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前言： 

    消防工作主要在於維護公共安全，守護市民生命財產免於災害威脅，消

防局秉持著以市民為中心之理念全力做好防火、救災及為民服務工作，108

年施政計畫以「推動災害預防減災作為，打造幸福平安城市」、「提昇災害搶

救效能，捍衛城市安全」、「推動多元 CPR學習環境」、「建立本市消防人員教

育訓練永續管理機制」、「建構健全災害防救體系，營造抗災減災之安全生活

環境」及「強化縱火調查、鑑定及宣導效能」等積極建立全民防災觀念，並

凝結民力參與緊急災害救援工作，充實消防救災器材，提升消防戰力，持續

守護市民生命財產安全，提供最優質服務與保障，打造讓市民有感的幸福平

安城市。  

貳、以前年度實施狀況及成果概述： 

一、年度各項評比成績優異： 

(一)108 年 5 月 11 日本市義消總隊參加消防署義消救災能力評核團體總成

績特優。 

(二)消防局參加內政部消防署於 108 年 10 月 25 日至 27 日假屏東縣政府消

防局特種搜救大隊辦理「108 年車禍救援挑戰賽」，榮獲消防組優勝冠軍殊

榮。 

(三)「108年災害防救業務訪評」榮獲行政院評定為第三組第 1名。 

(四)「108年民安 5號演習」綜合實作成績丙組優等。 

(五)「108年民安 5號演習」兵棋推演成績丙組優等。 

(六)108年 6月 28日內政部消防署「各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 107年度

消防工作自主評核計畫-緊急救護類、民力運用類、危險物品管理類」獲評

為最落實執行績優縣市。 

二、執行全面裝設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家數，召開記者會加強推廣，108年發

揮預警功能成功案例： 

(一)本市轄內5層樓以下不需裝設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建築物(共6萬4,921

戶)，除針對本市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等弱勢族群及火災受災

戶、老舊住宅建築物等全面裝設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自 105年 9月起更推廣

至「5層以下」建築物，目前累計已安裝逾 6萬 3,000戶，並將持續推動安



裝，以確保居家安全。 

(二)為強化居家火災預警機制，降低住宅火災傷亡率，於 108 年 5 月 28 日

召開「4年 6萬顆 PART4推廣住警器」記者會，預計至 108年底達到住警器

安裝率 100%目標，藉以保障市民生命財產安全，打造一座幸福平安的城市。

108年度共爭取本市各寺廟、公司行號及善心人士等共同捐贈 1萬 5,000顆

住警器，守護市民安全。 

(三)發揮預警功能成功案例： 

1. 108 年 6 月集和街火警，現場為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動作，鄰居聽到警報

音響後，立即通報本市消防局，消防隊人車到達進入建築物關閉爐火，無人

員傷亡。 

2. 108 年 8 月光復路一段火警，現場為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動作，屋主聽到

警報音響後，發現煮菜燒焦，自行撲滅，無人員傷亡。 

3. 108年 10月關東路火警，現場為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動作，鄰居聽到警報

音響後，立即通報本市消防局，因神明廳外陽台祭祀神明之香火掉落引燃廢

物，消防隊人車到達進入後降溫通風撲滅火勢，無人員傷亡。 

三、營造民眾自救救人技能學習環境，俾以發揮自救救人的功能： 

消防局自 101年 8月起定期每月 19日上、下午於本市消防博物館辦理「CPR

救護宣導」，迄今累計辦理 107 場，完成訓練 3,036 人，均於結訓後領請證

書。  

四、婦宣隊執行居家安全訪視家數，協助消防博物館導覽場次(班次)及導覽

人次： 

自 108 年 1 月 1 日起至 108 年 11 月本市婦宣隊執行居家安全訪視計訪視約

2,304人次，另協助消防博物館導覽工作計 191場及導覽 5,633人次；協勤

班次共計 372班次，協勤 1,178人次（消博館因館旁中山消防分隊耐震補強

工程，自 108年 8月 12日起至 108年 12月 16日止休館）。 

五、執行救災救護服務良好，深獲民眾感謝熱心捐贈消防（救護）車輛：  

108年內捐贈消防局消防（救護）車輛計有 4輛。 

  

