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北市政府消防局108年4月份大事紀
日期

4月1日

大事紀要

內容簡述

地點/權責單位

本會議由謝主任委員政達主持，針對「核一廠一期乾貯設施
水保計畫規劃辦理情形」、「核一、二廠現況報告案」、
召開「本市核安監督委
「核二廠除役計畫說明及辦理情形案」、「新北市石門區核 全市/整備應變
員會108年第1次委員
一廠除役監督委員會108年度第1次會議決議事項報告案」及 科
會」
「減容中心焚燒低階核廢料及相關監測作業報告案」等議題
討論。

參加「內政部消防署 為提升本市搜救犬因應重大災害之救援能力，課程包含提升
4月8日至11 2019年區域性國家救援 國內災害搜救犬作業水準與素質，並統一搜救犬訓練技術，
日
組織搜救犬訓練員課 同時培育專業訓練員，由外籍教官針對馴養搜救犬提供專業
程」
訓練技術，共計7人、6犬參加。

內政部消防署
訓練中心
921地震教育園
區/特搜大隊

為提升熟悉救援繩索運用能力，課程包含繩索救援現場安全
4月8日至10 辦理「108年繩索技術 評估、個人繩索保護裝備組裝，滑輪拖拉原理及系統架設、
日
救援基礎級訓練」
上拉轉下放系統轉換及跳樓救助情境作業基礎級課程訓練等
，共計22人參訓。

八里分隊/特搜
大隊

八里訓練中
為強化本局外勤消防人員水上救生船艇操作暨保養技能，課
4月8日至6月 辦理「108年度船艇操
心、蘆洲微風
程包含水中救溺、淺灘駕駛、俯式划船、仰臥拉舉等訓練，
9日
作暨保養訓練」
運河/教育訓練
共計30人參訓。
科

為強化本局潛水小組救援效能，課程包含熟悉各項任務執行
4月8日至12 辦理「108年潛水任務
貢寮龍洞灣/教
流程，如報到、場勘、協調友軍、現場訂定潛水計畫等項目
日
編組第1季複訓」
育訓練科
，共計100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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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1日

大事紀要

福建省消防協會參訪

內容簡述

地點/權責單位

福建省消防協會會長唐忠林率隊參訪本局，參訪內容包含重
機械成立影片介紹、特搜器材展示(影音生命探測器、光纖生
南雅分隊/特搜
命探測器、聲納生命探測器、熱顯像儀﹑電動三用剪)、重機
大隊
械展示(挖掘機、堆高機)、排煙車操作，共計11人參加。

為加強防制車輛事故發生，導正駕駛觀念及交通（法規）安
辦理本局「108年公務
新竹安全駕駛
4月11日至19
全教育，並落實消防車輛駕駛分級制度，課程包含車輛基本
車輛防制車禍駕駛訓練
教育中心/車輛
日
操作、死角內輪差及路寬掌握、方向盤操作障礙物連續閃
計畫」
保養中心
避、煞車模擬訓練等，共計154人參訓。

4月12日

為提升救護人員專業判斷及緊急應變能力，由參加美國華盛
頓JEMS救護競賽選手陳暉翰等6位同仁及陳玉龍等3位醫療指
辦理「108年EMS第二季 導醫師分享參與競賽過程寶貴經驗，包含華盛頓JEMS救護競
本局9樓大禮堂
專題演講「赴美華盛頓 賽之比賽規則、大量傷病患之快速檢傷、救護知識快問快
/緊急救護科
JEMS救護競賽分享會」 答、孕婦急症、小兒急症、綜合問答等6個項目，並邀請全國
各縣市消防局及國防部衛勤中心共計80人參與。

由本府長官親至轄內易致災地區、重要工程防汛整備作為、
防救災組織訓練、整備情形及指導災害防救相關單位落實辦
汐止區、三重
4月12、19、 辦理汛期前首長視察作 理，4月12日由陳副市長純敬視查汐止區城中抽水站及南陽街
區、泰山區/整
26日
業
涵洞封路演練；4月19日由吳副市長明機視察三重區越堤道封
備應變科
閉演練及溪美大排倒伏壩；4月26日由林秘書長祐賢視察泰山
區中港西抽水站及堅實橋封橋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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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落實重大地震發生初期，本市及地區災害應變中心所屬各
辦理「本府108年4月份 編組即時動員進駐及縱(橫)向協調聯絡，針對本府教育局、
全市/整備應變
4月13、14日 各級地震災害應變中心 秘書處、新聞局進行人員進駐測試及水利局、人事處、農業
科
緊急動員測試」
局與泰山、金山、烏來、貢寮、淡水區公所進行電話回報測
試。

本次訓練模擬東北角外海發生芮氏規模7.2淺層大地震，海嘯
造成沿海區域民宅、飯店、渡假村、露營區多人受困情形，
特搜隊接獲通知後，派遣先遣小組至橫科分隊與台北市特搜
隊共同演練，再移地至貢寮區龍門露營區進行BoO行動基地架
辦理「特搜隊B組移地 設，蒐集各項災情資訊及駕駛訓練，進行人命搜救工作，同 貢寮龍門露營
4月13、14日
動員訓練」
時申請民間救難組織(新北市搜救協會)協助救援及後勤事宜
區/特搜大隊
，並請求新北DMAT(亞東醫院急診室副主任范傑閔醫師及慈濟
醫院急診室主治陳玉龍醫師)，前往營地擔任醫療組成員，照
顧特搜隊同仁健康及創傷處理，共計26人參訓。

