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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北合作交流平臺災防組 108年第 1次工作小組會議紀錄 

壹、時間：108年 1月 23日（星期三）下午 2時 

貳、地點：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1001會議室 

參、主席：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李副局長清安              記錄：陳柑霖 

肆、出（列）席者及單位：詳如簽到表 

伍、業務單位報告：略 

陸、主席裁示事項： 

一、 有關「大型群聚活動安全管理」案，決議如下： 

(一) 請本局火災預防科依雙北大型群聚活動安全管理相關實質進度調

整本案文字敘述，強調雙北交流合作部分，俾利於本(108)年度市

長層級會議提請解列。 

(二) 請臺北市政府消防局(以下簡稱臺北市)於日後辦理有關本案講習

時，一併邀請本局同仁列席，以利本案於大臺北地區順利推動。 

二、 有關「大量傷病患機制啟動之通報及後送資料彙整」案，決議如下： 

(一) 本案改由雙北緊急救護科主辦，救災救護指揮中心協辦，並同意提

案至本年度市長層級會議。 

(二) 請本局緊急救護科協助再次檢視修正本案之預期效益、規劃辦理事

項等項目之文字敘述。 

三、 有關「避難弱勢場所火災初期自救及疏散示範演練交流觀摩」案，決議

如下： 

(一) 請雙北火災預防科於會後儘速確認上下半年本案之交流觀摩期程，

並以公文確認期程，於 4至 5月間、10至 11月間皆各辦理 1場觀

摩演練。 

(二) 本案同意提案至本年度市長層級會議。 

四、 有關本組(災防)各項合作案，相關裁示如下： 

(一) 有關「跨區通報支援」案，請業務單位再次向本局救災救護指揮中

心確認相關案件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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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關「教育訓練分享及防災社區觀摩」案，請雙北教育訓練科再次

確認本年度互訓之梯次及人數，數據務必確實，另防災社區觀摩請

雙北減災規劃科持續辦理。 

(三) 有關「聯合救災演練」案，請臺北市整備應變科再次確認需新北市

政府警察局及本局支援之場次、人車等相關資料，並更新相關辦理

情形。 

(四) 有關「特種搜救隊合作與交流」案，請本局災害搶救科修正辦理情

況之文字敘述，強調雙北合作與交流部分及相關具體數據。 

(五) 有關「兩市災害防救辦公室之參訪交流」案，請本局資通管考科將

參訪交流之成果納入辦理情形之敘述中。 

柒、臨時動議 

捌、散會（下午 4時） 



108年第2次雙北合作交流平臺災防議題小組會議紀錄 

 
壹、時間：108年5月24日（星期五）下午2時30分 

貳、地點：臺北市政府消防局8樓會議室 

參、主席：臺北市政府消防局畢副局長幼明                 紀錄：李玫蓁 

肆、出（列）席者及單位：詳如簽到表 

伍、業務單位報告：略 

陸、主席裁示事項： 

一、「教育訓練分享及防災社區觀摩」案： 

(一)有關下一年度預定辦理之教育訓練分享等活動，請兩市訓練中心(新

北市為教育訓練科)應於每年11月底前規劃完成，以利雙方規劃訓練

課程時掌控外勤救災戰力。另個案性或臨時性之交流活動，則由權管

業務單位個別通知。 

(二)新北市政府消防局(以下簡稱新北市消防局)之特搜大隊大埔分隊及搜

救犬暨警察局警犬隊訓練基地，預計109年5月31日完工。未來兩市在

新的訓練基地，可安排更多的交流及觀摩活動，精進災害搶救工作。 

二、「氣象情資交流」案： 

今年5月20日因梅雨夾帶鋒面水氣，造成強降雨的發生，兩市均發生零星

災情，惟當日上班時間氣象預報資料與實際降雨狀況有落差之情形。兩市

整備應變科請更緊密的互相交換氣象分析情資，俾適切提供市府應變決策

參考。 

三、「特種搜救隊合作與交流」案： 

108年上半年度臺北市政府消防局(以下簡稱臺北市消防局)已辦理相關交

流活動；下半年輪由新北市消防局辦理，屆時請通知臺北市消防局共同參

與，增進雙方特種搜救救災技術默契之配合。 

四、「大量傷病患機制啟動之通報及後送資料彙整」案： 

(一)有關大量傷病患機制啟動之通報表單，請兩市救災救護指揮中心(以

下簡稱救指中心)，依緊急救護科建議於傷患備註欄內加註傷票號碼，

俾利後續追蹤及回報。 

(二)自108年6月起連續4個月請兩市消防局救指中心輪流辦理大量傷病患

通報及後送資料彙整預警演練(6月由臺北市消防局主辦、7月由新北

市消防局主辦，以此類推，其中11月、12月為無預警演練)，俾使救

指中心執勤員熟悉表單運用及通報作業。另為配合「臺北車站特定區



聯合防災中心演練」，108年11月調整為臺北市消防局辦理，108年12

月調整為新北市消防局辦理，相關演練應留下紀錄(或照片)，以利提

交辦理成果。 

(三)「臺北車站特定區聯合防災中心演練」預定於11月份辦理，屆時邀請

新北市消防局派員觀摩或演練。 

五、「避難弱勢場所火災初期自救及疏散示範演練交流觀摩」案： 

請兩市火災預防科除提供已辦理之成果外，亦請補充本年度預定辦理之其

他場次資訊，其他合作案已辦理或規劃辦理之資料，亦請提供秘書單位彙

辦。 

柒、臨時動議 

一、新北市消防局資通管考科蔡股長三榮： 

提案：建議災防議題小組會議的主辦縣市，應參採副市長層級會議主辦順

序輪流辦理。 

主席裁示：依新北市消防局建議辦理。 

二、臺北市消防局秘書室張股長菁真： 

提案：依臺北市研考會電子郵件通知，108年上半年副市長層級會議預定

於7月1日召開，本次輪由新北市主辦。請兩市合作案之統計資料統

一更新至5月31日，並於6月4日前回復新北市消防局資通管考科彙

整。 

主席裁示：請各業務單位配合新北市消防局資料提送期程辦理。 

捌、散會（下午3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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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第 3次雙北合作交流平臺災防議題小組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8年 9月 27日（星期五）上午 10時 