參、年度施政計畫與重點： 

一、推動火災預防作為，打造幸福平安城市： 



(一) 為加強消防局同仁防火(災) 宣導表達技巧、熟練度及觀念正確度，遴

選防火(災) 宣導優秀人才，增進本市防火(災) 宣導品質，通過認證之

同仁由消防局災害預防科造冊，提供災害預防科及各大隊於受理各機關

團體、新竹科學園區廠區及每月婦宣分隊定訓時列為優先派遣之教官，

落實推動防火(災) 宣導教育。 

(二) 109年度消防博物館常設展更新計畫係依據 108年度執行「古蹟調查研

究計畫」與「常設展更新先期研究計畫」之成果，於 109年度實際執行

常設展設計監造及工程施作，內容包括分區空間規劃施作及展示內容呈

現，搭配新穎之多媒體互動性展示體驗設施(如居家用火用電防火教育

互動體驗區或金德號消防車活化改造互動體驗區等) ，結合燈光照明及

動線重新規劃，相信經過更新整修，消防博物館將煥然一新，讓參訪民

眾更能學習到符合當下的消防知識及技能。 

(三) 為維護本市公共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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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局持續強化公設滅火器

之管理，採行滅火器直接掛設於牆面並加上保護套，不另設置箱體，除

不影響滅火器性能外，滅火器的紅色外觀亮眼，路過民眾可第一時間辨

識並加深記憶，在使用上可直接拿取，增加使用的便利性。 

二、提昇災害搶救效能，捍衛城市安全： 

(一) 落實各式搶救部署演練及提升災害搶救能力：針對本市五米以下窄巷，

定期辦理巡邏勤務，並對所列管窄巷及轄內高危險群處所，全面辦理救

災部署演練，瞭解轄區概況，讓第一線消防救災人力於災害發生時，到

達現場第一時間立即應變處置並隨時檢討修正本市各種災害搶救機制。 

(二) 持續充實各種特種救災(生) 裝備器材、車輛並落實操作保養，提升消

防救災戰力：有鑑於氣侯變遷、各種災害日益複雜，持續充實各式消防

救災(生) 裝備器材及維護保養、並定期實施操作評核及檢查競賽，以

確保各式救災(生) 裝備器材保持最佳性能。 

(三) 整合民力運用提昇災害緊急救援工作：消防人力有限，民力無窮，持續

辦理本市義消人員火場救災認證初訓及複訓等專業訓練，協助火災搶救

任務。消防局於 107年成立義消特搜隊持續辦理各項地震救援，搜索及

支撐等訓練，整合民力運用，共同維護市民生命財產安全。 

(四) 透過影像傳輸系統等科技輔助救災工作及新式救災車輛裝備器材採購，

並持續整合本市消防、義消特種搜救隊，並納入醫師、結構技師等專業

人員，建立即時動員與獨立執行救災能力之高效率工作團隊。 

三、推動多元 CPR學習環境： 

(一) 持續推廣民眾心肺復甦救命術(CPR) 教育宣導：為環扣緊急救護生命之

鏈，提高緊急傷病患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送醫後之救活率，宣導民眾對



於緊急救護有更進一歩瞭解及實務模擬操作，於每月 19日在本市消防

博物館辦理「CPR救護宣導」，方便民眾學習，藉以提升民眾基本急救處

置及救人能力。 

(二) 為打造本市為兒童友善健康城市，提高急救能力並增進大型公共場所、

百貨商場急救服務效能：積極推動本市公共場所(如各級學校、補教

界、大型百貨商場、幼兒園及保母等) 員工基本救命術 CPR、AED操作

及哈姆立克異物排除急救術之學習，藉以搶救生命危急患者，培訓場所

員工基本急救觀念及救護技術，並推廣公共場所員工後續急救訓練，以

提升緊急救護事件之處理能力。 

(三) 持續推動緊急救護應變教育向下紮根工作，辦理本市各公私立國中二年

級學生 CPR學習認證活動，藉以增進青少年學子 CPR操作技術熟稔度，

俾以增進緊急救護事件應變處理能力，有效提昇本市危傷急病患及 OHCA

傷病患之救活率。 

四、建立本市消防人員教育訓練永續管理機制： 

(一) 製訂本市消防人員教育訓練規劃方案，針對本市消防人員各項養成、專

業及常年訓練，明確律定實施期程、訓練重點及實施標準作業程序，建

立完整、永續培訓機制，全方位提升本市救災能力。 

(二) 積極辦理消防救助隊訓練、陸域山難搜救訓練及海域潛水訓練，培育足

夠之專業救助、山難搜救及水難搜救人員，提升本市特種災害之救援能

力，於本市發生重大災害、水難時，可立即出動優質消防戰力前往救

援，將災害損失減至最低，或於接獲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通報支援任務

時，亦能立即整裝出動，協助其他縣市災害搶救、水難搜救任務，發揮

「救災無界限」之互助精神。 

(三) 運用本市消防教育訓練基地各項完整救災訓練設施，針對訓練本市及代

訓各縣市消防、義消人員，辦理各項消防救災技能專業訓練，使各消

防、義消人員透過進階訓練進而提升救災技能，以強化面對各項災狀況

處置之能力，建立優質消防戰力以保障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四) 以本市消防教育訓練基地為平台，持續規劃課程協助新竹科學園區及各