4月16日

消防人員退休協會榮譽理事長陳弘毅率隊參訪本局，參訪內
容包含重機械成立影片介紹、特搜器材展示(影音生命探測
中華民國退休消防人員
南雅分隊/特搜
器、光纖生命探測器、聲納生命探測器、熱顯像儀﹑電動三
協會參訪
大隊
用剪、蓄電式燈箱)、重機械展示(挖掘機、堆高機)、排煙車
操作，共計10人參加。

4月17日

辦理「新北市政府108 由陳副局長崇岳主持，針對107年會務進行說明與報告，並探
本局1001會議
年度火災鑑定委員會年 討103年8月15日新店區安康路及108年2月9日板橋區新海路等
室/火災調查科
度業務研討會」
2件氣爆案件，以持續提升本局火災調查鑑定技術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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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8日

4月18日13時01分花蓮縣秀林鄉發生芮氏規模6.1地震，當地
最大震度7級，本市最大震度5級(五分山)其餘地區4級，新北
「0418劇震」災害應變 市災害應變中心立即三級開設並進行全市災情查通報，同時 全市/整備應變
中心開設
由侯市長友宜及陳副市長純敬於震後，先後至災害應變中心 科
瞭解各區災情狀況，統計本市災害應變中心各地災情共計14
區、20件，皆已結案。

4月19日

(大彩企業股份
由本局第二大隊主辦，擇轄內大彩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辦理
辦理「違章工廠實兵演
有限公司)林口
火場指揮運作系統、化災搶救、火災搶救、人命搜救進行演
練」
區工四路36號/
練，共計動員50人、消防車輛10輛。
災害搶救科

4月20日

為強化民眾防範各類災害的正確觀念，現場備有多元闖關宣
導攤位及摸彩活動，並成立核安宣導專區，透過原能會、台
辦理「108年多元防災 電公司、陸軍第六軍團指揮部等各單位進行專業核安宣導， 金山高中/減災
宣導日活動」
另設有各類防災宣導、核安民眾防護、救護體驗、家庭逃生 規劃科
計畫宣導 (住警器)等趣味闖關活動，共計約2,000名民眾參
與。

4月22日
至
6月28日

辦理「第40期救助訓
練」

為持續推動消防人員專業訓練，課程包括急流救生訓練、山
域事故救援訓練、立體救災訓練及各項人命救助戰技，並移
保長坑訓練中
地花蓮縣秀姑巒溪河域體驗急流救援，及至本市烏來區紅河
心/教育訓練科
谷實施山域事故人命救助，且請空中勤務總隊及消防署特種
搜救隊實施組合訓練，共計50人參訓。

4月23日

以107年0823豪雨事件為情境想定，由災害防救辦公室及協力
團隊針對泰山區地理特性設計4組題目及細部狀況，接續由區
長及帶隊官於推演當下抽出題目，本次摸擬抽水站故障造成
辦理「泰山區公所無腳
泰山區/整備應
多處民宅淹水及人員待救，短時間內考驗區公所臨場應變能
本兵棋推演示範演練」
變科
力，並運用NCDR颱洪電子兵棋台設定災點，研判受影響人數
及周邊收容處所，配合搶災機具能量進行民眾救援安置，最
後由考評委員給予建議，作為未來精進演練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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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院採用美國ADMS訓練系統，運用3D虛擬實境訓練技術， 文化分隊3樓緊
本局「緊急應變指揮學 內建12個災害模擬情境訓練場景，並客製化1個新北市實地實 急應變指揮學
院(ERCA)啟用」
物VR場景，未來將發展大規模災害應變指揮訓練，成為國內 院(ERCA)/災害
唯一市府層級重大災害跨部門協調訓練平臺。
搶救科

為強化山域事故人命救助效能，訓練包含前進指揮所架設、
任務編組裝備檢查、搜救航線追蹤、簡易擔架製作、困難地
辦理「108年上半年山 形搬運、省力系統拖吊搬運、山域搜救經驗分享、山區地形 烏來拔刀爾山
4月24、25日
域搜救基礎訓練」
穿越技巧、搜索追蹤技巧、無線電通聯及中繼台操作、困難 區/災害搶救科
地形(斷崖/溪谷)攀降搜索、地圖判讀、GPS定位與航跡紀
錄、搜救結報等，共計29人參訓。

4月26日

本次會議由李副局長清安主持，召集市府相關局處、本市29
召開「災害防救深耕第
市府9樓災害應
區公所、協力機構(國立臺灣大學)及軍方代表出席，針對計
3期計畫4月份四方工作
變中心/減災規
畫需協調、討論、宣達相關議題及推動方向與執行內容討
會議」
劃科
論。

4月30日

因應0501梅雨鋒面可能挾帶大雨影響，由李副局長清安主持
會議，請本市各區公所透過里民系統，即時宣導市民注意天
召開「0501梅雨鋒面整
全市/整備應變
氣狀況，必要時配合區公所進行疏散及安置作業，並請區公
備會議」
科
所EOC待命輪值人員保持聯絡電話暢通及正確性，俾收到通知
後立即進駐各級EOC，加速消息聯繫與資訊溝通傳達。

第 5 頁，共 5 頁

影像檔

影像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