貳、 地點：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1001會議室 

參、 主席：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李副局長清安              紀錄：曹莞勗 

肆、 出（列）席者及單位：詳如簽到表 

伍、 業務單位報告：略 

陸、 臨時動議：無 

柒、 主席裁示： 

一、 有關本(災防)組各項合作案，相關裁示如下： 

(一) 教育訓練分享及防災社區觀摩案： 

請業務單位調整簡報內容將預定梯次及辦理成果合併呈現，並請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教育訓練科及臺北市政府消防局訓練中心再次

確認實際參訓之梯次及人數，及將 109年度教育訓練流路及早規

劃納入；另防災社區觀摩請雙北減災規劃科於下次小組會議時提

報辦理成果。 

(二) 氣象情資交流案： 

請雙北整備應變科針對本年度丹娜絲及利奇馬風災期間之氣象情

資及停班課資訊交流情形納入成果資料。 

(三) 特種搜救隊合作與交流案： 

請雙北災害搶救科將實際參訓人數納入成果簡報中。 

(四) 兩市災害防救辦公室之參訪交流： 

下半年預計 10月下旬於臺北市辦理，請將參訪交流內容及人數

納入辦理成果。 

(五) 大量傷病患通報及後送機制： 

請雙北指揮中心修正辦理成果之敘述，並簡要說明大量傷病患統

計表之調整內容。 

(六) 避難弱勢場所火災初期自救及疏散示範演練交流觀摩案： 

請雙北火災預防科將實際參與觀摩演練之人數納入辦理成果。 

二、 臺北市預定於 12月 2日辦理副市長層級會議，請於 11月中旬前辦理

第 4次小組會議，相關會議資料數據統計至 10月 31日，並請雙北各

科室研擬提報 109年度新增合作案內容，俾利於第 4次工作會議討論

確認。 

捌、 散會（上午 11時） 



108年第 4次雙北合作交流平臺災防議題小組會議紀錄 

 
壹、時間：108年 11月 6日（星期三）下午 2時 30分  

貳、地點：臺北市政府消防局 3樓會議室  

參、主席：臺北市政府消防局畢副局長幼明                 紀錄：甘瑞雯  

肆、出（列）席者及單位：詳如簽到表  

伍、業務單位報告：略  

陸、主席裁示事項： 

一、「跨區通報支援」案： 

雙北救指中心交流研討會，請新北市政府消防局(以下簡稱新北市消防局)

補充 108年度下半年預定交流資訊。 

二、「教育訓練及防災社區觀摩」案： 

(一)請雙北務實教育訓練交流，衡量課程提供互訓之必要性，避免浪費訓

練資源，建議可將雙方具有特色之課程列入分享，並將課程資訊及早

通知雙方預作準備。 

(二)請雙方訓練單位再次確認 109年教育訓練課程及流路。 

(三)新北市消防局 109年辦理之防災社區成果演練將列入流路給臺北市參

考(包含區域治理、區公所無腳本兵推演練等)，可視需要提出參加需

求。建議雙方訓練及交流可適時滾動式修正，創新業務可提供互相分

享。 

(四)防災社區觀摩成果請改列活動整體參加人數。 

三、「聯合救災演練」案： 

雙方聯合救災演練支援能量請改列演練整體參加能量。 

四、「特種搜救隊合作與交流」案： 

(一)交流成果請改列搜救隊演訓整體參加人數。 

(二)新北市消防局大埔分隊及搜救犬暨警察局警犬隊訓練基地將於 108年

底或 109年初完工，屆時可邀請臺北市特種搜救隊前往參觀交流。 

五、「雙北災害防救辦公室之參訪交流」案： 



(一)交流成果請改列活動整體參加人數。 

(二)有關雙方大隊部於災害防救之角色、能量及授權分責部分，可於未來

災防辦參訪交流時提案研討分享。 

六、請雙北各科室集思廣益，109年新增合作議題可隨時提出討論。 

七、依臺北市研考會電子郵件通知，108年下半年副市長層級會議將於 12月 2

日召開，本次輪由臺北市主辦。請各業務單位配合臺北市消防局資料提送

期程辦理。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下午 3時 50分）  



109年第1次雙北合作交流平臺災防議題小組會議紀錄

壹、時間：109年 2月 7日（星期五）上午10時 

貳、地點：臺北市災害應變中心5樓首長決策室

參、主席：臺北市政府消防局畢副局長幼明                 紀錄：甘瑞雯 

肆、出（列）席者及單位：詳如簽到表 

伍、業務單位報告：略 

陸、結論：

一、「大量傷病患通報及後送機制」及「避難弱勢場所火災初期自救及疏散演

練交流觀摩」案，建議列為常態性合作案件，請於109年 3月 26日市長層

級會議提請解除列管，並列入已完成持續辦理案件，持續統計成果。

二、新北市提請於109年 5月雙北災害防救辦公室參訪交流時，請本市分享氣

象情資交流、本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及災害防救辦公室與區公所協作方式、

災防預算審查及補助事宜等事項，請新北市資通作業科及本市整備應變科

擔任窗口彙整後續交流資訊，列入109年 5月雙北災害防救辦公室參訪交

流討論事項。

三、雙北各業務單位如有其他想進一步了解或交流事項，可隨時提出討論。

柒、臨時動議：無

捌、散會（上午11時 30分） 



109年第2次雙北合作交流平臺災防議題小組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9年6月5日（星期五）上午10時 

