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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106年災害防救業務訪評

新竹市災害防救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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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轄區概況

強化防災整備工作

預警監控系統推動

結 語

綱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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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轄區概況

本市轄區概況說明

災害防救體制

105-106年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情形



2018/1/8

3

5

新竹市轄區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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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 名稱 類別 人口密度
1 臺北市 直轄市 9,947.87

2 嘉義市 市 4,505.79

3 新竹市 市 4,222.14

4 基隆市 市 2,802.35

5 新北市 直轄市 1,934.65

6 桃園市 直轄市 1,733.88

7 臺中市 直轄市 1,241.74

8 彰化縣 縣 1,199.67

9 高雄市 直轄市 941.14

10 金門縣 縣 877.55

11 臺南市 直轄市 860.20

12 澎湖縣 縣 806.92

13 雲林縣 縣 540.54

14 連江縣 縣 434.79

15 新竹縣 縣 380.80

16 苗栗縣 縣 308.81

17 屏東縣 縣 302.40

18 嘉義縣 縣 272.12

19 宜蘭縣 縣 213.57

20 南投縣 縣 123.67

21 花蓮縣 縣 71.62

22 臺東縣 縣 6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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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轄區概況

颱風
西太平洋颱風多發生在菲律賓以東海
面，臺灣屬颱風行經路徑，每年本市
約發布3-4個海上陸上颱風警報

水災
臺灣地區受季風影響，春夏交接期間
多雨，本市部分低漥地區易受短延時
強降雨影響，發生積淹水災害

地震
台灣位處地震帶，有感地震發生頻率
高，境內計有新竹斷層(II)及新城斷
層(I)等 2條活動斷層通過

境內災害潛勢

旱災、寒害、土石流、火災、爆炸、
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災害、
空難、海難、交通事故、毒化災等

其他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5%8C%97%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B%B4%E8%BD%84%E5%B8%82_(%E4%B8%AD%E8%8F%AF%E6%B0%91%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8%89%E7%BE%A9%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82_(%E4%B8%AD%E8%8F%AF%E6%B0%91%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7%AB%B9%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BA%E9%9A%86%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5%8C%97%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1%83%E5%9C%92%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4%B8%AD%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D%B0%E5%8C%96%E7%B8%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8%A3_(%E4%B8%AD%E8%8F%AF%E6%B0%91%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B%98%E9%9B%84%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91%E9%96%80%E7%B8%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5%8D%97%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E%8E%E6%B9%96%E7%B8%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B%B2%E6%9E%97%E7%B8%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0%A3%E6%B1%9F%E7%B8%A3_(%E4%B8%AD%E8%8F%AF%E6%B0%91%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7%AB%B9%E7%B8%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97%E6%A0%97%E7%B8%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1%8F%E6%9D%B1%E7%B8%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8%89%E7%BE%A9%E7%B8%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9C%E8%98%AD%E7%B8%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6%8A%95%E7%B8%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A%B1%E8%93%AE%E7%B8%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6%9D%B1%E7%B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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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轄區概況

中央災害防救會報
召集人：行政院長

副召集人：行政院副院長

新竹市災害防救會報
召集人：新竹市長

副召集人：副市長或秘書長

平時（臨時編組）
（重大）

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

新竹市災害防救會報任務：
1.核定本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2.核定重要災害防救措施及對策

3.核定轄區內災害之緊急應變措施

4.督導、考核轄區內災害防救相關事項

5.其他依法令規定事項

新竹市災害應變中心任務：
1.加強新竹市災害防救相關機關之縱向指揮、督導
及橫向協調、聯繫事宜，處理各項災害應變措施
2.掌握各種災害狀況，即時傳遞災情，並通報相關
單位應變處理
3.災情之蒐集、評估、處理、彙整及報告事項
4.緊急救災人力、物資之調度及支援事項
5.其他有關防救災事項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指揮官：防災會報召集人指定

新竹市災害應變中心

指揮官：新竹市長

災害防救組織 -
本市災害防救會報與災害應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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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轄區概況

新竹市災害防救辦公室任務：
1.執行本市災害防救會報決議事項。

2.辦理災害防救會報結合民防及全民防衛動

員準備體系，實施相關災害整備及應變事項。

3.本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之訂定。

4.協助本府及所屬各機關災害整備、應變、

復原作業之標準作業流程之規劃。

5.本府災害防救相關法規之研擬與修正建議。

6.本府災害防救業務之協調及整合。

7.災害辨識、危險度評估及災害境況模擬之推動。

8.配合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辦理災害預警、監測、通報及決策系統之推動。

9.平時安全與重大災害防治應變訓練之規劃及防災教育宣導之督導。

10.本市緊急應變體系之建立與檢討。

11.本市防救災資源物資整備與管理之規劃及督導。

12.災後調查與復原策略之規劃及督導。

13.辦理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年度災害防救業務訪評暨演習。

14.辦理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及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交辦事項。

15.各項減災、整備、應變、災後復原重建等災害防救事項之協調、整合、規劃及督導。

災害防救組織 -
本市災害防救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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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轄區概況 災害防救組織 -
本市消防局災害管理科

