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100年度施政計畫與重點： 

一、消防廳舍整建：執行本局第二大隊金山分隊新建工程，基地面積約計2,500 

平方公尺，預計興建地上5層，地下1層，總樓地板面積約3,000平方公 

尺，預定100年完成土地取得及規劃設計。 

二、落實全民防火教育宣導：訂定年度防火（災）宣導計畫，賡續推動國小消 

防護照認證制度，規劃幼稚園參訪消防博物館，讓消防教育向下紮根，落 

實社區治安防災體系，並推廣各項宣導及消防體驗營，以強化居家、學校、 

社區、機關、團體等各層面之防火(災)逃生避難要領及緊急應變能力；並 

結合運用婦女防火宣導隊，深入家戶宣導，以收宣導宏效。 

三、健全社區及公共場所公設滅火藥劑更換計畫：為維護本市公共安全，針對 

轄內公設滅火器因救災、訓練等因素藥劑用罄、壓力不足或滅火藥劑過期， 

全面回收裝填補充或更新滅火藥劑，以期使現有之公設滅火器，於初期火 

災發生時，藉由民眾平日對消防常識之認識及訓練，配合滅火器良好性能 

之發揮，消弭災害於初端，降低因火災而造成之損傷，健全火災預防工作， 

確保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四、關懷獨居老人等弱勢設置住宅防災器材：隨著高齡化社會來臨，確保高齡 

者等災害弱者之人命安全，提昇住宅防火能力，針對本市獨居老人等弱勢， 

補助設置住宅防災器材（滅火器、一氧化碳探測器等），以提高是類族群居 

家安全之防火能力。 

五、推動瓦斯安全居家訪視：為防範一氧化碳中毒意外，避免因燃氣熱水器設 

置種類或位置不當，造成中毒傷亡之悲劇發生，鼓勵民眾重視自身安全， 

改善住家潛在危險因子，遷移或更換設置種類或位置不當之燃氣熱水器。 

優先針對本市居家訪視有一氧化碳中毒潛勢住戶或弱勢家庭補助遷移或更 

換燃氣熱水器。 

六、充實消防救災器材，提升消防戰力：充實各式消防救災器材及加強裝備器 

材維護保養，並定期實施操作評核及保養檢查，以確保各式救災器材保持 

最佳性能依實際需要添購各式搶救器材，充實救災裝備，建立優勢消防戰 

力有效保障市民生命財產安全；另針對本市五米以下巷弄，各消防分隊每 

月編排宣導及巡邏勤務，勸導勿違規停放車輛，以維社區公共安全，每月 

並擇定一處作火災搶救部署演練，藉以事先瞭解各巷弄之地形、地物概況 

，如遇災害發生，即可於第一時間處置。 

七、凝結民力參與緊急災害救援工作：補助及輔導各民間救災救難團體購置基 

本救災裝備器材，充實救災裝備，輔導各民間救難團體健全組織，增強專 

業知能；進而達到廣為開拓民間資源、善用民力，協助緊急災害救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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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定本市參與感、配合度較高的緊急救援隊，辦理救災訓練，以利執行 

災區初期滅火、搜救、救護等救援工作，採取漸進方式逐步推廣，再將

成功案例透過經驗傳承途徑，由點而線連結成面，建構完整緊急災害救

援網路。 

八、辦理防災會報及訓練計畫：定期召開災害防救會報及災害防救委員會議，

建立各防災編組單位聯繫溝通管道，建構本市完整災害防救體系及動員

救災機制。 

九、辦理義消人員訓練：辦理義消人員救災救援訓練、潛水訓練暨常年訓練

以充實救災技能，提昇協助救災功能。 

十、辦理防災演習及加強防溺措施暨水上救生演練活動：舉辦防災、防溺、

化學災害搶救及消防勤務演習及救災演練，配合萬安演習及其他專案勤

務（演習），以強化各項災害搶救能力，並辦理各項防災宣導活動，提昇

民眾防災意識，增進民眾災害應變能力。 

十一、辦理全民CPR急救技術宣導活動：為推動全民學習CPR理念，辦理全

民心肺復甦術（CPR）、哈姆立克（異物梗塞）等急救技術宣導，以提

昇民眾急救處置及自救救人能力。 

十二、辦理消防人員常年暨專業訓練：持續提昇消防人員救災技能及面對各

項災害狀況之處置；結合各項訓練設施，增進消防人員對於各種災害

類型之執行能力並確保救災作業安全。 

十三、運用消防教育訓練基地辦理各項救災訓練計畫：運用訓練基地各項模

擬真實災害狀況之訓練設施強化受訓學員救災觀念、提昇消防同仁救

災技術，達到維護本市公共安全之目的。 

十四、充實火災現場繪圖軟體：為利火災現場勘查、繪製現場位置、配置等

圖形資料之進行，增購火災現場繪圖軟體等，以強化火災現場位置圖

及物品配置圖等火災調查繪圖工作的進行。 

十五、精進火災調查鑑定技術：聘請國內火災調查各相關領域專家學者擔任

本市火災鑑定委員會委員，每年並至少召開一次鑑定委員會，討論案

情並研討火災調查新技術，提升火災調查人員素質及技術。 

十六、提昇救災救護出勤效率：提昇各分隊執行火災搶救及緊急救護案件出

動時間，定期統計檢討（緊急救護案件每週統計檢討，火災搶救案件

每月統計檢討），日間平均出動時間不得超過50秒，夜間平均出動時

間不得超過70秒。 

貳、施政計畫衡量指標與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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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衡量指標 衡量標準 
預算金額 
（千元） 

管考 
代碼 

消防廳舍整建 
 

辦理第二大隊金山分
隊新建廳舍工程分
100、101、102三年度
執行。 

第二大隊金山分隊新建廳舍
工程分 100、101、102三年
度執行： 
100年度辦理土地取得及委
託技術服務公開評選。 
101年度工程施工興建。 
102年度竣工使用。 
 