貳、 地點：新北市政府消防局1001會議室 

參、 主席：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李副局長清安              紀錄：黃鈺琇 

肆、 出（列）席者及單位：詳如簽到表 

伍、 業務單位報告：略 

陸、 臨時動議：新北大傷系統支援合作案說明 

柒、 張簡任技正易鴻補充說明： 

一、 臺北市過去已辦理3場次防疫兵推，相關手冊、腳本等書面資料建 

請提供新北市參考。 

二、 新北市大埔分隊即將落成，本府規劃辦理演練，將邀請臺北市出席

觀摩。 

三、 防災士在防疫任務已有運用規劃，未來在防救災工作實際參與情形

案例，雙北亦可分享交流。 

捌、 主席裁示： 

一、 有關本(災防)組各項合作案，相關裁示如下： 

(一) 教育訓練分享及防災社區觀摩案： 

針對今年度尚未辦理之訓練請依期程辦理，另日前因防疫期間暫

停辦理之訓練梯次，請新北市教育訓練科及臺北市訓練中心再次

確認是否辦理，並請業務單位修正簡報資料，補充說明因疫情調

整梯次及人數之內容。 

(二) 氣象情資交流案： 

請於110年將雙北救災救護指揮中心通報啟動水域安全資訊情形

納入本案合作事項。 

(三) 特種搜救隊合作與交流案： 

1. 請臺北市災害搶救科確認4月份動員訓練是否邀請新北市供同

參訓，並請將參訓人數納入成果中。 

2. 請新北市邀請臺北市出席觀摩大埔分隊落成典禮及演練。 

(四) 兩市災害防救辦公室之參訪交流： 

下半年預計11月上旬於臺北市辦理，請雙北災防辦皆提出交流議

題，進行情資分享。 

(五) 大量傷病患通報及後送機制： 

1. 請業務單位修正簡報內容，精簡過去辦理情形說明。 



2. 請雙北救災救護指揮中心今年度依列管辦理無預警演練，並

於下半年再行提請於110年解除列管，後續常態辦理無預警演

練。 

(六) 避難弱勢場所火災初期自救及疏散示範演練交流觀摩案： 

請臺北市火災預防科儘速確認下半年度示範演練辦理時間。 

(臺北市火災預防科補充：臺北市原預定於5月辦理，因疫情延期

至9月假三軍總醫院內湖院區辦理。) 

二、 有關臨時動議案相關裁示：新北市大傷系統預計年底上線，本案待熟

悉操作方式及內部測試後，再請臺北市一同參與使用。本次先由新北

市消防局救護科進行「即時整合傷患後送資訊」說明分享，待日後再

行決定是否進一步合作，並請於年底上線後再先行與臺北市經驗交

流。 

三、 新北市預定於7月13日辦理副市長層級會議，請雙北各單位依本次會

議決議修正各項合作案，相關會議資料數據統計至6月15日，並於6月

18日前提供業務單位彙整。 

玖、 散會（上午11時10分） 
 



雙北合作交流平臺109年第3次災防議題小組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9年9月4日（星期五）上午10時 

貳、 地點：新北市政府消防局1001會議室 

參、 主席：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李副局長清安              紀錄：黃鈺琇 