災害管理

減災

整備

應變

復原
 災害防救體制運作
 防災教育訓練與演練
 充實各類防救災裝備
 災害防救法規與對策擬定

 防災都市規劃
 建築結構物強化
 交通設施與維生管線強化
 防洪水利設施強化
 各類災害防災企劃

 緊急應變體系建立
 災情蒐整與通報
 災害搶救與支援能量調度
 受災民眾疏散收容與安置規劃

 災民生活安定對策
 心理（靈）復建
 住宅復原與重建
 關鍵基礎設施復原對策
 產業振興與金融財政重建

於 106年 1月 12 日由林智堅市長掛
牌成立消防局『災害管理科』，專職
整合轄內外防救災資源、規劃災害管
理方案及主責災害應變中心各項業務。

7

新竹市轄區概況

105年至106年(截至106年8月30日止)
本市災害應變中心計開設7次，開設時數
達376.5小時。

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情形

專案名稱 開設時間 撤除時間 開設時數

尼伯特颱風 105/7/6 1430 105/7/8 2100 53.5

莫蘭蒂颱風 105/9/13 1100 105/9/14 2000 32

馬勒卡颱風 105/9/16 1200 105/9/18 0700 42

梅姬颱風 105/9/26 0900 105/9/28 1200 50

1060602豪雨 106/6/2 1300 106/6/4 1600 50

1060614豪雨 106/6/14 0800 106/6/19 1200 123

尼莎颱風 106/7/29 0900 105/9/30 1200 26

合 計 3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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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防災整備

落實災害防救辦公室運作

三合一會報聯合運作情形

策辦年度災害防救演習

制訂本市因應汛期期間易淹水區域巡查作業規定

深耕本市及各區公所災害防救能力

運用市府官網發佈災防新聞

完成英文版全市各里簡易避難疏散地圖

12

強化防災整備

22

三合一會報聯合運作

12

有效運用「動員、災防、戰綜」三合一會
報聯合運作機制，強化及整合中央、地方
及跨縣市區域聯合救災及相互合作機制，
有效統合民間、國軍及跨縣市救災資源，
提昇跨縣市區域聯合救災及中央與地方相
互合作機制。
本市於105年級106年召開會報時間如下：

一、於 105.3.15 召開105年三合一會報聯
合運作第 1 次會議

二、於 105.10.20 召開105年三合一會報
聯合運作第 2 次會議

三、於 106.4.27 召開106年三合一會報聯
合運作第 1 次會議

四、於 106.9.29 召開106年三合一會報聯
合運作第 2 次會議 (預定)

會議中除針對災害防救工作進行探討外，
並針對災害潛勢議題進行兵棋推演工作。

災害防救
戰力綜合
動員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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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防災整備

22

落實災害防救辦公室運作

13

本市災害防救辦公室每2個月定期召開會議，並
依災害防救業務推動情形，擇定防救災單位於
會議中由各單位對所屬業務推動情形進行專題
簡報，並針對各單位防災相關議題進行討論與
報告管考工作推動進度，定期會議召開如下：

105年度災害防救辦公室第1次會議 105.01.27

105年度災害防救辦公室第2次會議 105.03.18

105年度災害防救辦公室第3次會議 105.06.02

105年度災害防救辦公室第4次會議 105.08.04

105年度災害防救辦公室第5次會議 105.10.14

105年度災害防救辦公室第6次會議 105.12.01

106年度災害防救辦公室第1次會議 106.03.23

106年度災害防救辦公室第2次會議 106.05.31

106年度災害防救辦公室第3次會議 106.08.11

14

強化防災整備 策辦年度災害防救演習
有效整合各類防救災資源

項次 演習課目 項次 演習課目

1 三會報聯合應變機制編組與運作 12 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搶救

2 跨區支援救災能量整合與運用 13 核子或輻射災害

3 民防團隊運用、治安及交通維護 14 國軍支援兵力運用

4 鄉民疏散撤離具體作為 15 情資分析研判

5 鄉民收容安置具體作為 16 水庫潰損災害搶救

6 工業管線、地下掩埋管線氣爆搶救 17 土石流災害警戒疏散

7 全民國防教育活動具體作為 18 居家使用維生器材身障者斷電處理

8 緊急通信應援及搶救（修） 19 水災

9 重大災害搶救及災情查通報 20
重
要
設
施

儲油槽、給水廠、設施

10 大量傷病患醫療救護 21 水利、下水道設施

11 傳染病防治 22 橋梁、道路、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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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防災整備 強化本市汛期防災整備制訂
『因應汛期期間易淹水區域巡查作業規定』

16

強化防災整備 深耕本市及各區公所
災害防救能力

災害防救機制

檢討本市與各區災害防救分工與運作機制

修訂新竹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檢討修正各區公所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本市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時，協力團隊進駐預判災情

災害潛勢圖資 建置（更新）區公所防災電子圖資

教育訓練

編訂災害防救教育訓練教材，培育相關人員災害防救素養

協助本市辦理106年度中央災害防救業務評核及實兵演練

工作

鄰里簡易疏散避難地圖之製作及教育訓練

防災能量資源

更新本市及各區公所災害防救人員、物資、場所、載具及

裝備機具等資源

擬訂物資儲備機制，並與民間簽訂民生物資相關合約，提

供災時必要用品

檢視更新之避難處所適用災別與能量

擬訂本市危險區域避難逃生路線、調查避難場所設置防災

避難看板之地點，更新避難處所專屬防災避難看板電子圖

資。

106年災害防救深耕計畫執行重點工作項目計 4 大類、 13 大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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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防災整備 針對本市各類災害全面制訂
應變處理作業程序（SOP）

