 負責職員回到服務單位工作時必須儘快填寫及遞交「突發

事件報告」，單位主任 / 督導主任必須儘快跟進，包括即

時知會服務總主任、安撫當事人及其家人、與負責案件的

警務人員聯絡等。 

 
2.4 若果發生 1.4 所述事故但是並無 2.2 及 2.3 的跟進需要者，則當

時負責處理事件的職員於事後必須儘快填寫及遞交「突發事件

報告」，單位主任／督導主任必須儘快跟進。 

 
(三) 所有緊急事故經處理後，服務單位的同工必須一起檢討有關事故的

處理方法，以作為改善日後處理同類事件方法的標準。 

 
 
 
 

新檢討日期：  2011 年 6 月 30 日 
發佈日期：  本程序文件自 1999年 8月 18日陳列於中心內供公眾人

 士索閱 
檢討：  本程序文件每三年檢討一次 

 



（流程圖） 

新檢討日期： 2011 年 6 月 30 日 

發佈日期： 本程序文件自 1999 年 8 月 18 日陳列於中心內供公眾人士索閱 

檢討： 本程序文件每三年檢討一次 

明愛青少年及社區服務 

服務質素標準九：處理緊急事故流程圖 

 
 
 
 
 
 

 
 

 
 
 

 
 
 
 

 
 

 
 

 
 

服務單位內發生符合緊急事故定義的事件

服務使用者、職員受傷 無人受傷，但是需要報警處理 無人受傷，無需要報警處理 

向有關當局求助 

委派職員陪

同傷者前往

醫院 

無職員陪同，查詢救護員將傷者送往那

間醫院，或委任義工陪同傷者，並與義

工保持緊密聯繫，稍後前往醫院跟進 

儘快通知直屬上司，知會有關事件的過程、成因、處理方法及事後跟進 

當時負責處理事件的職員於事後必須儘快填寫及遞交「突發事件報告」 

警方需要帶走任何人士 

通知有關人士的家人前往警署協助 

單位主任 / 督導主任必須儘快跟進：知會服務總主任、安撫當事人及其家人、（若有需要）處理保險事宜等 

同工必須一起檢討有關事故的處理方法，以作為改善日後處理同類事件方法的標準 

職員陪

同前往

警署 

不能有職員陪同前往警署，查詢案

件的編號及負責案件的警務人員

之聯絡方法，稍後跟進 

通知傷者家人往醫院探望，當會合了傷者的家人後，

需要向他們說明事件發生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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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檢討日期： 2011 年 6 月 30 日 

發佈日期： 本表格經屬下服務單位發佈 

檢討： 本表格每三年檢討一次 

香港明愛青少年及社區服務 
突發事件報告 

 

單 位 名 稱 ：  

事 發 日 期 ：  時間：  

事 發 地 點 ：  

報告職員（中、英文姓名）：  

事主中、英文姓名：  

   

事發過程：  

  

  

  

  

  

  

  

  

備註：  

    

單位主任簽署：  日期：  

督導主任副署：  日期：  

 
副本送：服務總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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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質素標準：9 

明愛青少年及社區服務 

處理特別意外事故保險索償的流程 

 

 

 

 

 

 

 

 

 

 

 

 

 

 

 

 

 

 

 

 

 

 

 

 

 

 

 

 

 

 

 

 

 

 

 
 

暫告一段落 

保險公司決定支付賠償金（請參閱附件二）

事發單位填寫「突發事件報告」 

事發單位呈交「突發事件報告」予總主任 

總主任向總部之行政事務辦公室呈報事件 

行政事務辦公室向保險公司呈報事件 

保險公司展開跟進 保險公司只作備案（通常適用於表

面不構成索償之個案） 

書面向機構索取進一步資

料（請參閱附件一） 
委派公正行與有關職員

會面 

事主不提出索償 

事主提出索償 

事主提供書面索償，經行政事務辦公室交給保險公

司（請參閱附件一） 

保險公司決定不賠償 按事主行動繼續跟進 

事主接納賠償 事主不接納賠償 

事主簽署「解除責任

書」（請參閱附件三）

連同身份証副本交回

保險公司 

保險公司安排支票 

事主接收支票 

告一段落 

事主書面向保險公司上訴 

保險公司繼續跟進 

最新檢討日期： 2011 年 6 月 30 日 

發  佈：  自 2010 年 8 月 1 日起陳列於中心內供公眾人士

 索閱 

檢  討：  最少三年一次於督導主任會議進行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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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保險公司要求單位提供之資料或文件 