肆、 出（列）席者及單位：詳如簽到表 

伍、 業務單位報告：略 

陸、 主席裁示： 

一、 有關本(災防)組各項合作案，相關裁示如下： 

(一) 教育訓練分享及防災社區觀摩案： 

1. 今年度尚未辦理之訓練梯次請依期程辦理。 

2. 新北市預定10月24日(星期六)下午3時於中和區嘉慶里韌性社

區防救災演練活動，屆時邀請臺北市出席觀摩。 

(一) 氣象情資交流案： 

請業務單位修正簡報文字內容，分為平時氣象情資分享、災時氣

象及災害資訊交流、停班停課同步決策等三大項。 

(二) 特種搜救隊合作與交流案： 

請確認臺北市4月份辦理動員訓練成果資料，有無邀請新北市參

訓。 

(三) 災害防救辦公室之參訪交流： 

臺北市預定於11月6日（星期五）召開第4次災防小組會議，相關

會議資料數據統計至10月23日。另請於會後併同辦理下半年災防

辦交流，請雙北災防辦皆提出議題交流分享。 

(四) 大量傷病患通報及後送機制： 

1. 雙北救災救護指揮中心今年度依列管辦理無預警演練，建議

提報副首長層級會議解除列管，納入常態合作案持續辦理無

預警演練。 

2. 建議雙北救護科以模擬跨縣市支援大量傷病患情境後送進行

兵棋推演，並提報為110年新增合作議題，請臺北市於第4季

小組會議提出討論定案。 

壹、 臨時動議：無 

貳、 散會（上午11時） 
 



109年第4次雙北合作交流平臺災防議題小組會議紀錄

壹、時間：109年11月6日（星期五）下午2時

貳、地點：臺北市災害應變中心5樓首長決策室

參、主席：臺北市政府消防局畢副局長幼明 紀錄：李宜庭

肆、出（列）席者及單位：詳如簽到表

伍、業務單位報告：略

陸、結論：

一、 本（災防）組持續例行合作案：

(一) 項次1「跨區通報支援」案：

下半年度交流研討會規劃於109年12月3日召開，將由新北市政

府消防局救災救護指揮中心辦理，並邀請本市參加，請將相關

資訊納入雙北合作交流資料。

(二) 項次2「教育訓練分享及防災社區觀摩」案：

1. 今（109）年度雙北間皆辦理防災士訓練，請臺北市可鼓勵於

臺北市工作但設籍於新北市之民眾可就近於新北市參訓，新北

市亦將提供防災士受訓梯次及期程等資訊給臺北市，以強化雙

北防災交流。

2.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將於109年11月17日舉辦「2020災害管理研

討會」，由新北市長主持並邀請鄰近縣市首長共同參與，請將

相關資訊納入雙北合作交流資料。

(三) 項次3「聯合救災演練」案：

1. 新北市於109年3月14日辦理防範武漢肺炎社區感染超前部署示

範演習，中央及臺北市皆蒞臨指導，請納入雙北合作交流資

料。

2. 雙北分別於109年9月9日及10日配合中央辦理109年核安第26號

演習實兵演練，請納入雙北合作交流資料。

二、 本（災防）組執行中合作案：

(一) 項次1「大量傷病患通報及後送機制」案：



有關強化雙北資訊取得即時性，請雙北救護科及救災救護指揮

中心討論可行性，本案將於109年12月9日副市長層級會議提請

解除列管，列入持續例行合作案辦理，並持續統計成果。

(二) 項次2「避難弱勢場所火災初期自救及疏散演練交流觀摩」

案：

建議列為常態性合作案件，將於109年12月9日副市長層級會議

提請解除列管，並列入持續例行合作案辦理，持續統計成果。

三、 新增提案「模擬跨縣市大量傷患後送機制兵棋推演」討論：

(一) 新北市規劃於明（110）年4月23日辦理兵棋推演，請雙北救護

科相互協力，有關兵棋推演之情境、地點設定以具體描述為

宜，建議不涉及個資，不指涉特定事件。

(二) 本案納入執行中合作「大量傷病患通報及後送機制」案辦理。

四、 雙北交流平臺災防議題小組除將109年辦理成果提報於109年12月9日

副市長層級會議外，請將110年已規劃辦理之項目納入提報內容。

柒、臨時動議：

雙北合作交流平臺第11次副市長層級會議將於109年12月9日（星期三）召

開，相關會議資料數據統計至109年10月31日，請各單位於109年11月9日前

回復本局秘書室彙整。

捌、散會（下午15時）



110年第1次雙北合作交流平臺災防組會議紀錄

壹、時間：110年1月29日（星期五）上午10時

貳、地點：臺北市政府消防局3樓會議室

參、主席：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游副局長家懿 紀錄：李宜庭

肆、出（列）席者及單位：詳如簽到表

伍、結論：

一、 項次1「跨區通報支援」案：

有關災情通報及聯繫支援機制，除平時辦理電話測試，確保災時通

報暢通外，每半年進行一次雙北救災救護指揮中心勤業務之交流研

討會，目前已取得階段性成果，此案維持每日辦理電話測試，交流

研討會為必要時召開。

二、 項次5「特種搜救隊合作與交流」案：

內政部消防署110年委託新北市政府消防局辦理車禍救援挑戰賽，目

前規劃於6月21日至30日間辦理，屆時請臺北市政府消防局配合消防

署及新北市政府消防局辦理。

三、 項次7「大量傷病患通報及後送機制」案：

(一) 平時之大量傷病患通報及後送資料彙整無預警演練，因雙北救

指中心目前就無預警演練已取得階段性成果，建議持續進行雙

向聯繫之案件資料統計。

(二) 有關「模擬跨縣市大量傷患後送機制兵棋推演」部分，後續將

配合新北市政府消防局之情境規劃，進行細部討論及配合兵棋

推演。

四、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刻正規劃重建訓練中心，考量北部縣市合作（新

北市、基隆市），為經驗交流與資源共享，建議雙北訓練中心評估

雙北合作可能性，作為長期計畫目標，共同創造最大效益。

五、 請雙北業務單位強化例行合作案件辦理機制，並積極規劃新增合作

提案，以深化雙北交流，進而提升雙北整體發展。

陸、臨時動議：

雙北合作交流平臺110年度市長層級會議將於110年3月29日（星期一）召

開，本次由新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辦理，會議地點及流程尚在規



劃中，相關會議資料數據統計俟新北市政府函發開會通知單，再請各單位

配合辦理。

柒、散會（上午11時）



雙雙雙雙北北北北合合合合作作作作交交交交流流流流平平平平臺臺臺臺111111110000年年年年第第第第2222次次次次災災災災防防防防議議議議題題題題小小小小組組組組會會會會議議議議紀紀紀紀錄錄錄錄

壹、 時間：110年 7月 28日（星期三）上午10時

貳、 地點：新北市政府消防局1001會議室

參、 主席：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李副局長清安              紀錄：洪邦珀

