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

大事紀要

新北市政府消防局107年5月份大事紀
內容簡述
地點

為防制同仁車輛事故發生並提升駕駛及交通法規觀
念，課程包含「道路安全駕駛訓練」、「限界轉
4月16日
辦理「107年度公務車輛
彎、防禦駕駛實作訓練」、「障礙物連續閃避及防
至
防制車禍駕駛訓練」
禦駕駛實作訓練」及「彎道綜合連續轉彎講解及實
5月1日
作訓練」等，共計154人參訓。

本局車輛保養中心

為維護本局內、外勤同仁身心建康及強健體魄，基
5月1日
本測驗包含「3,000公尺跑步」及「仰臥起坐、伏地
至
辦理「107年上半年常年
挺身、折返跑、單槓、舉重、負重跑步」等，並首 本局各大隊
5月5日
訓練術科測驗」
次依請假病因調整測驗項目，以鼓勵同仁自我要
、
求。
5月10日

本次抽籤受測單位為新店區公所，各項評分項目皆
達本府標準，演練結束接續召開檢討會議，相關建
議事項將提報「107年第5次四方工作會議」，供各
區公所作為未來演練參考。

5月2日

辦理107年第2次防災公
園開設抽測工作

5月4日

為提升特搜人員移地動員效能，發布特搜動員集結
辦理特搜人員「簡訊測 暨簡訊測試，由小組成員攜帶各式裝備器材於南雅
試暨B組動員集結訓練」 分隊整裝集結待命，並於翌日辦理枕木支撐訓練，
共計37人及2搜救犬參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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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店區太平運動公園

本局南雅分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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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紀要

內容簡述

地點

5月7日
至
6月4日

為加強本局外勤同仁對各類消防車輛、裝備保養維
辦理「107年度夏季消防 護工作，以確保消防車輛良好性能，由各大隊長統
車輛裝備保養抽檢」
籌督導，並指派具保養經驗幹部組成檢查小組實施
抽檢，俾保持消防應勤器材之最佳狀態。

5月9日

召開「107年度第1次防
制縱火協調會議」

為強化各項縱火防制工作，由陳副局長崇岳主持，
針對106年11月1日至107年3月31日縱火案件檢視各
單位橫向聯繫機制及各權責任務分工事項落實情形
，並持續追蹤案件偵辦進度與修訂本府防制縱火執
行計畫。

本局301會議室

辦理「107年第1次新聞
5月14日
發言人講座」

為提升本局同仁對新聞媒體工作認識及創新消防行
銷模式，特邀請三立新聞台製作人陳仡祁擔任教官
，講授大眾傳播媒體結合消防重要政令措施及績效
宣導方法。

三立電視台（台北市
內湖區舊宗路1段159
號）

5月14日
本局特搜大隊支援宜蘭
、
本局負責本次演習瓦礫堆搜救項目，共計動員5人1
5月16日 縣辦理107年災害防救演
犬前往參演，演習工作圓滿完成。
習
、
5月17日

宜蘭縣羅東後火車站

5月14日
為使本府災害防救人員於災害整備、應變階段可妥
至
善判讀各式氣象水情相關情資與瞭解地震災害預警
5月15日
辦理「107年颱洪教育訓
系統，俾順遂災時各項整備應變工作，由本府相關
、
練與防災專題演講」
局處、各區公所災害防救業務承辦單位及本局同仁
5月21日
共計304人參訓。
至
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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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各種水域搜救任務及強化潛水編組組織救援
功能，依潛水搜救計畫辦理模擬海域搜救為主軸，
5月14日
辦理「107年度潛水任務
課程包含「報到、場勘、協調友軍」及「現場訂定
至
編組第1季複訓」
潛水計畫、搜救、任務交接或任務完成」等，共計
5月18日
100人參訓。

貢寮區龍洞灣海域

為強化山域事故人命救助效能，增進山域管理機
關、民間搜救團體與本局聯繫機制，由陳主任秘書
國忠主持，邀集山域管理機關、民間搜救團體及本
召開「107年度上半年山 局外勤大隊針對「臺中市政府消防局GPS定位輔助系
本局601會議室
5月18日
域搜救策進研商會議」 統建置參考案」、「本局山域搜救訓練分級規
劃」、「律定山搜裝備及公用器材繩索之標準」、
「強化民眾從事登山活動安全宣導精進事項」及
「地圖產生器APP應用實用性評估」等議題討論。

5月19日

辦理「新光人壽捐贈清
水分隊救護車典禮」

5月19日
辦理「無人載具集中訓
至
練」
5月20日

新光人壽慈善基金會與新光人壽辦理第36屆「為樂
活未來而跑」新光登高大賽，並熱心公益捐贈台北
市及本市各1輛配備12導程心電圖救護車及各1組發
光心肺復甦人體模型，本局由黃局長德清代表受贈
並回贈感謝狀，未來將配置於清水專責救護分隊，
以提升土城區緊急救護品質。

台北市新光摩天大樓

為培訓無人載具操作專才，特商請本市急難救援協
會協助授課，課程包含「認識多軸機與安全飛行觀
新店區中正路700巷
念」、「地面站的設定與操作」、「新店溪水域FPV
322-11號
搜索練習」及「無人機吊掛及繩索牽引訓練與綜合
飛行訓練」等，共計12人參訓。