 

甲類： 

例子：活動程序引致受傷 

1. 涉事「活動」之導師是否明愛職員。若是，須提供該導師的聘書副本、相關

資歷證書副本和其「教授」有關活動之年資，並且說明一般「教授」有關活

動之資歷要求。若否，須說明那一方/機構是他的僱主。 

2. 有沒有第三者目睹事發經過。他的口供。 

3. 事主對意外的親身叙述。 

4. 在活動進行時，為參加者提供了什麼安全設備，例如軟墊(跆拳道班)。提供

該安全設備是由那一方負責。一般進行有關「活動」的安全設備標準是怎樣。 

5. 事發時現場的燈光是否足夠。地面是否濕滑、整潔、無障礙物。 

6. 導師/參加者比例。 

7. 那一方設計活動之程序。 

8. 事主是否第一次進行該引致其受傷之活動/動作。若是，導師有沒有為他作示

範。 

9. 明愛一方在事故發生後作出過什麼補救行動。 

10. 有沒有同樣的事故曾經發生過。 

11. 事主有沒有正式提出索償。明愛一方被要求不要回覆事主的索償，並將事主

的書面索償交給保險公司跟進。 

12. 涉事「活動」進行情況之照片。 

13. 事主之「活動報名表格」副本。 

14. 事主之年齡。 

15. 事主目前的傷勢/康復情況。 

 

乙類： 

例子：活動參加者在使用「設施」時受傷 

1. 涉事「設施」是否由明愛提供予參加者使用。 

2. 涉事「設施」的購入/安裝日期。它在事發時之狀況是否良好。它在事發前是

否曾經有損壞。明愛一方曾怎樣處理。 

3. 事主或其他參加者在事發前曾否對涉事的「設施」作出投訴。 

4. 有沒有第三者目睹事發經過。他的口供。 

5. 事主對意外的親身叙述。 

6. 事發時現場的燈光是否足夠。地面是否濕滑、整潔、無障礙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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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明愛一方在事故發生後作出過什麼補救行動。 

8. 有沒有同樣的事故曾經發生過。 

9. 事主有沒有正式提出索償。明愛一方被要求不要回覆事主的索償，並將事主

的書面索償交給保險公司跟進。 

10. 涉事「設施」之照片。 

11. 事主之「活動報名表格」副本。 

12. 事主之年齡。 

13. 事主目前的傷勢/康復情況。 

 

丙類： 

例子：活動參加者在活動場地碰撞/滑倒受傷 

1. 涉事「場地」是否由明愛擁有，還是由明愛租用。 

2. 有沒有第三者目睹事發經過。他的口供。 

3. 事主對意外的親身叙述。 

4. 有關方面為參加者提供了什麼預防意外措施/設備，例如玻璃門上裝有扶手、

貼有指示/貼紙。 

5. 事發時現場的燈光是否足夠。地面是否濕滑、整潔、無障礙物。 

6. 明愛一方在事故發生後作出過什麼補救行動。 

7. 有沒有同樣的事故曾經發生過。 

8. 事主有沒有正式提出索償。明愛一方被要求不要回覆事主的索償，並將事主

的書面索償交給保險公司跟進。 

9. 事故發生現場/地點之照片。 

10. 事發時現場閉路電視之片段。 

11. 事主之「活動報名表格」副本。 

12. 事主之年齡。 

13. 事主目前的傷勢/康復情況。 

 

 

 

事主提出索償所需提供之文件 

 

(1) 書面索償信 

(2) 索償金額單據正本，例如醫療收費單據、物理治療單據、病假紙、車費收據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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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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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