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  Spider man appears – the keeper, Spider-man, set a long rope bridge in 
the square, and ask them to climb across the rope bridge.

整個營隊活動設計兼具安全性、教育性及趣味性，教導學童如何使

用防火、避難設備並學習預防火災及火場求生的知識(如火災報案之簡易

流程、關門求生、低姿勢爬行注意重點)。對於營地的場地在規劃選擇上

面，也考慮到許多因素，需要能有兼顧室內與室外課程之場地，且須有

雨天備用方案，並以無障礙安全空間為佳，後來選擇了臺中文化創意產

業園區來辦理本次活動的記者發表會。而工作人員方面，活動除營長、

值星官及關主之外，也安排足夠之小隊輔導人員協助帶領學員並注意學

童之活動安全，另設有待命緊急救護人員及備用器材以因應不時之需。

The design of this camp activity includes safety, education, and fun. 
We tried to make these students understand how to use fire prevention and 
escape equipment, and let them learn the knowledge of fire prevention and 
fire escape. Such as calling 911 in simple way, close the door waiting for 
saving and the tip on moving in low posture. About the design and choice of 
place, there are lots of factors we need to consider. Not only indoor rooms 
but also outdoor places, and we must think about the backup plan in rainy 
days. It will be better if there are disabled access facilities. Because of above 
factors, finally we chose the Taichung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Park to 
hold the press conference of summer vacation fire prevention camp. The staff 
members, in addition to the camp leader, duty officer and station keepers, 
we also arranged for guidance personnel to lead the students and take care 
of their safety. In the same time, there were stand-by Emergency Medical 
Technicians(EMT) and equipment for unexpected situation.

暑期消防營隊乃結合家庭消防護照設計各種闖關活動，而本次發表

會活動以消防英雄聯盟作為主題，希望能在活動中讓小朋友透過親身體

驗穿著消防衣帽、繩索橫渡及臂力訓練等項目，使學童及家長更認識消

防人員平時的工作與辛勞，另外在濃煙逃生中學習正確低姿勢爬行、射

水教學中認知滅火時要瞄準火焰掃射，更針對居家消防安全教學並設計

有獎徵答，學童如答對題目即可獲得消防宣導品，藉此了解學童是否在

本次活動中有效學習正確的消防觀念。活動後，還讓每一位參加的學員

穿上小小消防衣，利用拍立得拍照贈與留念。希望每位參加學童都能得

到扎實且充分的消防體驗，在寓教於樂的活動時光中，培養守護居家安

全的使命感，並有個充實、難忘又豐富的暑假。

The summer vacation fire prevention camp combined the family fire 
prevention passports together to design various scavenger hunt games, 
and this time the topic of press conference is “the league of fire prevention 
heroes”. We hoped that the children through the experience of wearing 
firefighter clothing, climbing across the rope bridge and arm power training can 
know more about what the firefighters do and how hard they were. Besides, 
they learned the correct low posture moving of escape from the smoky tent, 
targeting at the flame when they need to extinguish fire. And further, we taught 
them family fire safety and designed the quiz contest. Children who answered 
the right answer can get a little present back as reward. Through this contest, 
we could make sure if the students realize the correct fire prevention concept 
or not. In the end of this campaign, we also took a photo for every participated 
child for memorizing. We hope every participated student can feel satisfied 
with the real and substantial experience of fire prevention in that happy-
learning time, and to nurture their responsibility of family safety. Then, they 
would had a substantial and unforgettable summer vacation.