全面加強檢討本市各類災害應變中心

開設與作業程序，針對未達開設條件之

災害，研討透過緊急應變小組的成立與

規劃，健全實際災害應變之需要。

律定各項作業程序需包含架構如下：

1.作業依據

2.作業目的

3.作業流程圖

4.作業流程圖說明與定義

5.災害應變中心開設

6.災害應變中心運作

7.災害現場指揮架構

8.附則

災害類別 災害種類 本市災害主管機關

天然災害

風災 消防局

水災 工務處

震災（含土壤液化） 消防局

旱災 工務處

寒害 產業發展處

邊坡滑落災害 產業發展處

人為災害

火災 消防局

爆炸 消防局

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 產業發展處

輸電線路災害 產業發展處

礦災 -

空難 交通處

海難 交通處

陸上交通事故 交通處

森林火災 -

毒性化學物質災害 環境保護局

生物病原災害 衛生局

動植物疫災 產業發展處

輻射災害 消防局

工業管線災害 -

建築工程災害 工務處
主體架構 應變執行 專業分工

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災害應變中
心作業要點

各類災害處
理作業程序

18

強化防災整備 運用市府官網發布災防新聞

網址：http://www.hccg.gov.tw/ch/home.jsp?id=30122&parentpath=0,16,3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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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防災整備 防災NEWS
【消防與救災】

小小消防員演練水柱救火、雲梯救災
林智堅市長：公共安全教育向下扎根

小小消防員粉墨登場！新竹市舉辦「我是小小
消防員」體驗營，30位小朋友身著「迷你版消
防全裝」，實際體驗雲梯起降、射水柱救災、
救護工作、電梯受困處理等消防工作，小小消
防員個個全副武裝，興奮表示：「第一次離雲
梯車這麼近！」市長林智堅現場見證小朋友體
驗防災工作，期勉公共安全教育藉此向下紮根，
感謝新竹市消防員的付出，守護市民安全不遺
餘力，讓消防員成為一份讓孩子嚮往的職業。

http://www.hccg.gov.tw/ch/home.jsp?id=48&parentpath=0,16&mcustomize=municipalnews_view.jsp&dataserno=2017
08190001&aplistdn=ou=municipalnews,ou=message,ou=ap_root,o=hccg,c=tw&toolsflag=Y&mserno=201601300308 19

竹市添購38公尺雲梯車林智堅市長：
提升救災品質、降低打火風險

http://www.hccg.gov.tw/ch/home.jsp?id=48&parentpath=0,16&mcustomize=municipalnews_view.jsp&t
oolsflag=Y&dataserno=201611040009&t=MunicipalNews&mserno=201601300027

於11月4日在大鵬新城社區辦理「高樓雲梯佈
署、提昇立體救災能力」演練，以新購入的38

公尺雲梯車、日
本原裝進口關東
梯及個人防護裝
備，實地模擬高
樓火災搶救。巿
長林智堅表示，
市民生命財產與
安全能夠充分獲
得保障，是「幸
福城市」的基本
條件，希望透過
增購及汰換救災
裝備，降低打火
弟兄救災風險，
守護市民居家安
全。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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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潛水生力軍竹市消防救災能力再
提升
為提升本市消防人員救援潛水技能，加強開放
水域搜救能力，消防局日前移訓墾丁海域，辦
理為期三天「消防人員潛水初訓」，培訓第一
線消防人員取得潛水證照（OPEN WATER），
除原有外勤消防人員具備潛水證照者66人，本
次潛水初訓全員通過測驗，本市消防局再增加
20位潛水生力軍，大大強化救災能力。

http://www.hccg.gov.tw/ch/home.jsp?id=48&parentpath=0,16&mcustomize=municipalnews_view.jsp&t
oolsflag=Y&dataserno=201707250007&t=MunicipalNews&mserno=201601300025

新竹市消防局添新式「乾式防寒衣」
水中任務如虎添翼
新竹市消防局日前舉辦救難人員潛水複訓，除
精進救難人員在水中的救援技能，也首度結合
新添購的「乾式防寒衣」進行課程。乾式防寒
衣可使身體完全與水隔絕，且配有充排氣功能，
使執行水中任務更順暢，參與複訓的消防弟兄
無不好評，都說「有了乾衣，執行任務如虎添
翼。」

http://www.hccg.gov.tw/ch/home.jsp?id=48&parentpath=0,16&mcustomize=municipalnews_view.jsp&t
oolsflag=Y&dataserno=201707100007&t=MunicipalNews&mserno=20160130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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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弟兄震災搶救訓練軍刀鋸、新式
雷達生命探測儀提升救災能量
軍刀鋸具有輕巧、便利特性，適用於侷限空間使
用，可快速更換鋸片，不僅使用較安全，更可鋸
斷鋼筋、鐵窗等，利於進入屋內救災；雷達生命
探測儀配備兩種不同偵測桿，長距離偵測桿偵測
距離可達500公尺，短距離20公尺，可藉感應人
體所發出超低頻電波產生之電場(由心臟產生)，
幫助在事故現場發現生命跡象，找到確切位置。

http://www.hccg.gov.tw/ch/home.jsp?id=48&parentpath=0,16&mcustomize=municipalnews_view.jsp&t
oolsflag=Y&dataserno=201707240005&t=MunicipalNews&mserno=201601300025