6,679 5 

落實全民防火

教育宣導 

1.辦理次數及訓練人 
數。 
2.辦理次數。 
3.辦理梯次次數。 
4.辦理場次數及訓練人
數。 
 

1.全年辦理防火管理人初(複)
訓各一梯次以上，至少訓練各
100人以上。 
2.本年度辦理消防安檢人員
公共安全講習（消防安檢專長
訓練）1次。 
3.辦理各項消防體驗營（約
4-10梯次）。 
4.推動國小消防護照認證（全
學年度預計辦理40場以上）。

1,810 

 

5 

健全社區及公

共場所公設滅

火藥劑更換計

畫 

1.是否訂定年度計畫 

暨辦理公開招標。 

2.實際提供公設滅火 

器換藥服務數量。 

 

1.訂定公設滅火器換藥計畫函 

發實施。 

2.依採購法公開招標、訂約， 

據以執行。                 

3.預計本年度公設滅火器，藥

劑更換服務2,000支以上。 

900 

 

5 

關懷獨居老人

等弱勢設置住

宅防災器材 

預算之執行是否依合約

辦理。 

 

1.參酌本市主計處99.07.13 

所發佈新聞內容，迄98年底獨

居老人之統計共551人，補助 

獨居老人等弱勢設置住宅防災 

器材，100年度編列補助共 

600,000元。 

2.依採購法公開招標、訂約， 

據以執行。 

600 

 

5 

推動瓦斯安全

居家訪視 

實際執行率（核准補助

件數/預算編列件數）。

 

1.優先針對本市居家訪視有一 

氧化碳中毒潛勢住戶或弱勢家 

庭補助遷移或更換燃氣熱水器 

。 

2.內政部消防署補助民眾遷移 

或更換燃氣熱水器每戶補助3 

千元，100年度預計補助本市 

235戶，收支並列，共705,000

元。100年度編列1,305,000

元（435戶，每戶補助3,000

元），其中中央款705,000元；

市款600,000元。 

1,30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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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衡量指標 衡量標準 
預算金額 
（千元） 

管考 
代碼 

充實消防救災
器材，提升消
防戰力 
 

1.購置器材數。 
2.器材維護保養。 

1.充實各式消防救災泡沫液、 
照明燈、空氣呼吸器組、油料⋯
等器材。 
2.辦理各式裝備器材維護保養 
2次，以確保各式救災器材保
持最佳性能。 

12,268.9 5 

凝結民力參與
緊急災害救援
工作 
 

補助績效良好之民間 
救難團體購置救災器 
材。 
 

1.本巿核准立案達1年以上， 
實際參與協助救災或演習活動 
，績效良好之民間救難團體購 
置救災器材。               
2.為建立重大災害發生時協調 
民間重機械公司支援重機械， 
強化協助救災功能。 

573.6 5 

辦理防災會報
及訓練計畫 
 

1.會議次數。 
2.宣導次數。 
 

1.每年定期及不定期召開2次 
災害防救會報，建立各防災編 
組單位聯繫溝通管道，建構本 
市完整災害防救體系及動員救 
災機制。 
2.辦理各項防災宣導20場次
。  

6,176 5 

辦理義消人員
訓練 

1.訓練次數。 
2.辦理活動場次。 
 

1.辦理義消人員訓練暨市長盃 
義消競技比賽1場次。 
2.辦理義消人員年度各項活動 
3場。                     
3.辦理義消人員聯誼晚會1場 
次。 
 

6,477.5 5 

辦理防災演習
及加強防溺措
施暨水上救生
演練活動  
 
 
 

辦理各項防災宣導活動
、防災演習及訓練場次
。 

全年辦理25場次防災、防溺、
化學災害搶救及119等各項勤 
務演習與訓練。 

2,150 5 

辦理全民CPR
急救技術宣導
活動 

活動次數。 辦理全民CPR急救技術宣導活
動1次。 

150 5 

辦理消防人員
常年暨專業訓
練 

訓練人（次）數。 
 

1.每年辦理水上救生訓練、船
艇操作訓練及潛水複訓，合計
訓練人數120人次。 
2.每年辦理救助複訓，訓練人
數100人次。 
3.每年定期辦理常年訓練訓 
練人數320人次。 
4.每年定期辦理救災整合訓 
練訓練人數 160人次。 
5.為因應消防人員駕駛技能 

2,00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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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衡量指標 衡量標準 
預算金額 
（千元） 

管考 
代碼 

  辦理大貨（客）車，聯結車訓
練。訓練人數35人次 。 
6.落實平日術科訓練辦理消 
防人員術科訓練。每月訓練人
數320人次。 
7.辦理新進人員職前訓練，訓
練人數20人次。 
8.辦理救災指揮暨戰術訓練 
，訓練人數50人次。 
9.辦理化災搶救基礎訓練，訓
練人數80人次以上。 

  

運用消防教育
訓練基地辦理
各項救災訓練
計畫 

訓練人次。 
 

代訓人次達1,800人。 3,466 5 

充實火災現場
繪圖軟體 

設備維護次數。 每月1次。  
 

100 5 

精進火災調查
鑑定技術 

培訓次數。 全年辦理1梯次2天。 
 

35 5 

提昇救災救護
出勤效率 

各分隊執行火災搶救
及緊急救護案件出動
時間。 
 
 

日間平均出動時間不得超過
50秒，夜間平均出動時間不
得超過 70秒（日間為每日 6
時至18時，餘時段為夜間）。
 

2,807 5 

＊管考方式代碼：1.工程列管2.基本設施列管3.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列管 

4.其他列管（請註明）5.自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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