本局於105年1月13日經內政部消防署配賦103年
消防特考班49名（男生46名、女生3名）分發至本局，

充實本市消防人力，此次實務訓練期程自105年1月13
起至7月12日止共計6個月，本局規劃新進人員先至分

發單位接受5週訓練後，再至豐原、東勢、沙鹿、大

甲、中港、文昌、大誠等7個分隊，分7階段輪換訓練，

訓練期程各3週。

此次49名新進消防人員於實務訓練期間分至各實

務訓練單位，訓練過程除了解本市山、海、屯及都會

區救災、救護工作之差異性，並熟悉各項消防勤、業

務特性，使新進人員迅速熟悉大臺中市之救災狀況及

災害特性，並於最短

時間內調適心境，

適應工作環境。

為瞭解新進人

員之實務訓練心得

及創新看法，本局

於105年7月12日

上午 1 0時於

豐 原訓練中

心3樓會議室

召開座談會，

由本局局長蕭煥章主持。會中蕭局長提醒同仁執行救

災、救護勤務應謹慎小心應對，除顧及民眾生命財產

安全，同時也保護自身權益，處理問題應從根本著手，

在工作或生活上有困難可隨時向分隊主管反映，局長

也向同仁概述消防局未來工作方向及採購有利外勤同

仁之服裝及設備。局長並聽取新進人員提出的各項建

議及訓練感言，諸如救災器材放置、有效救災人力分

配、各分隊不同轄區特性、救護糾紛及山火勤務等建

言，局長皆詳細答覆。新進同仁亦在會中表達對外勤

同仁熱心、關心及耐心的教導表示感謝。同時局長給

新進同仁3點生活建言，即養成運動習慣、信仰（心靈

寄託）、定期健檢。此次實務訓練結束後，藉由座談會

的召開，除了解新進人員之學習成效外，並可作為本

局消防勤務未來策進作為之參考。

臺中市政府為促進各所屬局處與區公所等單位

間情感交流，並落實體育文化發展，讓平時忙於公

務的公教人員舒展身心，特於105年8月27日在中

興大學舉辦「105年度臺中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員工

運動會暨園遊會」，由市長林佳龍親自主持開幕典

禮，立法委員黃國書、市議員邱素貞、何敏誠及中

興大學副校長黃振文等貴賓也到場共襄盛舉。

本局對此次運動會相當重視，除針對大會各

競賽項目辦理選手遴選，派出最堅強陣容組隊參加

外，事前亦安排參賽選手進行集訓、實際到場熟悉

競賽場地等，活動當日另請第二婦女防火宣導隊擔

任啦啦隊，並由大型消防寶寶領隊進場，精彩表演

獲得現場熱情歡呼。

本次運動會總計有61支隊伍，運動員6,400餘
人參與，運動會項目包括100公尺個人賽跑及2,000
公尺大隊接力、拔河、時代巨輪、百發百中、定點

投籃、2人3腳、棒球九宮格、跳跳接力、五花八門

大進擊等團體競賽項目。

歷經一整天的激烈競賽，本局成績相當優異，

個人競賽項目由中山分隊詹嘉豪、救災救護指揮

中心胡盛智及豐原分隊劉思強分別於100公尺男子

青年組獲得第1、3名及長青組第4名。團體競賽項

目榮獲大隊接力第1名、拔河第3名、跳跳接力第1
名，並一舉抱回精神總錦標大獎，表現卓越。蕭局

長對競賽成績相當滿意，除第一時間指示人事室對

獲獎人員從優辦理敘獎外，也勉勵所有同仁於公務

繁忙之餘，能夠多運動以強健體魄、陶冶性情，進

而提升工作績效及為民服務品質。

炎炎夏日暑期長假來臨，為

讓學童利用暑假期間學習消防安

全、防火、防災等知識，並加強

學童防火、逃生暨防範一氧化碳

中毒等消防安全觀念，及提升居家消防正確觀念與火災時之應變能力，

本局特別於暑假期間舉辦暑期消防營隊活動。今年總共辦理18場次，供

6-12歲學童多元體驗小小消防員的學習機會，每場次60名學童，共計有

1080個名額開放學童報名參加。希望藉由讓學童親身體驗消防營隊活

動，讓學童及家長更加認識消防人員的工作，進而透過活動的教育宣導

將防火知識普及自身家庭，以達落實火災預防之目的。

With the coming of long summer vacation in such hot days, to let 
students learn about the knowledge of fire safety, fire prevention,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in order to give the correct concept of fire prevention and 
escape, and avoiding being poisoned by Carbon Monoxide (CO), and raise 
their deal capability in a fire disaster, the Taichung City Fire Department 
held several summer fire prevention camp campaigns. There are 18 camp 
campaigns held this year, and each camp includs 60 students. These activities 
provide children between 6-12 years old learning opportunity. Total of 1080 
students joined these camp campaigns. We hope students and their parents 
can advanced know about what the job is of firefighters through attending the 
fire prevention camp by themselves. And further, to transmit the knowledge 
to their families to realize the purpose of fire prevention by these promotion 
campaigns.

今年度的暑期消防營隊活動就在105年6月26日於臺中文化創意產

業園區正式亮相發表，今年發表會以「消防英雄聯盟」為主題，消防同

仁更特地扮成了雷神索爾、蜘蛛人、蟻人、美國隊長、綠巨人浩克及鷹

眼等漫威動畫電影裡的英雄人物，以創新的方式由這些大眾熟悉的英雄

人物擔任值星官及各關關主，帶領參與的學童體驗各項消防技能與學習

消防安全知識。

This year, the first summer vacation fire prevention campaign started in 
June 26th in Taichung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Park. The topic is “the 
League of Fire Prevention Heroes”. The fire fighters played roles as many 
Marvel heroes, such as Thor, Spider-Man, Ant-man, Captain America, Hulk 
and Hawkeye. It is a brand new way that these famous heroes were charged 
to be the duty officer and the keepers of each station. They brought the 
children to experence kinds of fire prevention skill lessons and to learn the fire 
prevention knowledge. 

始業式由臺中市政府李副秘書長主持並將營隊值星帶頒發給美國隊

長，讓美國隊長(值星官)率領各關關主出場介紹活動，現場學童及家長

反應相當熱烈，大家相競要與英雄人物合照留念，場面好不熱鬧，也為

本次記者發表會活動揭開了美麗的序幕。消防營活動內容也相當豐富：

In the beginning, the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Li as the host gave the “small banner” to Captain-America, and then 
the duty officer (Captain-America) led all the station keepers to show up and 
then they introduced each station to all. The students and their parents here 
were all going crazy and strongly reacted to this scene, they scrambled to 

take photos with these heroes. The atmosphere was very good, and the press 
conference became the most beautiful openning. Besides, the content of this 
campaign was also very abundant. It included:

(一)室內部分：

講授課程內容包括居家消防安全、基本用火、用電安全及火場逃生

避難注意事項等。市府李副秘書長也在現場勉勵參加暑期消防營隊的小

朋友，要牢記所學到的各種防災知識與技能，未來當災害發生時，可以

在家長及老師的指導下，運用所學平安渡過災害。

1. Indoor part:

The lessons included: home fire safety, basic fire using, electric safety, 
fire escape notes…,etc. The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Li also encouraged the children in the venue to remember deeply all 
these disaster prevention knowledge and skill they had learned. If disasters 
occur, they will use what they learned to keep safe under the instruction of 
parents and teachers.

當天由美國隊長教導學童與家長繪製居

家逃生圖，並傳授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及防範一

氧化碳中毒等消防安全知識，現場每個人都很

認真學習，課堂後進行有獎徵答時反應也都相

當熱烈。

In that day, Captain-America instructed 
students and their parents how to draw the home 
escape map, and he also taught the knowledge of 
home fire detector using and prevention of being 
poisoned by Carbon Monoxide (CO). Everyone 
in the venue all studied hard and they also felt 
satisfied in response to the class.

(二)戶外部分：

闖關活動分為5個關卡：

1.  無敵浩克大變身-關主：浩克，讓學童著小小消防衣帽，搬運以膠帶固

定成假人形狀的水帶做定點折返。

2.  我是神射手-關主：鷹眼，讓學童實際射水體驗，要瞄準三個不同距離

的寶特瓶，將其利用水射下，才算完成。

3.  消防蟻人-關主：蟻人，利用排煙管加上濃煙帳，以煙霧體驗的方式教

導學童正確低姿勢爬行，進入濃煙帳後還要取出指定物品才完成。

4.  雷神之錘-關主：雷神索爾，訓練學童眼腳協調及運用臂力技巧，通過

地面障礙並將設定的物品以槌子敲打方式移動到定位。

5.  蜘蛛人現身-關主：蜘蛛人，於廣場中架設橫渡繩索，讓學童手腳並用

體驗橫渡。

2. Outdoor part:

There were five stations in this scavenger hunt game:

a.  The incredible Hulk’s transfiguration – the keeper, Hulk, let the students 
put on firefighter clothing and carry a water horse in the shape of a 
human formed by tapes doing one time shuttle run.

b.  I am the marksman – the keeper, Hawkeye, let the students spread water 
with fire water hose in person. They must mark three PET bottles in 
different distance and try to shoot them down.

c.  Fire Ant man -  the keeper, Ant-man, taught the students how to keep the 
low posture when moving in a smoky tent. They must get into the smoky 
tent and take one target thing out, if they want finish the mission.

d.  Thor’s hammer – the keeper, Thor, trained the students to keep the 
coordination of eyes and feet and to pass through some obstacle in the 
gourd, then they must beat the “object” to the target position.

本 局 1 0 5 年 度 新 進 消 防 人 員 實 務 訓 練 結 訓 座 談 會 本 局 消 防 同 仁 勇 奪 1 0 5 年 度
臺 中 市 府 員 工 運 動 會 精 神 總 錦 標

本局105年暑期消防營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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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10 5年度第二次 山域事故人命救助複訓
Taichung City Fire Department managed the 2nd mountain rescue drill in 2016.