消防局特種搜救隊36小時模擬震災搶
救移地訓練「AZ腳架」成救援新利器
為持續精進地震災害特種搜救能力，整合特種
搜救隊成員執行應變模式與機制，新竹市消防
局於106年7月26日至28日派具有救助隊教官
及高級救護技術員等背景的22位消防弟兄，前
往內政部消防署訓練中心，參與36小時模擬震
災搶救移地訓練，並操作新式救援裝備
「AZ(Arizona Vortex)救援腳架」，期盼克服
地形困難，升級搜救能力。

http://www.hccg.gov.tw/ch/home.jsp?id=48&parentpath=0,16&mcustomize=municipalnews_view.js
p&toolsflag=Y&dataserno=201707260004&t=MunicipalNews&mserno=201601300308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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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3D救援能力消防局辦理防溺演練

為強化民眾防溺意識，保障民眾生命安全，並
宣導勿至溪邊、湖泊及無人管理之海邊等危險
水域、海域戲水，新竹市消防局於106年5月30
日配合端午龍舟競賽，於南寮地中海舉辦106
年防溺宣導暨水上救生演練，藉由精彩防溺
SHOW，讓民眾更了解水上活動安全的重要性，
有效防範溺水事故。

http://www.hccg.gov.tw/ch/home.jsp?id=48&parentpath=0,16&mcustomize=municipalnews_view.jsp&t
oolsflag=Y&dataserno=201705300003&t=MunicipalNews&mserno=201601300308

建中路、建功一路口油汙滲出市府即
刻處理保障市民安全

http://www.hccg.gov.tw/ch/home.jsp?id=48&parentpath=0,16&mcustomize=municipalnews_view.jsp&t
oolsflag=Y&dataserno=201705060002&t=MunicipalNews&mserno=201601300025

106年5月6日針對本市建中路、建功一路口發
生油汙滲出事件，市府表示，經專業檢測，現
場並無可燃性氣體，沒有立即性危險，請市民
放心。市府及中油公司已在最短時間內處理完
善，警察局及消防局也已派同仁及消防車進駐
開挖地點，守護市民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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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6萬顆！市府推動全面裝設住警器
林智堅市長：保庇市民居住安全
「有裝有保庇！」新竹市政府為強化居家火災
預警機制，降低住宅火災傷亡率，10月24日宣
布推動全面裝設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住警器)，規
劃從105年至108年完成4年裝設6萬顆目標，市
長林智堅表示，針對獨居長者、中低收入戶，
以及5層樓以下住宅優先免費安裝，全力保障民
眾生命安全。

http://www.hccg.gov.tw/ch/home.jsp?id=48&parentpath=0,16&mcustomize=municipalnews_view.jsp&t
oolsflag=Y&dataserno=201610240007&t=MunicipalNews&mserno=201601300025

全國首創！竹市公設滅火器「換新衣」
林智堅市長盼達「火災0死亡」目標
新竹市的公設滅火器「換新衣」啦！新竹市消
防局為維護公共安全，自89年起針對現有普設
於新竹市轄內之公設滅火器實施免費性能檢測、
藥劑更換服務，更首創全國唯一「消防寶寶造
型滅火器保護箱體」，林智堅市長親自示範取
用，並強調務必落實對市民的使用宣導，更期
盼能延續104年「火災0死亡」的紀錄，持續守
護市民安全。

http://www.hccg.gov.tw/ch/home.jsp?id=48&parentpath=0,16&mcustomize=municipalnews_view.jsp&t
oolsflag=Y&dataserno=201608120007&t=MunicipalNews&mserno=201601300025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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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取更便利、滅火不「卡卡」竹市公
設滅火器再升級
新竹市公設滅火器「再升級」囉！新竹市消防
局為維護公共安全，去年發表首創全國唯一
「消防寶寶造型滅火器保護箱體」後，今年再
度將箱體升級，改善以往螺絲生鏽或遺失而無
法固定箱體的狀況，改為卡榫式取用滅火器更
方便，副市長沈慧虹親自示範，強調落實對市
民的防火宣導，更期盼能延續105年「火災0死
亡」的紀錄，持續守護市民安全。

http://www.hccg.gov.tw/ch/home.jsp?id=48&parentpath=0,16&mcustomize=municipalnews_view.jsp&t
oolsflag=Y&dataserno=201705150007&t=MunicipalNews&mserno=201601300025

竹市危險熱水器家戶補助3千元遇低
溫消防局貼心傳LINE 提醒保持通風
「瓦斯安全暨防範一氧化碳中毒」記者會今1
月（3）日舉行，新竹市消防局表示，本市冬
季風大，民眾使用瓦斯熱水器習慣緊閉門窗，
較易發生一氧化碳中毒，今年持續推動「燃氣
熱水器遷移或更換」補助專案，針對危險家戶
補助最高3000元，106年共199戶，遇低溫時
也將傳Line通知使用熱水器保持通風。市長林
智堅期盼民眾重視居家瓦斯熱水器使用安全，
家家戶戶平安過好年。

http://www.hccg.gov.tw/ch/home.jsp?id=48&parentpath=0,16&mcustomize=municipalnews_view.jsp&t
oolsflag=Y&dataserno=201701030004&t=MunicipalNews&mserno=20160130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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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毒災、空污演練 5千萬打造毒
災仿真訓練模組車輛初亮相