為加強特搜人員救援繩索操作技能，課程包含「三
5月21日
辦理「107上半年高角度
角架架設」及「固定點架設與選擇」等，共計21名
至
救援隊繩索複訓」
特搜人員參訓。
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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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強化消防人員化學災害(含核生化災害初期防護)
搶救基本認知與裝備器材使用操作技能，特遴聘北
區環境事故技術小組師資協助授課，課程包含「國
5月21日
辦理「107年度化學災害
內化災防救法規及體系介紹」、「化災應變偵檢設
至
搶救基礎班訓練」
備與個人防護及處置各項裝備器材操作介紹」及
5月25日
「特殊化學品火災搶救及應變管理」等，共計50人
參訓(含台北市5人)。

汐止區保長坑訓練中
心

5月21日
辦理「107年度第1梯次
至
火災搶救初級班訓練」
6月1日

為強化第一線消防人員火災搶救觀念及加強各項救
災體技能，本局委託內政部消防署訓練中心辦理2梯 汐止區保長坑訓練中
次火災搶救初級班訓練，課程為「基礎及實火燃燒 心、內政部消防署南
課程」，由教官團逐一指導學員模擬狀況實地操作 投訓練中心
，共計40人參訓。

英國考文垂大學參訪團
5月22日 參訪本局救災救護指揮
中心

英國考文垂大學(Coventry University)陳永芳博士
率Matthew Blackett博士及災害管理與緊急應變相
關學系2年級10名大學生，參訪本市119救災救護指 本局4樓救災救護指揮
揮中心系統及運作情形，並針對臺灣交通要道-國道 中心
五號雪山隧道安全與策進搶救作為介紹，以增進國
際交流。

5月22日

召開「本市107年第1次
水域安全協調會」

辦理「住宅用火災警報
5月22日 器暨救災裝備器材典
禮」

為強化轄區海域及溪流等水域管理單位協調與分工
，由李副市長四川主持召開，針對「各危險水域（
派員駐點或巡邏點）設置告示牌及救生設施缺損情
形」、「鄰近水域之烤肉區或露營區業者之水域自
主安全管理」、「本市河川水域安全通報機制」及
「民間救難團體協助本市水域安全駐點警戒勤務」
等議題討論，以強化本市水域安全。

市府9樓災害應變中心

本市汐止區市民李玲華女士有感消防安全重要性，
熱心公益捐贈住宅用火災警報器及救災裝備1批，由
本局秀峰分隊
蔡簡任技正武忠代表受贈，將配置於秀峰分隊，以
提升汐止區居家安全及消防救災能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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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國際扶輪社捐贈
5月25日 八里分隊救護器材典
禮」

內容簡述

地點

國際扶輪社發揚無私大愛奉獻精神，熱心公益捐贈
本局自動心肺復甦機、CPR訓練安妮及電子喉頭鏡各
本局八里分隊
1組，由陳主任秘書國忠代表受贈，未來將配置於八
里分隊，以提升八里區緊急救護品質。

為爭取「107年全國消防暨義勇消防人員競技大賽」
佳績，由各大隊選派優秀選手進行初賽，競技項目
辦理「本市107年消防暨
包含消防人員「橫渡救生、火災搶救5項連續動作及
板橋區第一運動場
5月26日 義勇消防人員競技大
全副武裝大隊接力」及義勇消防人員「小幫浦射
賽」初賽
水、負重救生、著裝競賽及基本繩結」等，共計選
拔63位菁英，將代表本市出賽。

辦理「特搜義勇消防人
5月26日 員週年慶暨救災有功人
員感恩餐會」

為建立消防、義消良好溝通管道暨交流，由黃局長
德清表揚花蓮震災搜救有功人員，並邀請各特搜義
消幹部及人員共襄盛舉，共計約220人參加。

新莊區喜市多餐廳

5月27日
辦理特搜大隊「救助隊
至
複訓測驗」
5月31日

為強化特搜人員救災體技能，課程包含「基本繩結
與捲揚器架設」及「橫渡架設與負重爬梯」等，共
計81人參測。

本局南雅分隊

為提升本市汛期及颱風季各區防災整備工作能量，
由陳主任秘書國忠率隊抽檢水利局「水門、抽水站
5月28日 辦理「本府107年汛期及
整備」項目、工務局「救災機具器材」項目、本局
至
颱風季防災整備工作自
「救災船艇及裝備器材」項目及淡水、烏來、樹
6月15日 主檢核抽檢工作」
林、汐止區公所「排水系統整備」等防災整備工作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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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9日

大事紀要

辦理「本局地震體驗車
宣導教育訓練」

內容簡述

地點

為提升本局地震體驗車宣導成效，重新檢視地震體
驗車宣導流程，由減災規劃科林科長登港擔任教官
，本局各大隊組長以上幹部及同仁，共計55人參
訓。

本局南雅分隊

為有效整合災害防救深耕資源及提升橫向聯繫效能
，由李副局長清安主持，召集市府相關局處、本市
召開「災害防救深耕第3
29個區公所、協力團隊國立臺灣大學及軍方代表，
市府9樓災害應變中心
5月30日 期計畫4月份四方工作會
針對107年至111年災害防救深耕第3期計畫各項推動
議」
工作，共同協商計畫推動方向與執行內容，共計約
60人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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