梨山分隊隊員 陳奕瑞

本局山域事故救助編組於105年7月18日至22日，為期五日進行

105年度第二次山域事故人命救助複訓，特別外聘國內登山及山域事故

搜救專家歐陽台生老師以及本局山域事故最資深救助教官黃來昇小隊

長擔任本次複訓教官，於本轄臺中市和平區桃山及品田山域進行複訓

課程，課程包含：（一）入山敬山與大體搬運（二）輕量化登山搜索

糧食與裝備計畫（三）失蹤者的搜索規劃與技術應用（四）三種傷患

人力搬運技巧應用。

輕量化為山域事故人命救助之重要課題，山域事故搜救人員出勤

救助案件基本天數即達五天，第二梯開始即以一梯次七天作準備，期

間於高海拔山區進行長時間搜救，每一份糧食與裝備的重量都是以人

力來負擔，因此自每日用餐的規劃、食品的選擇、裝備的取捨、材質

的考量乃至於舒適性的進退，皆影響搜救人員的行動效率。輕量化分

為：

1. 糧食輕量化：本次複訓第一日即讓複訓人員自行計算所需物資數量

並自行採購，學員間彼此比較採購的種類及重量，比如筆者在採購

時皆以麥片搭配豬肉作為主食，並且如此連續食用五天，完全不使

用一般常使用之泡麵、乾燥飯等，而行動糧皆以堅果類搭配果乾使

用，雖是非常單調的菜單，但實際執行後發現倒沒那麼艱難，對於

輕量化也有所幫助；不論準備何種糧食，上山前預先處理如：蔬果

類先行切洗或各類包裝先行拆除，都是糧食輕化的基本原則。

2. 裝備輕量化：在高山上裝備愈齊全對救助人員及待救者皆是愈大的

保障，然而愈齊全的裝備意味著愈重的負擔，裝備的輕量化，帶與

不帶的取捨及材質的選擇考驗著學員，比如營地搭建，帳篷與天幕

在這次訓練中皆有學員使用，重量、效果皆不同，加上遇到連日大

雨，學員間交換心得，皆有所獲。

失蹤者的搜索規劃與技術應用包含了失蹤者的個人情報搜集（包

含失蹤者的年籍資料、特徵、服裝、行程、所攜裝備、個性等）以及

地圖研判之應用，登山迷途者幾乎皆為落單或獨攀時所發生，案發時

可用資訊往往非常有限，高山地區通訊不良，同時又發生失聯情形

時，每一項資訊的取得都非常重要，藉由各項資訊的統整，在有限

的人力下，規劃搜索熱區乃初期搜救最重要的課題，而搜索熱區的規

劃，則須藉由失蹤者的個人情報來進行推理以及綜合地圖研判來劃分

區塊，以失蹤者最後位置為中心，大致以稜線或溪谷、斷崖等等劃分

區塊，分派各小組進行，由可能性最高之區塊優先進行跡證搜索，待

發現跡證後再集中人力進行重點搜索，以進行有效率之搜救行動。若

對象為尚可保持通聯之待救者，則可以方位角善用後方交會法來推斷

出待救者之位置，研判正確的話搜索效率非常高。

山域事故人命救助往往出勤人力少、距離遙遠、交通工具無法到

達，故人力搬運技巧為山域事故人命救助不可或缺的技術應用，以本

次複訓地點和平區桃山山區為例，登山口到桃山山屋落高差達1000公
尺，也就是兩座台北101大樓的高度，路程距離將近5公里，可以想見

在以一梯4人或兩梯8人之人力來搬運傷患負擔之重，故此次山域事故

人命救助複訓歐陽台生教官傳授三種傷患人力擔運技巧：

１. 扁帶搬運法：使用一條長約6公尺之扁帶架設於傷患及救助手身

上，在傷者脊椎沒有受傷，但卻無法自己行動的情況下，例如腳踝

嚴重扭傷或因高山肺水腫而無法行走時，是非常有效率且實用的搬

運方式，簡便省力，背負傷者就像背負大背包一般，不會特別費

力。還可以空出雙手使用雙登山杖來減輕膝蓋的負擔，而且在通過

特殊地形時也能以雙手輔助，如此在一般單人寬度的步道上也能搬

運，比較不受步道寬窄的影響。

2. 頭帶搬運法：使用一條頭帶固定於收起之登山杖兩端，最好同時使

用兩支登山杖以增強載重力以及舒適度，架設完成後令傷患乘坐於

登山杖上，救助手以額頭承受頭帶以背負傷患移動，相較於扁帶搬

運法，優、缺點類似，但如經適當訓練，救助手與傷者皆可獲得較

高之舒適度。

3. 簡易擔架搬運法：使用繩索一條、登山杖數支、地布、睡墊以及強

力膠布架設足以包覆傷患全身之簡易擔架，來進行更安全及有效的

搬運，對於各類傷患皆可適用，效果可比SKED（捲式搬運墊），然

而所需使用器材較多，架設時間較長，視情況與前述兩種搬運法搭

配使用。

對於未來改進與展望，有以下建議:
1. 糧食的準備對於熱量的供給雖然足夠，但因時值夏季日照強烈，對

於食材的保鮮為了輕量化並未多作措施，肉類雖先行烹煮並提高鹹

度以加強防腐，但仍有疑慮，如改以罐頭食品作替代或許為更好方

式。

2. 失蹤者的搜索規劃與技術應用除了搜救戰術上的設計與執行外，救

助手本身的裝備亦不可馬虎，分組進行時各組的定位與通訊裝備皆

要充足，尤其四人小隊要分拆兩人小組時，GPS、無線電、地圖、

指北針等以及標準輕裝都必須在齊全的狀態下始可進行。

3. 同樣為了輕量化選擇了天幕與地布搭配露宿帳來作營地的搭建，在

教官的提醒下才知道要多砍些箭竹來鋪於地面以避免溼氣反潮，尤

其在雨天更可以達到排水效果，天幕的搭設亦不宜過高，以免風大

將雨水吹進營內，這都是實際上山才遇到的情況，更讓我們學到更

深入的部份。

本次山域事故人命救助複訓，實地模擬山域意外事故搶救訓練，

藉以培養深入特殊地形搜尋與救助技能並適應高度山域環境，熟悉轄

內山區路線特性，以提昇本局山區搜救能力及人命救助能力，在發生

山域意外事故時，迅速達成搜救任務，在歐陽台生老師以及黃來昇教

官帶領下，本局山域事故救助編組成員的高山救援能力獲得進一步的

提升。

本局105年第四期
潛水救援訓練初訓

本局於105年6月20日至7月1日舉辦第四期潛水救援訓練初訓，為期2週，目標在訓練21位新加入的潛

水隊成員，以充實消防戰力。從基本浮潛開始到重裝潛水，並進階到以救援潛水等級為目標。訓練地點包

含臺中市大雅區、臺中港、和平區馬鞍壩等混濁水域及墾丁海域。

第一天由室內學科開始，訓練首重安全，由總教官講解各項潛水安全原則，包括潛水證照制度、必須

由二人以上結伴潛水、酒精和潛水深度對人體之影響等，及介紹各類潛水裝備器材。

第二天開始進入游泳池實地操作的課程，從基本浮潛開始，介紹俗稱浮潛三寶的面鏡、蛙鞋、呼吸管

的使用。潛水的面鏡不同於游泳的泳鏡，其包覆住鼻孔不容易吸到水，但也要適應用口呼吸，否則就容易