新竹市環保局5月4日在世界先進積體電路公司
晶圓二廠，舉辦「106年度新竹市毒災暨空污聯
合防救演練」，由市府秘書長陳章賢與世界先
進晶圓二廠廠長李慶穎共同主持，3台「毒災仿
真訓練模組車輛」全國首次同步亮相，獲廠商
肯定。陳章賢秘書長表示，應善用好的資源，
提昇本市災害搶救技能，民眾更為安心。

http://www.hccg.gov.tw/ch/home.jsp?id=48&parentpath=0,16&mcustomize=municipalnews_view.jsp&t
oolsflag=Y&dataserno=201705040008&t=MunicipalNews&mserno=201601300010 25

搶救高樓火災竹市打火兄弟有一套林
智堅市長：讓市民更安心
「消防人員搭乘電梯搶救火災？火災可以搭電
梯嗎？」，新竹市消防局表示，為了爭取高層
建築物火災搶救時效，本（9）月11日特別選
擇28層樓高的東方文華大樓，舉辦火災搶救佈
署演練，過程中利用「救災專用緊急升降機」
載送消防人員及救災

http://www.hccg.gov.tw/ch/home.jsp?id=48&parentpath=0,16&mcustomize=municipalnews_view.jsp&t
oolsflag=Y&dataserno=201609110001&t=MunicipalNews&mserno=201601300025

裝備至起火層下方
成立前進指揮站，
結合大樓本身消防
栓設備延伸水線進
行搜索及滅火作業，
有效爭取救災時效，
除了達到訓練成果，
也替大樓進行了一
次全面性安全體檢，
讓民眾「住的放心，
生活安心」。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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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塹消防」18年首度改版
「電影海報」封面封底都吸睛！
新竹市消防局年度刊物「竹塹消防」出版18周年
盛大改版，有別於往年採用演習、救災或頒獎照
片，今年設計感十足，封面紀錄3位消防員全副救
災裝備出勤英姿，封底則匯集數十位消防員陽光
笑容，宛如電影海報，十分吸睛，嶄新風格及內
容不僅引起一股「瘋傳」風潮，更增加消防弟兄
的認同與光榮感，也讓市民更加了解消防工作的
內容。

http://www.hccg.gov.tw/pubprogram/upload/imgprview.jsp?file=municipalnews/201704301228480.jpg&flag=pic&fileta
blename=MunicipalNewsFile&serno=201704300002&detailno=1&websitedn=ou=hccg,ou=ap_root,o=hccg,c=tw&languag
e=chinese

竹市地震防災教育宣導藝文比賽頒獎
四格漫畫、微電影作品搶眼吸睛
「新竹市105年度地震防災教育宣導藝文比賽」
圓滿落幕，頒獎典禮於105年12月21日舉行，
包括書法、四格漫畫及微電影等多項作品搶眼
吸睛。市長林智堅表示，透過學生的創意展現，
傳達正確防災觀念，「多一分準備、少一分災
害」，市府連續3年皆購買6000個防災頭套，
提供小一學童地震發生時穿戴，讓防災頭套融
入生活，發揮平時休憩、災時防護的實用性。

http://www.hccg.gov.tw/ch/home.jsp?id=48&parentpath=0,16&mcustomize=municipalnews_view.jsp&t
oolsflag=Y&dataserno=201612210008&t=MunicipalNews&mserno=20160130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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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消防節竹市最「熱血」！打火弟
兄捐血祈福林智堅市長祈求無災無害

http://www.hccg.gov.tw/ch/home.jsp?id=48&parentpath=0,16&mcustomize=municipalnews_view.jsp&t
oolsflag=Y&dataserno=201701190014&t=MunicipalNews&mserno=201601300179

1月19日為119消防節，新竹市消防局召集消防
及義消弟兄，上午挽袖捐出熱血，創下桃竹苗
地區連續12年捐血車當日最高捐血紀錄，並於
下午在新竹都城隍廟祈福，市長林智堅表示，
未來將投入更多經費，強化打火弟兄的救災裝
備，讓執勤風險降至最低，齊心打造安全宜居
的幸福城市。

27

消防局第一大隊暨香山分隊新建廳舍
「歡喜入厝」林智堅市長：大幅提升
香山地區居住安全！

http://www.hccg.gov.tw/ch/home.jsp?id=48&parentpath=0,16&mcustomize=municipalnews_view.jsp&t
oolsflag=Y&dataserno=201611130001&t=MunicipalNews&mserno=201601300025

新竹市消防局第一大隊暨香山分隊新建廳舍於
11月13日落成啟用，林智堅市長與義消總隊香
山分隊資深「大學長」蔡根旺等人一同見證嶄
新廳舍「歡喜入厝」。他表示，提供更好的環
境讓消防、義消兄弟姐妹使用，是新竹市政府
責無旁貸的工作，相信第一大隊暨香山分隊新
建廳舍落成後，更能大幅提升香山地區的居住
安全。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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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新竹過年好安心！市府推「四大
安心牌」消防、警察、衛生、社會服
務不打烊
新竹市政府推出2017新竹過好年系列活動，繼
「好便利」、「好好玩」主題後，1月23日再推
出「好安心」記者會，林智堅市長表示，農曆
春節期間，新竹市政府打出「四大安心牌」，
包括消防、警察、衛生醫療及社福工作通通服
務不打烊，要讓市民朋友安心過好年。

http://www.hccg.gov.tw/ch/home.jsp?id=48&parentpath=0,16&mcustomize=municipalnews_view.jsp&t
oolsflag=Y&dataserno=201701230004&t=MunicipalNews&mserno=201601300307