肆、 出（列）席者及單位：詳如簽到表

伍、 業務單位報告：略

陸、 主席裁示：

一一一一、、、、有關本(災防)組各項合作案，相關裁示如下：

(一)跨區通報支援：

110年 1月 1日截至7月 9日，針對新北市救護車跨轄支援臺北市

案件數僅4件，會後請本局救災救護指揮中心加以確認支援數據

並更新之。

(二)教育訓練分享及防災社區觀摩：

1.請臺北市政府消防局訓練中心於第3次災防議題小組會議前，

妥善規劃訓練流路，避免訓練班期過於集中；另請依照現行防

疫政策，於會後3日內提供調整後訓練期程。

2.為加強雙北間交流，請本局與臺北市政府消防局參照中央流行

疫情指揮中心防疫準則，於政策許可下，年底前儘量相互派員

參訓。

3.有關本年度防災社區觀摩，本市確定於11月份辦理，屆時請

臺北市政府及防災社區相關單位蒞臨觀摩指導；另針對臺北市

防災社區演練案，請臺北市政府儘早確認辦理月份，並於會後

3日內提供大致辦理月份。

(三)聯合救災演習：

新北市民安7號演習預定於9月份辦理，屆時如仍受限中央防疫

準則室外人數限制，本市將提前審慎評估辦理模式。

(四)特種搜救隊合作與交流：

請臺北市政府消防局針對9月份辦理之支撐破壞訓練即早確認辦

理時間，俾利本局派員參訓；另本局於8月底辦理2梯次

（8/21~8/22、8/30~8/31）車禍救助技術及複訓，再請臺北市政

府消防局踴躍派員參訓。

(五)雙北災害防救辦公室之參訪交流：

有關上半年度雙北災害防救辦公室參訪交流原定於6月 4日於本

局召開，惟因疫情影響延後至第3次災防議題小組會議，請本局

資通管考科即早規劃並暫定於9月份辦理。



(六)避難弱勢場所火災初期自救及疏散演練交流觀摩：

請臺北市政府消防局即早確認「避難弱勢場所火災初期自救及疏

散示範演練」之場所與時間，如已有確切演練規劃請於會後3日

內提供本局資通管考科，或是於第3次災防議題小組會議時提出。

二、針對大量傷病患支援機制，請依跨縣市大量傷患支援及合作共識，以

所轄救護車數量三分之一派遣量能為上限；另針對現場後送資訊，亦

請119指揮中心確實掌握並相互通報，俾讓市府能夠更快速且準確的

向社會大眾提供相關災情資訊，提升市府災情資料彙整速度。

三、請業務單位會後向本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確認「雙北合作交流平臺

第12次副市長層級會議」延後至何時辦理，俾利即早規劃並確認本

（災防）組最新合作情形。

四、有關110年度第3次災防議題小組會議預計於9月份由本局主辦，請

各單位依本次會議決議更新相關合作執行進度，另會後將辦理雙北災

害防救辦公室之參訪交流，屆時請臺北市政府消防局踴躍參與交流。

壹、 臨時動議：無

貳、 散會（上午11時 20分）



雙北合作交流平臺110年第3次災防議題小組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0年10月6日（星期三）上午10時 

貳、 地點：新北市政府消防局1001會議室 

參、 主席：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李副局長清安              紀錄：洪邦珀 

肆、 出（列）席者及單位：詳如簽到表 

伍、 業務單位報告：略 

陸、 主席裁示： 

一、 雙北關係密切，於災防議題上亦有常態合作方案，仍請臺北市政府消

防局及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研提110年前瞻性合作議案，於第4次災防議

題小組會議中共同討論。 

二、 請業務單位會後再行確認雙北合作交流副市長層級會議-各小組合作

成果資料繳交期限，俾統一律定資料統計區間。 

三、 有關本(災防)組各項合作案，相關裁示如下： 

(一)跨區通報支援： 

請新北市政府及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持續落實跨區通報作業機制。 

(二)教育訓練分享及防災社區觀摩： 

1. 針對教育訓練分享部分，原規劃訓練梯次如受疫情影響，務請

更新調整後梯次及參訓人數。臺北市政府消防局補充110年原

規劃提供新北市政府消防局員額為8梯次51人次，因疫情調整

為3梯次15人次，截至目前已提供2梯次9人次，預計年底再提

供1梯次6人次之員額。 

2. 有關教育訓練分享成果呈現部分，未來請業務單位將雙北執行

成果內容及用語進行統合，俾快速了解執行進度及成果。 

3. 針對本年度防災社區觀摩，臺北市政府消防局規劃於10月22日

辦理「文山區博嘉里韌性社區防災演練」，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規劃於11月辦理「三峽有木里標竿社區觀摩」，請雙方承辦單

位妥善規劃觀摩行程並提前確定參與人員名單。另請新北市政

府消防局邀集減災規劃科、台大團隊並擇定本市1里參與觀摩

臺北市韌性社區防災演練。 

4. 有關臺北市政府辦理之2021危機管理會議，新北市將派員參與

視訊會議共同交流；另新北市政府消防局辦理之災害防救研討

會，地點規劃於板橋希爾頓2樓會議廳，請承辦單位依室內空

間容留人數2.25平方公尺來計算可參加活動人數，視疫情滾動

式修正，並預先備妥市府507會議室場地備案。 

 