界廠商培訓災害應變人員、自衛消防編組人員、工安衛管理人員等，同

時藉由訓練提昇各廠商業者之災害自主應變能力，期消弭災害於無形，

達到災時優先自助而後公助之目標，讓災害所造成損失減至最低。 

(五) 應用虛擬實境、混合實境及人工智慧高科技，開發虛擬實境防救災訓練

設施，提供客製化救災訓練課程，增進學員與教官訓練期間互動，提升

救災訓練成效，同時開發消防人員訓練履歷管理系統，完整紀錄本市救

災人員訓練經歷及專業證照，於災害發生時可有效調度專業救災人才，

發揮最佳救災戰力。 



五、建構健全災害防救體系，營造抗災減災之安全生活環境： 

(一) 定期召開災害防救會報，透過市府各局處與公所參加災害防救辦公室定

期召開會議，針對防災相關議題進行討論並落實執行，強化防災整備、

災害應變及災後復原等工作。 

(二) 由中央持續推動之災害防救深耕計畫，修(增) 訂新竹市地區災害防救

計畫，檢視本市災害風險評估與各面向脆弱度，並研提調適與減緩策

略，提升市府各單位與區公所防救災能量。 

(三) 專業天氣風險公司合作，強化本市氣候預報精準度，提供市府各級防救

災單位超前部署及災時應變即時規劃，如各型移動式抽水機預佈、道路

封橋封路規劃、疏散撤離整備、廣告及路樹固定及低溫與強風防災提醒

等服務，提供市民朋友更多元防災守護。 

(四) 平日防災宣導與九月國家防災日系列活動，依不同年齡層與各級學校、

民間企業，持續推廣防汛、防震等全民災害教育訓練，期透過各點、

線、面防災教育規劃，提升市民防災意識與觀念，並每年辦理大型災害

防救演習，提昇全民防災共識及強化政府各級機關間聯合救災及相互合

作機制。 

(五) 透過建構智慧型水情防汛系統，建立綿密感測網絡，並藉由感測器將淹

水水位與其變化快速蒐集，並輔以人工智慧(AI) 運算，並整合氣象局

雨量預報資料、地形模型進行淹水深度、範圍即時分析與呈現，以達成

智慧防汛決策與應變目標。 

六、強化縱火調查、鑑定及宣導效能： 

(一) 強化火災鑑定實驗室功能：新竹市火災鑑定實驗室於 106年以 270萬元

預算汰換氣相層析質譜儀，新儀器能更精確分析縱火溶劑的成分與類

別，讓警方掌握偵辦方向，維持本市縱火案件高破案率，同時亦提供更

強之證據力做為司法判決參考。未來將持續強化火災鑑定實驗室功能，

添購先進實用之分析儀器，精進火災調查及證物鑑定分析技術，提供更

優質之火災調查服務。 

(二) 加強縱火案件調查效能：消防局對於縱火案件將持續依據「新竹市加強

縱火防制執行計畫」及「檢警消縱火聯防作業規定」落實辦理。若遇有

縱火案件發生，除立即通報轄區警察機關勤務指揮中心派員至現場共同

進行偵查、蒐證或逮捕嫌疑人等工作外，事後並將相關火災原因調查鑑

定書、縱火案件統計資料函送所轄分局、警察局繼續加強偵辦，以遏止

連續縱火案件發生。 

(三) 建立火災案例雲端資料庫：持續建置常見火災案例資料庫於雲端硬碟，

消防局同仁可於電腦、平板或手機讀取，除可瞭解常見起火原因亦可隨

時取得防火宣導題材及資料，提高防火宣導效能。 



 

肆、施政計畫衡量指標與標準： 

計畫名稱 衡量指標 
 

衡量標準 
預算金額 
（千元） 

管考 
代碼 

一、推動火災

預防作為，打

造幸福平安城

市： 

推動終身防災教育宣

導場(梯)次人(戶)

數。 

1.推動國小消防護照認證，全學年

度辦理 25場以上。 

2.辦理各機關團體防火教育宣導 80

場以上。 

3.運用婦宣隊深入家戶訪視 1,000

戶以上。 

4.辦理 30場以上高中、大學新生消

防訓練。 

5.辦理消防安檢人員或宣導員講習

訓練 1次。 

2,471 

 