消防員、櫻花爺爺、關帝廟主委入選
城市英雄林智堅市長：謝謝你們讓新
竹市成為幸福城市
2016新竹市感恩季「擁抱愛．感恩晚會」將於
105年12月24日登場，今年票選出三位「城市
英雄」，有不顧自身安危、多次於火場成功救
人的消防員陳俊憲，把風化區改造成文化區的
關帝廟主委江雲水，及長期照料新竹公園櫻花
的「櫻花爺爺」楊根棟。市長林智堅表示，感
恩晚會將頒發城市英雄獎盃，還有家家、戴愛
玲等知名歌手演出，邀請民眾一同參與，感受
溫暖。

http://www.hccg.gov.tw/ch/home.jsp?id=48&parentpath=0,16&mcustomize=municipalnews_view.jsp&t
oolsflag=Y&dataserno=201612200006&t=MunicipalNews&mserno=201601300308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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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消防局日本考察災害防救體制林智堅
市長：汲取經驗提升救災作為

http://www.hccg.gov.tw/ch/home.jsp?id=48&parentpath=0,16&mcustomize=municipalnews_view.jsp&t
oolsflag=Y&dataserno=201610020003&t=MunicipalNews&mserno=201601300025

為強化災害應變能力，新竹市消防局由秘書長
陳章賢領軍，前往日本東京都及岡山市等地，
考察災害防救體制，5天參訪行程收穫豐碩。市
長林智堅表示，防災工作「沒有最好，只有更
好」，希望此次防救災考察，能獲取日本防救
災經驗，提昇本市各項防救災作為。

29

小一新生有一「套」！市府贈全市小
一新生防災頭套守護學童安全

http://www.hccg.gov.tw/ch/home.jsp?id=48&parentpath=0,16&mcustomize=municipalnews_view.jsp&t
oolsflag=Y&dataserno=201609200010&t=MunicipalNews&mserno=201601300025

防災教育從小開始！新竹市消防局結合教育處
9月20日在青草湖國小舉辦「105年國家防災日
各級學校地震避難掩護觀摩演練暨防災頭套頒
發儀式」，由副市長沈慧虹親自為學生戴上防
災頭套，她表示，台灣位處地震帶，地震頻繁，
為守護學童安全，市府連續3年編列預算，每
年購買6千個防災頭套，全面發放給小一學童，
一旦地震發生，即能發揮保護作用，減輕頭部
撞擊傷害。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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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局｢狹小巷弄搶救佈署｣創新訓練
林智堅市長：守護市民家園安全
｢消防弟兄到家門口救災演練！｣不同以往課堂
講解方式，今(105)年度起，新竹市消防局利用
訓練基地設施實作，針對市區傳統巷弄地區規
劃｢狹小巷弄搶救佈署｣訓練課程，8月30日移地
至西大路659巷狹小巷弄辦理救災訓練，所有外
勤消防人員均參與，並結合當地居民使用公設
滅火器進行初期滅火，讓路過民眾直呼好逼真，
更肯定消防人員演練確實，「住在新竹市，生
活好安全」。

http://www.hccg.gov.tw/ch/home.jsp?id=48&parentpath=0,16&mcustomize=municipalnews_view.jsp&t
oolsflag=Y&dataserno=201608300004&t=MunicipalNews&mserno=201601300025 30

竹市辦長照機構災害管理講習林智堅
市長籲打造無虞之安老環境
新竹市消防局8月24日下午在本市消防教育訓練
基地，邀請長照機構各場所負責人或管理人員，
辦理災害管理策略與實務研習課程，市長林智
堅長期重視公共安全，強調「守護市民、建構
安居的家園」一直是市府努力的目標，新竹市
高齡人口持續增加，如何在火災時讓大家都能
安全逃生是最重要的，因此市府除了積極提昇
救災裝備器材、增加消防人力員額外，也要輔
導第一線的場所服務人員做出最正確的災害應
變，共同打造本市為安全宜居的先進城市。

http://www.hccg.gov.tw/ch/home.jsp?id=48&parentpath=0,16&mcustomize=municipalnews_view.jsp&t
oolsflag=Y&dataserno=201608240008&t=MunicipalNews&mserno=20160130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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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動２百餘人搶修 林智堅市長：持
續上緊發條 讓防災多一分保障

減為中颱的尼伯特，暴風中心7月8日下午2點半
出海，預計7月9日清晨至上午，暴風圈才會完
全脫離台灣本島，新竹市長林智堅今日一早便
坐鎮消防局災害應變中心，聽取颱風最新動態，
並要求各局處上緊發條，切勿掉以輕心，若受
理災情，務必第一時間派員處置。

http://www.hccg.gov.tw/ch/home.jsp?id=48&parentpath=0,16&mcustomize=municipalnews_view.jsp&t
oolsflag=Y&dataserno=201607080003&t=MunicipalNews&mserno=201601300027