(三)聯合救災演習： 

有關民安7號演習請依「110年全民防衛動員暨災害防救（民安7號）

演習」正式名稱呈現，文字敘述酌予調整。 

(四)氣象情資交流： 

1. 針對停班停課同步決策部分，請增加雙北於璨樹颱風停班停課

決策執行情形。 

2. 有關災時氣象及災害資訊交流部分，請新北市政府消防局資通

管考科協調本市災害應變中心修正為具體內容，並提供與臺北

市政府消防局參用。 

(五)特種搜救隊合作與交流： 

1. 請雙北相互確認特種搜救交流內容，酌予修正文字。 

2. 針對本項成果請雙北依「訓練名稱」、「原訂辦理日期」、「調整

後日期」、「地點」及「參訓人數」之方式呈現執行成果，並依

實際辦理日期調整順序。 

(六)雙北災害防救辦公室之參訪交流： 

1. 上半年度雙北災害防救辦公室參訪交流將於10月6日11時於新

北市政府消防局辦理，針對執行成果再請酌予修正；下半年度

雙北災害防救辦公室參訪交流請臺北市災防辦規畫於11月底12

月初辦理。 

2. 針對災防辦交流議題，內容不求多但務必有可供雙方相互學習

及交流之處。 

(七)大量傷病患通報及後送機制： 

1. 為雙北副市長層級會議呈現大量傷病患合作成果，請新北市政

府消防局緊急救護科撰擬「0507模擬跨縣市大量傷病患後送機

制兵棋推演」成果內容。 

2. 請雙北緊急救護科共同討論本合作方案具體成果，由新北市政

府消防局緊急救護科先行彙整，俾後續第4次災防工作小組會

議及副市長會議中呈現。 

柒、 臨時動議： 

案由：建議雙北合作交流平臺110年第4次災防議題小組會議取消辦理， 

提請討論。(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提案) 

說明：災防組目前無待辦及新增提案，若須召開會議，依本府研考會建 

議於110年10月21日至11月5日辦理完成為宜，由於與本次會議時

間相近，為免耗費行政資源，建議取消第4次會議，於副市長層級

會議前更新資料予新北市政府消防局彙整。 

決議：因雙北地理環境相鄰，為促進兩市整體發展，交流合作會議有其 



重要性，希冀透過這樣的會議，除讓雙方業務單位能更進一步認

識外，也可即時相互經驗交流與資源分享；復考量雙北合作交流

平臺其他小組會議皆定期召開，為完整呈現災防組年度工作成

果，爰請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持續規劃召開110年第4次災防議題小

組會議，並於11月底12月初辦理完畢，俾利將災防議題小組工作

執行成果呈現於副市長層級會議。 

捌、 散會（上午10時55分） 

 

 

 

 

 

 

 

 

 

 

 

 

 

 

 

 

 

 

 

 

 

 

 

 

 

 

 

 

 



110年第4次雙北合作交流平臺災防組會議紀錄 

壹、時間：110年11月23日（星期二）上午10時  

貳、地點：視訊會議 

參、主席：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游家懿副局長                 紀錄：陳雅琳 

肆、出（列）席者及單位：詳如簽到表  

伍、會議決議： 

一、 深耕計畫執行迄今已十餘年，請雙北相關單位盤點及紀錄辦理成

果，便於經驗分享及傳承，並討論納入明(111)年11月副市長層級

會議亮點的可行性。 

二、 新北減災2.0部分，新北市城鄉差距相對臺北市比較大，在執行上

較有成效，歡迎新北市分享減災2.0執行成果及經驗供臺北市參考

學習。 

三、 有關大隊部運作機關化，新北市有9個大隊，臺北市只有4個大隊，

如果各大隊都要機關化，相對之下新北市需要比較多的人力及物

力，雙北可以互相分享運作經驗。 

四、 消防方面的防疫經驗分享，請雙北相關單位會後討論納入明年3月市

長層級會議亮點之可行性。 

五、 災防組目前持續合作方案共8案，建議將雙北在業務上曾有互相交流

項目列入其他項目，俾利日後開會分享辦理經驗及成果。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上午10時40分） 



111年第1次雙北合作交流平臺災防組會議紀錄

壹、時間：111年 2月 16日（星期三）上午10時

貳、地點：視訊會議

參、主持人：臺北市政府消防局游家懿副局長               紀錄：張雅甯

肆、出（列）席者及單位：詳如簽到表

伍、會議決議：

  一、市長層級會議將於3月18日召開，請各單位於2月18日前提報下列資料：

   (一)各項合作案內容統計區間為110年 12月 21日至111年 2月 16日。

   (二)提報亮點合作方案共有3案：

      1、防災社區觀摩。

      2、雙北災害防救辦公室之參訪交流。

      3、大量傷病患通報及後送機制（結合跨區通報支援部分）。另檢視

防疫救護經驗績效可否納入本案亮點呈現。

  二、會議資料簡報更新：新增第10頁(其餘頁次依序增加)，修正第12頁

(原 11頁)內容。

  三、新北市興建中的三重區備援災害應變中心、新莊區的防災科技體驗館

及分隊智能值班臺建置，與臺北市剛啟用的高效能勤務派遣系統、

救災人員智慧化管控系統及規劃全面更新無線電，為兩市現階段推

動重點，納入下次災防辦會議討論交流。

陸、臨時動議：無

柒、散會（上午10時 50分）



雙北合作交流平臺111年第2次災防議題小組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1年5月25日（星期三）上午10時 

貳、 地點：新北市政府消防局1001會議室 

參、 主席：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李副局長清安              紀錄：黃聖閔 