進水或造成面鏡起霧。初學者難免不習慣咬著呼吸管，但教練都會叮嚀，一旦在水域就要全程咬著呼吸

管，以避免在海浪中的突發狀況。

緊接著就進入到重裝潛水，也就是SCUBA(Self Contained Underwater Breathing Apparatus)的領域，

除了浮潛三寶，再加上配重鉛塊、氣瓶、浮力背心、調節器與二級頭等，如同消防員的SCBA，提供在水

下呼吸的空氣來源。整套裝備不輕，全身上下的裝備加起來逼近30公斤，相當的沈重，但一旦入水，水的

浮力又讓所有重量的感覺消失得無影無蹤，只會輕盈的漂浮在水面上，不配鉛塊還很難沉得下去呢！這就

是中性浮力的重要，其中一堂課專門在練習如何控制全身的浮力，讓自己穩定的懸空停留在水中的任何位

置，不浮也不沉，是重裝潛水重要的基礎。

潛水靠的是技術，而不是游泳能力，學游泳常怕換不到氣，但在潛水中只要還咬著二級頭，就有大大

的安全感。在水底無論發生什麼狀況，最重要的是保持冷靜，建立好水中的呼吸，就能冷靜的慢慢排除所

有問題。在課程中我們練習在水中脫下所有裝備，以及兩人共用一個二級頭輪流呼吸的技巧，以建立我們

對裝備的熟悉度和信任感，養成應付緊急狀況時的處理能力。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項缺少裝備的訓練，少

了一只蛙鞋、或者沒有面鏡、沒有氣瓶，要如何想辦法游下去並找到自己的裝備，然後再穿起來。可說是

從適應裝備，再到適應沒有裝備的過程，因為在水下或許會遭遇裝備故障，或者是被水流沖走的狀況，因

此缺少裝備的應變能力也是必須學習的。

在這2周的訓練裡面，也有移地到戶外天然水域如臺中港及臺中市和平區的馬鞍發電廠附近進行訓練，

戶外的天然水域並不像游泳池般清澈，往往伸手不見五指，也更接近實際搜溺場合的水域，在一片泥水裡

只能用摸的，利用所學的圓形搜索法及方形搜索法等，用比較有效率的方式將水底摸索過一遍，若沒有依

靠繩索，恐怕就要迷失在一片黑暗之中了。另外有三天的墾丁海洋實習是最令人興奮與難忘的，墾丁的海

域十分乾淨清澈，第一次下潛到10米的深度，耳壓

平衡、浮力和上升的速度都要掌握好，海底是另一個

美妙的世界，從探索海洋的過程讓人認識到臺灣之

美，以及學習尊重和保護這片海洋。

潛水打開了另一個世界的視野，也帶來了不一樣

的救災思維，才剛結訓不到一週，臺中市就傳來太平

區3名學童溺水的意外，也是第一次派遣我們這批新

鮮的生力軍投入救災的首次勤務，雖然最終並非因潛

水尋獲溺者，但仍感受到身為潛水救援人員的責任與

使命，擁有更多的技能，就能幫助到更多需要的人。

Taichung City Fire 
Department managed 
the 4th diving rescue 
beginning training in 2016
黎明分隊隊員 黃郁書

本局春社分隊邀請林新醫院
進行醫療指導-葉克膜

Chun-Sir Branch, the 6th Corps of Taichung City Fire Department invited Linshin 
Hospital to do medical instruction - 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 (ECMO).  

春社分隊分隊長 蔡子裕

為了增加分隊同仁救護能量，本局春社分隊於

105年8月23日上午邀請本市林新醫院的急重症部林

明輝主任來隊進行醫療指導。林主任以廣為人知的

邵曉玲女士、藝人星星王子，都是因為需要「暫時

性」心臟及肺臟支持，靠著「葉克膜」的協助才得

以從鬼門關前救回來的醫療案例作為開場白，分享

葉克膜治療(ECMO；Extra 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體外循環心肺支持系統)對於急重症

病人的重要性。

「葉克膜」的構造主要可以分為兩個部分：第

一部分是人工心臟(血液幫浦，有離心式與滾輪式幫

浦兩種)，可以將血液注入病人動脈內，提供部分

心臟功能的支持；第二部分是人工肺臟(體外膜氧合

器)，可以讓流過的血液進行氧氣及二氧化碳的氣

體交換，提供部分肺臟功能的支持。此外，「葉克

膜」還有監測血液流速、血紅素、血氧飽和度、血

液溫度與活化凝血時間等功能，也可以接上人工腎

臟做連續性的血液透析，提供腎衰竭病人腎功能的

支持。只要是任何需要「暫時性」心臟及肺臟支持

的病人皆可能為「葉克膜」的適用對象，如果為末

期惡性腫瘤或合併多器官衰竭的病人則不適用。

林主任表示「葉克膜」雖然可以維持急重症病

人的心肺功能，但並不是治病的萬靈丹，換句話說

「葉克膜」只能夠向上帝爭取短暫的時間，並不能

完全治療疾病本身，倘若這位病人本身所罹患的是

短期內不可能恢復或是無法治療的疾病，使用「葉

克膜」就只能夠暫時延長病人的死亡過程，病人仍

舊會死於原本罹患的疾病或因為使用「葉克膜」所

導致的併發症而亡。只要能對真正需要「葉克膜」

的病人，儘早使用「葉克膜」並在良好的醫療團隊

照顧之下，相信「葉克膜」必定能夠幫助更多的病

人渡過最危急的時刻。

透過本次林新醫院急重症部林明輝主任的醫療

指導，讓分隊同仁對於「葉克膜」有著更進一步的

了解與增長醫療知識，在指導過程中，林主任亦與

分隊同仁針對外勤消防人員執行緊急救護工作進行

雙向溝通與回饋分享，分隊同仁皆反應熱烈、獲益

良多且期待下一次的醫療指導。

本局辦理105年中央警察大學
消防學系學生暑假實習訓練
Taichung City Fire Department managed the 
summer vacation pract ical  training for the 
students of Central Police University Fire science 
department. 教育訓練科辦事員 許品潔

本局辦理中央警察大學105年消防學系83期1隊
學生暑假實習訓練，此次實習期間自105年8月1日
至8月11日止，共計11天。實習生計有48名(男生42
人、女生7人)，分配於本局9個勤務重點分隊實習。