林智堅市長視察華江街、南寮滯洪池等
處確保抽水系統及備用電源正常運作

強颱尼伯特來襲，為做好萬全準備，新竹市長
林智堅7月7日上午率領工務處長陳炳煌、消防
局代局長李世恭及環保局長江盛任等，分別前
往太原、全中興地下道，新竹火車站前廣場、
前後站地下道，及華江街、南寮滯洪池視察，
確保相關機制與設備運作正常，以保障市民生
命財產。

http://www.hccg.gov.tw/ch/home.jsp?id=48&parentpath=0,16&mcustomize=municipalnews_view.jsp&t
oolsflag=Y&dataserno=201607070006&t=MunicipalNews&mserno=201601300027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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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過尼伯特颱風城銷處「護樹隊長」、
「即刻救援」小組守護竹市8萬棵樹
尼伯特颱風來襲，負責新竹市8萬棵路樹保護工
作的市府城市行銷處嚴陣以待，和三家包商組
成機動編組，第一線60名同仁編組備戰，颱風
夜「護樹隊長」曾傳生、15人「即刻救援」小
組也隨時待命，大家一致的信念就是守護新竹
市的每一棵樹。

http://www.hccg.gov.tw/ch/home.jsp?id=48&parentpath=0,16&mcustomize=municipalnews_view.jsp&t
oolsflag=Y&dataserno=201607090002&t=MunicipalNews&mserno=201601300027

竹市「支援台東救災小組」圓滿完成
任務林智堅市長感謝團隊付出
台東遭逢尼伯特颱風重創，新竹市政府日前組
成「支援台東救災小組」進駐台東縣關山鎮，
協助恢復家園。小組於7月20日完成任務返抵
新竹市，市長林智堅感謝隊員們的付出和辛勞，
為台東帶來最大的溫暖，除致贈加菜金外，也
將予以敘獎，擇期當面表揚救災小組成員。

http://www.hccg.gov.tw/ch/home.jsp?id=48&parentpath=0,16&mcustomize=municipalnews_view.jsp&t
oolsflag=Y&dataserno=201607200020&t=MunicipalNews&mserno=20160130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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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蘭蒂颱風來襲市長林智堅視察抽水
站、水溝清淤確保各單位嚴陣以待
莫蘭蒂颱風9月13日發布陸上警報，為防範颱風
期間淹水造成市民不便，新竹市市長林智堅今
日巡視新竹市華江抽水站與中正路水溝，督導
各單位加強作業，確保排水設施於颱風期間能
夠順利運作，盡最大努力保護市民的生命財產。

http://www.hccg.gov.tw/ch/home.jsp?id=48&parentpath=0,16&mcustomize=municipalnews_view.jsp&t
oolsflag=Y&dataserno=201609130009&t=MunicipalNews&mserno=201601300027

機具人力馳援高雄市風災林智堅市長：
重建工作，高雄不孤單！
新竹市政府9月18日派機具與成員赴高雄市支
援莫蘭蒂風災重建工作，市長林智堅於隊伍出
發前前往校閱，他表示，市府於馬勒卡颱風一
級應變中心解除後，隨即盤整機具，並與高雄
市政府聯繫，將提供10部鏈鋸、2部抓斗車及
人力，即時支援重建工作，期盼讓高雄市民儘
快重建家園、恢復正常生活，「高雄並不孤
單！」

http://www.hccg.gov.tw/ch/home.jsp?id=48&parentpath=0,16&mcustomize=municipalnews_view.jsp&t
oolsflag=Y&dataserno=201609180002&t=MunicipalNews&mserno=201601300308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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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範中颱梅姬林智堅市長：做好各項
防颱準備及因應措施守護市民安全
中颱梅姬來襲，新竹市長林智堅9月26日晚間6
點前往消防局，主持「新竹市梅姬災害應變中
心」第一次工作會議，進行相關機制了解與演
練。林智堅市長表示，此次颱風強風造成的威
脅可能較雨勢還大，要求各單位務必嚴陣以待，
防範可能災情，並隨時掌握最新颱風動態，做
好各項防颱準備與因應措施，全力守護巿民安
全。

http://www.hccg.gov.tw/ch/home.jsp?id=48&parentpath=0,16&mcustomize=municipalnews_view.jsp&t
oolsflag=Y&dataserno=201609260014&t=MunicipalNews&mserno=201601300308

中颱馬勒卡來襲林智堅市長：多一分準
備少一分災害，「全力保障市民安全」

中颱馬勒卡來襲，新竹市長林智堅9月16日晚間
9點前往消防局，主持「新竹市馬勒卡災害應變
中心」第一次工作會議，針對防、救災機制進
行瞭解，要求各單位務必嚴陣以待，千萬不能
掉以輕心，並隨時掌握最新颱風動態，做好各
項準備與因應措施，全力守護巿民安全！

http://www.hccg.gov.tw/ch/home.jsp?id=48&parentpath=0,16&mcustomize=municipalnews_view.jsp&t
oolsflag=Y&dataserno=201609170001&t=MunicipalNews&mserno=20160130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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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姬颱風強勁橫掃林智堅市長今晨勘
災：全力回復市容與電力
中颱梅姬強勁橫掃之下，新竹市區出現多處路
樹傾倒與招牌掉落等災損情形，至今仍有3500
多戶未恢復電力，市長林智堅9月28日至十八尖
山、公道五路和多處勘查災況與停電情形，現
場慰問第一線工作人員。林智堅市長向台灣電
力公司要求優先恢復民生用電，台電允諾將全
力以赴，目標今晚全部復電。