肆、 出（列）席者及單位：詳如簽到表 

伍、 業務單位報告：略 

陸、 主席裁示： 

一、 本年度副首長會議雖因疫情取消辦理，然災防議題小組會議經雙方同

意後如期辦理，第3次災防議題小組會議預計於8月份由本局主辦，第4

次災防議題小組會議預計於11月份由臺北市政府消防局主辦，並視情

況採實體或線上會議。 

二、 有關本(災防)組各項合作案，辦理執行進度確認如下： 

(一) 教育訓練分享及防災社區觀摩： 

1. 本年度兩市消防局剩餘梯次教育訓練規劃如下： 

(1) 新北市(5梯次)： 

A. 新北市災害防救深耕第3期計畫市府班災害防救教育講習：

6月22日，2人次。 

B. 車禍救助複訓(技術級)：7月2日至7月3日，5人次。 

C. 火災調查在職講習：7月至8月，3人次。 

D. 車禍救助訓練（基本）：11月1日至11月2日，4人次。 

E. 攀岩訓練：11月11日，4人次。 

(2) 臺北市(1梯次)： 

搜救犬技術提升訓練：12月5日至12月8日，5人次。 

2.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預計於7月份辦理士林區平等里防災社區觀摩。 

3. 本局預計於12月份辦理淡水區民生里防災社區觀摩。 

(二) 聯合救災演習： 

請兩市消防局視疫情狀況滾動式調整辦理。 

(三) 雙北災害防救辦公室之參訪交流： 

有關上半年度雙北災防辦參訪交流原定於5月25日假本局召開，惟

因疫情影響延後至8月份第3次災防議題小組會議後辦理；下半年

度雙北災防辦參訪交流預計於11月份第4次災防議題小組會議後辦

理。 

 



(四) 避難弱勢場所火災初期自救及疏散演練交流觀摩： 

本局預訂9月26日於汐止慈心產後護理之家辦理避難弱勢場所演練，

屆時請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派員到場交流觀摩，並邀請有興趣之業

者參與。 

柒、 臨時動議：無 

捌、 散會（上午11時） 
 



雙北合作交流平臺111年第3次災防議題小組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1年9月7日（星期三）上午10時 

貳、 地點：新北市政府消防局1001會議室 

參、 主席：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李副局長清安              紀錄：黃聖閔 

肆、 出（列）席者及單位：詳如簽到表 

伍、 業務單位報告：略 

陸、 主席裁示： 

一、 第4次災防議題小組會議預計由臺北市政府消防局主辦，日期暫定11

月份或12月上旬。 

二、 有關本(災防)組各項合作辦理執行進度(資料統計區間：111年1月1日

至111年8月15日)確認如下： 

(一) 教育訓練分享及防災社區觀摩： 

1. 本年度兩市統計區間後之教育訓練規劃如下： 

(1)新北市(3梯次)： 

A. 火災調查在職講習：8月30日、9月2日及9月7日，3人

次。 

B. 車禍救助訓練（基本）：11月1日至2日，4人次。 

C. 攀岩訓練：11月11日，4人次。 

(2)臺北市(1梯次)： 

搜救犬技術提升訓練：12月5日至8日，5人次。 

2.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於111年7月17日辦理士林區平等里韌性社區

演練，本市出席人員共5名，如下： 

(1)新莊區合鳳里防災社區里長等3名。 

(2)本局減災規劃科專員等2名。 

3. 本市淡水區民生里防災社區觀摩預計於11月中旬辦理，因時間

地點未確定，臺北市政府消防局無法向社區提出邀請，俟收到

本局邀請函後將提供出席人員資料。 

4. 本市2022國際災害管理研討會舉行日期暫定12月13日或14日。 

(二) 聯合救災演習： 

111年新北市政府全民防衛動員防救(民安8號)演習，向臺北市申

請2組救助救援隊，共11人4車。 

(三) 氣象情資交流： 

軒嵐諾颱風期間，本市災害應變中心於9月2日、3日召開停班停

課研商會議，基於安全性考量，局部地區(瑞芳區、平溪區、雙

溪區及貢寮區)實施預警性停止上班上課。 



(四) 雙北災害防救辦公室之參訪交流： 

下半年度雙北災害防救辦公室參訪交流預計由臺北市政府消防局

主辦，並於第4次災防議題小組會議後接續召開。 

(五) 避難弱勢場所火災初期自救及疏散演練交流觀摩：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業於111年4月21日辦理東明扶愛家園辦理避難

弱勢場所火災初期自救及疏散示範演練，本市4名人員到場觀摩，

如下： 

1. 本局火災預防科科員1名。 

2. 本局第六大隊承辦人1名、汐止安檢隊員2名。 

柒、 臨時動議：無 

捌、 散會（上午11時） 
 



111年第4次雙北合作交流平臺災防組會議紀錄 

壹、時間：111年12月14日（星期三）上午10時  

貳、地點：臺北市政府消防局3樓會議室 

參、主席：臺北市政府消防局許志敏副局長                 紀錄：張雅甯 

肆、出（列）席者及單位：詳如簽到表  

伍、會議決議： 

一、 聯合救災演練建議增加小規模、研討會模式舉行。 

二、 有關氣象情資交流部分，為提升臺北市小尺寸預測準確性，可參考新

北市作法，聘請氣象風險公司加入氣象協力團隊。 

三、 特種搜救隊合作與交流部分，除訓練交流，亦可於人員管理、裝備器

材管理及資料 E化等方面互相交流學習。 

四、 大量傷病患通報及後送機制部分，除兵推外可增加實兵演練，例如模

擬郊區交通不便、腹地狹小等實際狀況演練。 

五、 災防組目前持續合作方案共8案，未來雙北如有新的措施、想法或建

議，再提到會議中討論。 

陸、臨時動議： 

一、 有關北區聯合訓練中心建置，請雙北訓練單位持續交流，提出需求並

討論可行性，本案列入災防組會議列管案件，以甘特圖呈現進度。 

二、 112年市長層級會議約於3月召開，並由新北市政府主辦，明年度工作

小組會議第1、2次由新北市辦理，第3、4次由臺北市辦理。 

柒、散會（上午10時40分） 



雙北合作交流平臺112年第1次災防議題小組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2年2月15日（星期三）上午10時 