本局於8月1日假本局5樓災害應變中心召開實習

說明會，由施專門委員文杰主持，實習業務單位及

外勤實習單位均派員列席參加。實習說明會中施專

門委員向學生介紹臺中市救災特性，並特別強調本

局相當重視各項消防訓練等，亦提醒學生注意實習

期間的安全，以及對實習學生說明實習工作內容及

生活管理上注意事項。希望學生能藉由本次實習向

實習指導員及實習指導官吸取經驗，學習處理各項

業務及培

養各種執

行能力。

另 本

局於8月11
日假本局5

樓災害應變

中心召開實

習檢討會，

由 蕭 局 長

煥章主持。蕭局長強調目前消防工作已超出所學所

知，除了救災能力外，亦要整合政府的救災資源，

才能有效處理危機。會中局長亦聽取實習生提出的

各項建議及實習感言並予以回覆。實習生也普遍反

映本次實習時間較短，較少遇到各類的出勤狀況，

也在會中對實習指導員及實習指導官的細心指導表

達感謝。此次藉由實習檢討會，除了解實習生學科

及術科的實習成效外，並可作為未來中央警察大學

消防系

學生實

習課程

內容的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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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105年度化學災害搶救基礎班訓練

本局第七救災救護大隊辦理東區家園護理

之家搶救演練

消防署至本局辦理緊急救
護OHCA品質提升計畫講習

本局第五救災救護大隊
辦理105年民間救難團體複訓

Taichung City Fire Department managed the chemical rescue basic training in 2016. 春社分隊分隊長 蔡子裕

為了強化本局消防救災人員

化學災害搶救能量，提升執行危

害性化學品災害能力，本局教

育訓練科於105年7月4日至7月
8日辦理為期5天的「105年化學

災害搶救基礎班訓練」，訓練師

資特地遴聘內政部消防署訓練

中心化學災害搶救基礎班訓練專業講師進行授課，希望能夠透過本

次化學災害搶救基礎班訓練，精進本局消防救災人員具備危害性化

學災害初期搶救正確認知與觀念，強化危害性化學災害搶救技術與

能力，確保消防救災人員的自身安全之下，執行火災搶救、人命救

助、控制火勢及阻卻延燒等搶救行動。

本次化學災害基礎班訓練師資為李安全教官、消防署災害搶救

郭家維專員、長榮大學張慧蓓教官、陸軍化學兵學校林裕翔上校及

環境事故應變中心洪肇嘉主任，授課重點概述如下：

1、 化學槽車構造介紹(李安全教官)
了解化學槽車的車體構造、安全閥、緊急遮斷閥、防止駛離裝置、

靜電接地裝置及車體識別，提升消防救災人員執行化學槽車事故的

應變能力。

2、 國內化災防救法規及化災現場應變介紹(郭家維專員)
消防單位配合執行化災搶救相關規範為「消防機關配合執行危害

性化學品災害搶救指導原則」及「災害現場搶救標準作業程序

(H.A.Z.M.A.T)」；依據消防法第二十五條規定，面對化學災害搶

救，消防單位係為執行「火災搶救」及「人命救助」任務；適時的

向勞動部、農委會、經濟部工業局、交通部、衛福部、環保局、環

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等相關權責單位請求支援。

3、 化災應變資訊查詢、運用及處置(張慧蓓教官)

消防單位面對化學災害事故，應先了解事故現場狀況且進行危害辨

識，應用毒化物查詢系統、全球調和系統(GHS)、安全資料表(SDS)
及緊急應變指南(ERG)來了解危害性化學品相關資訊及處理原則後，

執行適當的應變處置行動。

4、 核生化防護要領(林裕翔上校)
針對核輻射物質、生物病原及化學物質的發生原因、可能危害、個

人安全防護要領進行說明；把握「正確的作業位置」、「適當的防

護措施」及「正確的搶救行動」的應變處理原則進行搶救。

5、危害性化學品災害搶救原則(洪肇嘉主任)
面對危害性化學品災害事故，應該落實危害性化學品事故應變原

則:災況現場(安全、隔離禁入、通報)、指揮評估(指揮管理、辨識評

估、行動規劃)、搶救防護(防護裝備、圍阻控制、保護行動)及善後

復原(除汙清理、棄置、紀錄)進行災害搶救任務。

本次化學災害搶救基礎班參訓學員反應熱烈，經過專業講師雙

向溝通及講授化學災害的基礎知識、查詢危害性化學品相關資訊、

化學防護裝備的介紹及操作訓練與化災搶救情境操作演練，獲益良

多且能有效提升處理化學災害搶救應變能力，授課講師鼓勵參訓同

仁能夠應用本次訓練所學，以更有效、專業、安全的救災態度來執

行化學災害搶救任務。

本局教育訓練科科長楊純凱表示:未來本局亦會持續辦理相關

化學災害搶救訓練，有效提升外勤同仁的化學災害搶救應變能力。

楊科長亦勉勵結訓學員回到分隊之後，應將本次化學災害搶救訓練

所學與分隊同仁分享，成為每個分隊的化災訓練種子，期許每一位

外勤同仁都能提昇整體化學災害應變處理與自我保護能力，降低化

學災害搶救風險，把握「處理的對，比處理的快重要」的救災原則

來應變處理化學災害，確保民眾與自身的安全，一起強化「臺中消

防」的化學災害搶救能量。

The 7th Corps of Taichung City Fire Department managed the united 
training in Nissin movie theater. 第七救災救護大隊組員 廖國鈞

本局第七救災救護大隊暨所屬分隊，為維護轄內長期照護安養機

構之消防安全，於105年7月20日由林大隊長黎銘帶領大隊暨所屬分隊

同仁，出動各式消防車10輛及消防人員30人，假東區家園護理之家進

行搶救演練，並配合員工自衛編組訓練，透過實地演練，結合消防搶

救，提升逃生及救災應變能力。

近年來老人安養機構漸趨成長，為強化長照機構自衛消防編組能

力及消防人員搶救效能，模擬發生災害時搶救應變方案，訓練員工

報警及避難逃生能力，經由自衛消防編組演練，疏散院內行動不便

之住民，並模擬消防單位到達現場後，進行各項搶救工作，善用場

所之消防設備進行搶救，本次演練並結合火場救災指揮與管理系統( 
Command and Control of Incident Operations, 簡稱CCIO)，使救災人

員熟練各項指揮技能及建立救災安全之正確觀念。

演練項目包含指揮中心人車派遣原則、消防車輛佈署、初期指揮

官救災狀況判斷、指揮官救災分區與功能編組作業、集結區成立運

作、指揮權轉移、人員安全清點回報機制（PAR）、安全官實施緊急

撤離機制、大隊指揮幕僚（安全官、新聞官、聯絡官）任務與運作等

科目，演練過程逼真。

本局第七救災救護大隊林大隊長黎銘呼籲，有鑑於日前新北市新

店區私立樂活老人長照中心發生大火之案例，為防患未然，必須加強

場所員工初期搶救及避難逃生，因此，緊急情況的疏散演練非常重

要，特別是護理之家等長期照護機構大多收容長期臥床長者，平時更

應加強用火用電安全，定期消防安全檢查，落實防災、減災，搭配定

期自衛消防編組訓練，有效運用消防安全設備，可降低災害人命財產

損失，盼大家記取教訓並引以為誡。

The 5th Corps of Taichung City Fire Department managed the recurrent training for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NGO). 第五救災救護大隊隊員 蔡明芳