5 

更換公設滅火器藥劑。 公設滅火器藥劑更換 700支以上。 2,471 

 

5 

關懷弱勢族群設置住

宅用火災警報器，設

置率比。 

第 3 季完成本市關懷弱勢族群住宅

用火災警報器採購。 

2,471 

 

5 

二、提昇災害

搶救效能，捍

衛城市安全： 

1.辦理火災救災部署

演練場次。 

2.充實各種特種救災

（生）裝備器材。 

3.辦理義消人員火場

救災認證複訓梯次。 

4.辦理消防及義消特

種搜救訓練場次。 

1.全年辦理 24場以上火災救災部署

演練，提升火災搶救效能。 

2.採購化災搶救裝備器材 1 套、紅

外線熱顯像空拍無人機 1 組、移動

式搖控砲塔 1組。 

3.辦理義消人員火場救災認證複訓

7梯次以上專業訓練。 

4.辦理至少各 4 梯次以上消防及義

消特種搜救訓練，以強化救災能力。 

2,400 

 

5 

三、推動多元

CPR學習環

境： 

1.新竹市消防博物館

辦理「CPR救護宣導」

場次。 

2.辦理本市公私立國

中生 CPR 學習認證

活動。 

1.全年達 10場以上。  

2.針對各國中二年級學生辦理 CPR

學習認證活動，共計 20所國中，30

場，5,095位學生參與認證。 

300 

 

5 

四、建立本市

消防人員教育

訓練永續管理

機制： 

辦理各項訓練人次或

場（梯）次。 

辦理各項專業訓練部分： 

1.辦理水上救生技能競賽，合計參

賽人數達 100人次。 

2.辦理內政部消防署消防特考班救

助隊訓練，訓練人數合計 40人。 

4,957 

 

5 



計畫名稱 衡量指標 

 
衡量標準 

預算金額 
（千元） 

管考 
代碼 

3.辦理上下半年度消防救助隊複

訓，訓練人數合計 2 梯次 300 人

次。 

4.辦理上下半年度常年訓練，訓練

人數合計 2 梯次 500人次。 

5.辦理各分隊每週定期術科訓練，

每月訓練人次達 300人次。 

6.辦理新進人員職前訓練，訓練梯

次計 1 梯次 10人次。 

7.辦理潛水複訓及公安潛水訓練，

訓練人次達 100人次。 

8.本市教育訓練基地協助培訓，訓

練人次達 1,800人次。 

開發虛擬（混合）實境

軟硬體設施。 

於 6月 30日前開發下列項目： 

1.12 組救災訓練情境（4 組混合實

境及 8組虛擬實境）。 

2.4組防災教育情境。 

3.建置學員專業訓練(證照)履歷管

理資料庫。 

4.建置 1組防災教育 APP程式。 

5.模擬火場燃燒訓練室電腦系統模

更新升級。 

6.新竹市消防教育訓練基地網站更

新。 

7.增設應用救助訓練研究發展設

施。  

4,957 

 

5 

五、建構健全

災害防救體

系，營造抗災

減災之安全生

活環境： 

定期召開災害防救會

報（場）次。 

透過市府各局處與公所參加災害防

救辦公室定期召開會議達 6場。 

25,981 

 

5 

推動災害防救深耕計

畫。 

依據深耕第 3 期 108 年執行計畫書

辦理相關工作項目進度達 100%，推

動本市第 1期(1期 2年)韌性社區 2

處。 

25,981 

 

5 

與專業天氣風險公司

合作，確保本市氣候

預報準確度。 

本市氣候預報準確度達 9 成以上，

並採滾動式修正。 

25,981 

 

5 

平日推廣防災宣導與

九月國家防災日系

列活動人次。 

辦理本市小一新生全面發放防災頭

套活動、地震校園避難逃生演練與

推廣網路地震演練活動參與人數達

25,981 

 

5 



計畫名稱 衡量指標 

 
衡量標準 

預算金額 
（千元） 

管考 
代碼 

本市人口 3萬人次以上。 

建構本市智慧防汛網。 完成本市智慧防汛架構建置： 

(1)淹水感測設備 50組。 

(2)水利閘門監控站 3組。 

(3)滯洪池監控站 6組。 

(4)中、大型移動式抽水機監控設備

7組。 

(5)智慧防汛地理資訊平台 1式。 

25,981 

 

5 

六、強化縱火

調查、鑑定及

宣導效能： 

火災調查及證物分析

鑑定時效。 

火災現場跡證於 24小時內採證，並

於 3日內分析鑑定完成。 

94.5 

 

5 

縱火案件破案比率。 本市縱火案件破案率達 75%以上。 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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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