貳、 地點：新北市政府消防局1001會議室 

參、 主席：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李副局長清安              紀錄：黃聖閔 

肆、 出（列）席者及單位：詳如簽到表 

伍、 業務單位報告：略 

陸、 決議： 

一、 雙北合作交流平臺112年度市長層級會議，請兩市消防局業務單位洽

詢聯絡研考會預計開會時間及地點。 

二、 有關新北市政府消防局訓練中心建置交流案，該建設涉及土地徵收與

中央環保署補助經費等因素考量及目前正在規劃階段，尚待有明確計

畫、需求方向及建置配合事宜，如有必要將再專案開會研議，評估交

流可行性後，再行提報至本議題小組討論。另甘特圖進度已提供臺北

市政府消防局參考。 

三、 本(災防)組8項合作方案皆為年度常態性持續辦理事項，如需新增合

作議題，請於下次災防議題小組會議前提報，有關各項合作辦理執行

進度(資料統計區間：112年1月1日至112年1月31日)確認如下： 

(一) 跨區通報支援： 

針對跨轄火災及救護車支援，請兩市消防局於下次災防議題小組

會議前準備跨轄支援清冊，俾利會中檢視各案支援情形。 

(二) 教育訓練分享及防災社區觀摩： 

1. 針對教育訓練規劃，請兩市消防局針對本年度訓練梯次流路相

互了解，檢視訓練流路是否有修正必要，並於下次災防議題小

組會議前提報。 

2. 本年度新北市提供臺北市第1梯次教育訓練為「災害虛擬實境

訓練研討會」，訂於4月24日，提供5人次供臺北市參訓。 

3. 針對防災社區觀摩，請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於下次災防議題小組

會議前確定時間及地點。 

4. 有關災害防救交流觀摩，請注意是否具寓教於樂、深入了解地

方環境特色之效益，故請新北市政府消防局考量本年度指標型

觀摩防災社區的選定是否適宜。 



5. 請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於下次災防議題小組會議前，確認本年度

是否規劃辦理災害管理研討會。 

(三) 特種搜救隊合作與交流： 

請兩市消防局掌控各梯次訓練時間及人數，並落實執行。 

(四) 雙北災害防救辦公室之參訪交流： 

1. 上半年度雙北災害防救辦公室參訪交流，預計於第2次災防議

題小組會議後接續召開，並由此負責主導消防局辦理。 

2. 請兩市消防局皆要提報議題，以達交流學習與經驗分享之目的。 

(五) 大量傷病患通報及後送機制： 

雙北地區發生大量傷病患事件時，兩市消防局需支援三分之一救

護能量，並以發生地消防局的大傷系統為依歸，將傷病患人數、

性別、傷勢及後送情形匯入發生地消防局的大量傷病患彙整表，

請兩市消防局互相了解對方的大傷系統運作及彙整機制。 

(六) 避難弱勢場所火災初期自救及疏散演練交流觀摩： 

請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於下次災防議題小組會議前確定本年度觀摩

演練時間及地點。 

柒、 112年度災防組新增合作議題討論：無 

捌、 臨時動議：無 

玖、 散會（上午11時30分） 

 

 

 

 



雙北合作交流平臺災防議題小組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112.02.15 

編號 會議日期 管制事項 
承辦 

單位 
本次辦理情形 

管考單位 

及意見 

001 
111 
/12 
/14 

以小規模、研討會模式

舉行聯合救災演練 

臺北市政府
消防局 

新北市政府
消防局 

 
臺北市政府 
消防局秘書室 

002 
111 
/12 
/14 

特種搜救隊人員、裝備

器材管理及資料 E化 

臺北市政府
消防局 

新北市政府
消防局 

 
臺北市政府 

消防局秘書室 

003 
111 
/12 
/14 

大量傷病患通報及後送

機制實兵演練 

臺北市政府
消防局 

新北市政府
消防局 

 
臺北市政府 

消防局秘書室 

004 
112 
/02 
/15 

檢視雙北市跨轄火災及

救護車支援清冊 

臺北市政府
消防局 

新北市政府
消防局 

 
新北市政府 

消防局 

資通管考科 

005 
112 
/02 
/15 

檢視雙北市訓練梯次流

錄是否需要修正 

臺北市政府
消防局 

新北市政府
消防局 

 
新北市政府 

消防局 

資通管考科 

006 
112 
/02 
/15 

規劃選定指標型觀摩防

災社區 

新北市政府
消防局 

 
新北市政府 

消防局 

資通管考科 

007 
112 
/02 
/15 

大傷系統運作及彙整機

制 

臺北市政府
消防局 

新北市政府
消防局 

 
新北市政府 

消防局 

資通管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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