為促進本市轄內民間救難團體救災協勤能力，提升救災協勤民力

搶救效益，進而有效整合民間力量發揮最大消防救災效能，本局第五

救災救護大隊於105年7月17日8時至17時假大甲消防隊辦理「105年民

間救難團體複訓」。此次訓練對象為轄內陸域救助類民間救難團體-青
溪救援協會，共計28人參訓。由大甲分隊分隊長賴懋頡擔任教官，蔡

浚泓及宋翊民擔任助教，訓練課程內容包含(一)地震災害搶救(二)繩索

固定點選擇、應用及登降(三)坑道、高及低所救助(四)車禍事故救助行

動準則與破壞要領。

強烈地震發生時往往造成許多建築物倒塌，當救難人員到達現場

時需整體性規劃，並評估危險程度後，逐一進行救援工作以爭取時

效。教官表示為防止建築物二次倒塌，對倒塌物應併用木材支柱及木

板拖架支撐，應先了解建築物倒塌情形，判斷倒塌建築物中可能有空

隙的地方，儘可能從最低的平面沿牆壁、挖通道以利通往崩塌物下的

空隙處搜尋救生遭難者，其大小須能容納施救者將遭難者搬運出來之

空間且不應有急轉彎，不可直接從崩塌建築物最上方挖翻，否則容易

造成二次災害。

繩索救援最重要的一個步驟便是固定點的選擇，倘若固定點選擇

有誤或不佳，極可能在救援過程中產生危險，一般在大樓可利用大柱

(鋼柱、H鋼)、橫樑等穩固的建築當固定點；亦可加裝人工固定點，以

不破壞建築本身的結構，若在戶外可利用大樹或大石，固定點架設一

定要非常牢固，牢靠的固定點才確保垂降人員的安全。教官說明繩索

上登、下降各式動作要領，及在建築物外牆架設雙節梯利用繩索下降

將人員疏散到地面後，全體參訓人員在教官指導下，隨即展開分組實

地操作，藉此重複練習以提升救災協勤民力陸域救助搶救技能。

為了搶救車禍受困民眾，而必須在危險情況下執行搶救任務的消

防同仁，各種安全防護更應落實執行，以保護民眾及自身安全。參訓

人員利用單位內現有破壞器材實施操作，並針對不同車禍救助狀況進

行討論及救災情境模擬，期望透過教官講解與實際操作，加強參訓人

員對於車輛事故車體破壞的操作認知，並熟悉救災器材的操作，除了

對保護患者及自身安全有進一步的認識外，更能於車禍現場有效率地

進行車體破壞流程。

「政府力量有限，民間資源無窮」，在現有救災人力資源不足情

形之下，亟需志願服務組織及民間救難團體協助參予救災，強化其協

勤技能並熟稔裝備器材操作使用，確保民間救難團體人員救災專業技

能，以增強民間救難團體協助救災處置能力，期能降低災害損失，讓

民間災害防救志願組織的力量發揮出最大的效能。

National Fire Agency(NFA) came to Taichung City Fire 
Department to manage the workshop about how to 
raise the quality of Emergency Medical Service(EMS) 
in OHCA (Out of Hospital Cardiac Arrest) cases.

第八救災救護大隊組長 凃政宏

為強化各級消防機關救災救護指揮中心派遣人員對緊急救護案

件派遣應變及OHCA（Out of Hospital Cardiac Arrest, 到院前心肺

功能停止）案件急救技術諮詢能力，內政部消防署特擬定緊急救護

OHCA品質提升計畫，由臺大、成大醫院急診專業醫師組成講習團

隊，於105年6月7日起至全臺各縣市政府消防局巡迴辦理「105年度

OHCA品質提升計畫講習」。

105年8月9日上午，內政部消防署由緊急救護組組長周文智

親率教官團蒞臨本局講授（一）OHCA品質管制及派遣員協助

心肺復甦術（DA-CPR, Dispatcher Assisted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施行效益（二）OHCA品質管制施行方式（三）

DA-CPR模擬實地演練（四）DA-CPR之品質管制等課程，局內除線

上派遣人員、護理師，及指揮中心、緊急救護科等業務相關人員全

數參加外，亦邀請臺中市醫療指導醫師鍾侑庭、陳治圩共同參與講

習。

由於OHCA傷病患預後良窳與旁觀者（Bystander）能否盡早執

行CPR和AED息息相關，且每延遲1分鐘接受CPR，存活機率即會降

低約10%。據統計目前在臺灣大約只有22%的旁觀者會為OHCA患

者進行CPR，倘消防單位受理報案的派遣員研判現場為OHCA案件

時，除就近派遣、正確提供訊息外，能主動於線上指導，協助民眾

在消防救護人員到場前即正確施予CPR，可望大幅提升OHCA傷病

患的存活率。

本局蕭局長煥章對此次講習相當重視，特別親自到場向周組長

及授課醫師致意。局長在致詞時表示，每救回一位OHCA患者，就

是挽回一個瀕危家庭，本局去（104）年共救回46名OHCA病患，今

年1～6月份也已救回24名OHCA患者，

期待本次新制引進能有效提升旁觀者心肺

復甦術的比例，一同創造更多OHCA患者

的生還奇蹟。

歡樂暑期消防營 -
少年消防隊 Happy summer vacation 

fire prevention camp – 
the young firefighters.第一救災救護大隊隊員 徐溱妘

鑒於近年來多起人員傷亡之火災案件，

突顯民眾平時用電用火習慣不良及遭遇火警

時應變錯誤而導致憾事。為加強學童防火、

逃生暨防範一氧化碳中毒等消防安全觀念，

提升火災及災害發生時之應變能力，本局第

一救災救護大隊於105年7月17日假第一救

災救護大隊豐原分隊舉辦105年度「暑期消

防營-少年消防隊」活動。

本次活動精心設計五項闖關關卡：消防安全介紹宣導、家庭逃生

計畫圖繪製、濃煙體驗、消防衣帽鞋著裝體驗及室內消防栓射水體驗

等。透過消防安全介紹，更改以往錯誤避難逃生觀念(錯誤觀念如：

遭遇濃煙須找濕毛巾、遭遇火警該往上或往下逃生、選擇浴室避難

等)，以火災案例讓學童及家長深刻體會火災避難逃生的應變措施及

推廣住宅用火警警報器。並讓學童及家長共同繪製家庭逃生計畫圖、

常見滅火設備操作及練習避難逃生之狀況，學習預防火災及火場求生

的知識與方法。更以有獎徵答方式加強宣導各項災害應變作為及推

廣住宅用火災警報器，達到及早偵知

火災發生、儘速通報及避難逃生之目

的。

單以今年一月份消防署統計已有

24起一氧化碳中毒導致70餘人送醫，

希望利用此次活動加強宣導燃氣熱水

器正確的形式及安裝位置，及宣導燃

氣熱水器更新或遷移補助費用等。

本局第一救災救護大隊楊大隊長

純凱表示：期能透過暑期消防營傳達

正確防災及災害應變求生知識，從小

做起、向下紮根，加強學童防火、逃

生暨防範一氧化碳中毒等消防安全觀

念，不僅給孩子一個安全又有趣的暑

期，更加拓展全民防災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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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梨山分隊於105年7月30日12時13分接獲救災救護指揮中心派遣，於臺中市和平區梨山農會前有

民眾車禍請求救援，梨山分隊立即派員出動梨山91前往救護。

到場時發現傷者為一名十三歲女性，乘坐沙灘車後座因不明原因突然摔落路面撞擊後腦導致左耳出

血、鼻孔流出清徹液，梨山91救護人員初步評估有傷及腦部情形，為危急個案，立即送往梨山衛生所作初

步處置，梨山衛生所醫師評估應立即轉診，因天候良好，為搶救時效，梨山91建請其啟動空中救護，隨即

由梨山衛生所主任向消防署提出申請空中勤務總隊出勤，飛抵福壽山停機坪，圓滿達成轉診任務。

臺中市梨山地區位於海拔2000公尺高山，地處偏遠，醫療資源不足，若使用救護車轉診須費時2小時

以上，適時善用空中救護，大幅縮短轉診時間，並且減輕傷患痛苦，避免二次傷害，為偏遠地區民眾提升

到院前醫療品質，獲民眾好評。

有鑑於歷年來遊覽車事故頻頻發生，每每造成

嚴重傷亡，而105年7月19日的火燒車事件更是造成

26人罹難的重大意外，為了強化救災能量、提升搶

救效率，本局幼獅分隊特於105年7月25日下午14至
16時辦理遊覽車車體結構訓練暨搶救策略研討，由

具30年駕駛經驗之親進旅遊陳技師擔任講師，詳細

介紹日系遊覽車的車體結構及車上逃生出口使用時

機及方式。

依據交通部公路

總局規定，汽車車內

應有多項安全設施，

分述如下：一、汽車

用滅火器（兩具，分

置於車輛前

後）：因滅

火器放置位

置明顯易於

發現，當事

故發生時得

以迅速操作

以達滅火之目的。

二、遊覽車必須配

置至少3具車窗擊破

裝置，車窗擊破裝置

放置位置除駕駛人附

近一具外，在車身前

後各一具，操作時以擊破面敲擊車窗四個角落後用

力將玻璃往外推，得以成功建立開口逃生。三、車

頂逃生口：當車輛側翻覆時安全門可能遭受阻擋或

變形以致無法開啟，此時可選擇操作設置在車頂之

逃生口逃生。四、安全門：大客車應於車身後方或

左後側設置至少一個安全門，安全門及安全窗均應

有中英文標示，若遊覽車發生事故時可立即將安全

門（緊急出口）的隔板拿起，往右邊掰開，再往外

推，即可將安全門打開。

平時多一分準備，災難來臨時就能減少一分損

失，希望藉由此次訓練，更精進面對遊覽車事故之

應變作為，熟稔救災程序，於第一時間立即發揮最

大救災功效，迅速將各項災害傷害降至最低，以保

護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YO-Shi Branch, the 5th Corps of Taichung City Fire Department managed the 
training and workshop of tour bus construction.

本局梨山分隊於

105年7月24日17時

15分接獲救災救護

指揮中心派遣表示，

臺中市和平區松茂林

道內有一行五人之登

山隊，由油婆蘭營地下山往樂山橋集合，四人已抵

達，另一名女性於登山口出發十五分鐘後至樂山橋

間迷途，自行打電話報案，已請其停留原地不要移

動，梨山分隊立即由小隊長柯弘琪率隊員林志清、

王思凱組成第一梯搜救隊出勤搶救。

由於待救者尚可保持手機通訊，第一梯搜救人

員到達松茂林道內開始搜索，同時利用救災救護指

揮中心所提供之情報：電話通訊紀錄，發話基地在

民族路○號，發話方位角為30度，藉以進行地圖研

判，規劃搜索熱區，並請梨山義消於熱區對岸架設

探照燈，供待救者識別方位，以及請待救者準備狼

煙，必要時施放。

在搜救人員有效運用警力及民力配合下，翌日

12時22分成功尋獲待救者，身體狀況良好，圓滿完

成任務。

本局第七救災救護大隊暨所屬分隊及特搜大隊大誠分隊共出動8車35人，為維護暑假期間人潮出入眾

多電影院消防安全，於105年7月20日至本市中區日新戲院舉辦大隊救災組合訓練及員工自衛編組訓練。

此次演練情境為電影院內發現火災，員工隨即通報119請消防隊到場救援，結合電影院本身的防火管理

制度-自衛消防編組，訓練員工引導觀眾進行避難應變作為，利用電影院內消防安全設備滅火、使用防火避

難設施等，並訓練員工依自衛消防編組即時作為。 

此次演練項目有：指揮中心人車派遣原則、初期指揮官救災狀況判斷、指揮官救災分區與功能編組作

業、集結區成立運作、指揮權轉移、無線電頻道分流、人員安全清點回報機制（PAR）、安全官實施緊急

撤離機制、救災人員受困求救機制、救援隊運作（RIC）、大隊指揮幕僚（安全官、新聞官、聯絡官）任務

與運作等科目，過程確實逼真。

在此呼籲，電影院室內樓地板面積廣及容留人數眾多平時應謹慎用火、用電並隨時保有防災意識，強

化自身應變能力，並保持防火區劃的結構完整，確實施行消防安全設備檢查及維護，落實自衛消防編組演

練，讓員工熟悉疏散路線及原則，另逃生通道不可堆放雜物及上鎖，以免妨礙逃生，平時加強防災應變準

備及演練以期將

災害發生的機率

及損失降至最低。

政府力量有限，民間資源無窮，義勇消防人員是全國最早且是

消防界最龐大的志工組織。依據2007年8月28日消防署頒定的「義

勇消防組織編組訓練演習服勤辦法」規定，所謂「義勇消防人員」

係指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據「義勇消防組織編組訓練演習服

勤辦法」規定遴選當地居住、年滿二十歲、身心健康且無不良素

行者擔任，施以消防專業訓練並定期考核之志工。義勇消防人員

長期默默的付出，盡心盡力的奉獻與不求報酬的協助消防單位執

行搶救災害任務，平時散佈於各地區的消防隊，犧牲自己的時間與精

力，協助消防人員搶救各種災害任務，是保障社會安全非常重要的力量。尤其在警消人力

較為不足的消防分隊，可以藉由義勇消防人員的協勤救災，得以暫時解決警消人力不足的問題，實在是消

防單位的最佳救災夥伴。

本局第六大隊春社分隊義消組織成立至今已逾30年，這群義消兄弟平時除了支援春社分隊執行救災、

救助、宣導任務之外，從82年開始對於春社地區低收入戶、貧困家庭、甚至是喪葬費用無法負擔的喪家，

以實際行動前往主動關懷及自掏腰包提供急難救助金，幫助低收入戶與喪家度過生活的難關。一位不願具

名的資深義勇消防幹部表示：「我擔任義勇消防人員已經逾30年，義消工作對我來說已經成為我生活中的

一部分，我不求任何回報的協助消防人員執行救災工作，也曾經在救災現場嗆傷昏倒被抬出來送醫院好幾

次，我認為老天爺讓我活著，就是要我繼續救災，服務社會。」

資深消防人員也常告訴新進的義消兄弟：搶救災害任務危險重重，救災時要有團隊作戰的精神，盡力

去作，不要當英雄，自身救災安全最重要，因為你的家人還在家裡等你平安的回家。我們從擔任義消的第

一天到現在，都以救苦、救難的付出心態來協助消防人員執行災害搶救行動，只要能擁有良好的救災能

力、理念，就能夠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也是我們對自己義消生涯的期望。對於我們在急難救助所做的

這一切，只是在我們的能力所及的範圍內，發揮自己一些微薄的力量來回饋社會，對那些需要幫助的人，

盡一些棉薄之力。

這二十幾年來，春社義消除了主動協助幫忙

春社地區的低收入家庭之外，當轄區員警在進行

家戶訪查時，發現有需要幫助的家庭或喪葬事宜

需要幫忙的喪家，也都會將這些訊息告訴春社義

消們，他們便會在第一時間就會前往探視並給予

相關必要的幫助。這群春社義消打火兄弟「為善

不欲人知」的態度與精神，提昇了義勇消防人員

犧牲奉獻、付出不求回報的優良正面形象，也讓

我們感受到義勇消防人員也不再只是協助救災的

角色，更讓我們看到社會上的溫暖、愛與感動。

本局幼獅分隊辦理遊覽車

車體結構訓練暨搶救策略研討

本 局 梨 山 分 隊 搶 救 松 茂 林 道 

登山客迷途案

本局梨山分隊啟動空中救護

本局第七救災救護大隊辦理日新戲院
大隊組合訓練

春 社 義 消 為 善 不 欲 人 知

LI-Sun Branch, the 2nd Corps of Taichung City Fire 
Department saved the lost mountain climbers in 
SON-MOU forest natural trail.

LI-Sun Branch, the 2nd Corps of Taichung City Fire Department started the Air 
Emergency Medical Service.

The 7th Corps of Taichung City Fire Department 
managed the rescue drill in Family-Home Nursing 
Home in East District.

The volunteer firefighters who were belong to Chun-Sir Branch, the 6th Corps of 
Taichung City Fire Department did good things but kept in a low-profile.

幼獅分隊隊員 李雅樂

和平分隊隊員 陳奕瑞

和平分隊隊員 陳奕瑞 第七救災救護大隊組員 廖國鈞

春社分隊分隊長  蔡子裕 

亞洲大學為增進霧峰區、大里區、烏日區等區

域市民暨附近鄰近民眾就近醫療服務需求，於105

年8月1日亞洲大學附屬醫院開始營運，以24小時全

年無休方式，提供市民更完整更貼心醫療服務。

本局第三救災救護大隊霧峰分隊為加強該醫療

院所之防火宣導，並針對防火逃生常識及熟練滅

火、逃生設備之運用，特於105年8月25日下午2點

至亞洲大學附屬醫院(以下簡稱亞大附醫)實施防火

宣導，全院醫生、護士及約聘人員計有130餘人參

與。活動目的期能於火（警）災發生初期，能及時

發揮有效作用撲滅火勢，或運用逃生設備順利逃

生，保障傷病患生命之安全，並配合濃煙模擬親身

體驗，教導醫護人員用濕手帕摀鼻蹲身姿勢避難逃

生，使得全院醫護人員均能學習正確逃生方法，有

效提高避難弱勢族群自我自救能力。

霧峰分隊由許金錫小隊長率備勤同仁共2車7

人(含役男)帶隊前往，利用院所內會議室及停車場

後方空地分站講授日常防火要領及各站操作科目安

全規定，計分別設置有：斜降式救助袋、滅火器介

紹、油盤滅火、室內消防栓射水及濃煙模擬體驗安

全操作等站，各站由分隊同仁擔任授課教官，先作

講解示範後，再由參與醫護人員實地操作，使與會

醫護人員暸解防火避難逃生之要領，並藉由實際親

身操作，有效增進學習效果及興趣，使得本次亞大

附醫防火宣導圓滿順利成功。

在居家訪視宣導當中，常會遇到一些弱勢家

庭，包括身心障礙、獨居老人及低收入戶等，他

們的生活環境讓人堪憂。有些還會從外面撿拾東西

回來（如紙箱、報紙、瓶瓶罐罐、廢棄電器用品

等），撿回來沒有馬上回收或賣掉，不斷囤積，甚

至整個屋子只剩下一條小路可走。屋外也堆滿了雜

物、易燃物，若是一不小心發生火災，火勢可能會

一發不可收拾。

火災的速度取決於很多因素的影響，如燒什麼

東西、東西擺放的位置、空氣的流通狀況等，簡單

的說，建築物裡可燃物越多，燃燒速度會越快，所

以很多重大傷亡的火災都是用木材隔間裝潢或堆積

大量的可燃物。像這些弱勢家庭都是老舊的房子，

電線老舊、插座插頭鬆脫，且插頭長久以來都插在

插座上，堆滿了灰塵，這都是很容易引起火災的因

素。

每次遇到這類情形，婦宣姊妹們的心也

都很糾結，想要幫忙也很難幫上忙，只能加

強防災意識宣導。最後我們也只能跟他們勸

說，屋內的雜物可以拿去賣的、回收的，趕

快整理保持居家清潔，除了讓自己有一個舒

適乾淨的家，更重要的是保護自己的生命財

產安全。

本局霧峰分隊至亞洲大學附屬醫院

防火宣導

對弱勢家庭多一份關懷

Wufeng Branch, the 3rd Corps of Taichung City Fire 
Department went to the Asia University Hospital to do 
fire prevention promotion.

To show more care to vulnerable families.

霧峰分隊隊員 沈松賢

大甲婦宣分隊分隊長　賴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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