風災後2日內完成市區環境復原林智
堅市長肯定恢復市容的「城市英雄」
梅姬颱風造成市區多處路樹傾倒與招牌掉落等災
損情形，市府團隊全力投入重建家園，包括環保
局、城市行銷處、消防局、警察局、里長等市府
團隊，以及國軍弟兄、台電人員等的努力，風災
後2日內完成市區環境復原。市長林智堅感謝每一
位在第一線通報、搶修、清掃的維護市容的「城
市英雄」，讓復原工作快速到位。

http://www.hccg.gov.tw/ch/home.jsp?id=48&parentpath=0,16&mcustomize=municipalnews_view.jsp&toolsflag=Y&dataserno=201609290010&t=MunicipalNews&mserno=201601300308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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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範中颱尼莎林智堅市長要求各單位
加強整備工作守護市民安全

因應尼莎颱風來襲，新竹市長林智堅於8月29
日上午9時前往消防局，召開「尼莎颱風災害
應變中心」第一次工作會議，林智堅市長表示，
依據中央氣象局資料，新竹市今日下午3點至
明日中午12點將有較大風雨，他要求各單位
提高戒備，做好各項防颱準備及因應措施，全
力守護巿民安全，也提醒市民做好防颱準備。

http://www.hccg.gov.tw/ch/home.jsp?id=48&parentpath=0,16&mcustomize=municipalnews_view.jsp&t
oolsflag=Y&dataserno=201707290003&t=MunicipalNews&mserno=201601300308

豪雨襲全台林智堅市長：市府嚴陣以
待保障市民安全

中央氣象局發布豪雨特報，6月2日至3日全台
強降雨，新竹市長林智堅今（2）主持「新竹
市水災應變中心一級開設」第一次工作會議，
要求各單位加強預防措施，確保排水機制與設
施運作正常，更呼籲民眾避免外出，尤其遠離
海邊、港區等水域，「多一分準備，少一分災
害」，保障市民生命財產安全。

http://www.hccg.gov.tw/ch/home.jsp?id=48&parentpath=0,16&mcustomize=municipalnews_view.jsp&t
oolsflag=Y&dataserno=201706020007&t=MunicipalNews&mserno=20160130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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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千萬推動防災型電桿地下化南寮地
區延平路一期預計10月底完工
新竹市香山與南寮地區位處沿海迎風面，東北
季風強勁，再加上著名「九降風」，電力線路
及設備、電線杆和電纜易受強風侵襲損壞，影
響家戶用電，林智堅市長指出，日前尼莎颱風
來襲，累計造成新竹地區曾高達3萬4千餘戶停
電，影響民生及工商業用電，因此電桿地下化
工程刻不容緩，盼能藉此降低設施損毀風險，
提升供電可靠度與品質。

http://www.hccg.gov.tw/ch/home.jsp?id=48&parentpath=0,16&mcustomize=municipalnews_view.jsp
&toolsflag=Y&dataserno=201708130001&t=MunicipalNews&mserno=201601300308

打造智慧交通！新竹市試辦「消防救援
車輛優先號誌」裝置緊急救災不落後
為提升緊急救災效率，新竹市試辦「消防救援
車輛優先號誌」裝置，並率先在新竹市經國路
及田美三街作為優先試辦路口，林智堅市長表
示，過去為搶第一時間救災，消防車及救護車
常需闖紅燈，險象環生，優先號誌啟用後，緊
急救災人員出勤前只要啟動系統，就可變換及
延長出勤路口的綠燈時間，不只維護救護車輛
的行車安全，也增加搶救效率。

http://www.hccg.gov.tw/ch/home.jsp?id=48&parentpath=0,16&mcustomize=municipalnews_view.jsp&t
oolsflag=Y&dataserno=201612040003&t=MunicipalNews&mserno=20160130001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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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平改善面積達130萬平方公尺
林智堅市長：路平沒有滿分，追求更
好品質

新竹市政府推動路平計畫，2年7個月路平改善
面積已突破136萬平方公尺，市長林智堅表示，
他上任後推出「路平三支箭」，從提高道路養
護預算、修訂《新竹市挖掘道路埋設管線管理
自治條例》到建立路平主題網，今年更採「評
分及格最低標」招標方式並實施夜間施工，控
管道路品質，獲得市民迴響。他也強調，路平
不是考卷作答，「永遠沒有滿分」，將持續積
極推動，讓市民擁有平順安全回家的路。

http://www.hccg.gov.tw/ch/home.jsp?id=48&parentpath=0,16&mcustomize=municipalnews_view.js
p&toolsflag=Y&dataserno=201707270006&t=MunicipalNews&mserno=201601300014

「路平專案」人手孔蓋2年下地近
5000個道路更平坦「早餐不跳車」

依新竹市政府歷次調查，「路平」一直是市
民最關心的市政項目，市長林智堅上任後推
動「路平計畫」，兩年來路平面積已達百萬
平方公尺，另因過去道路刨鋪未要求人手孔
蓋下地，為避免人手孔蓋與周邊瀝青交接處
造成道路顛簸，影響行車安全，他也責成工
務處積極與管線單位研議，兩年多來總計人
手孔蓋已調降近5000個，提升道路平坦度
與品質。

http://www.hccg.gov.tw/ch/home.jsp?id=48&parentpath=0,16&mcustomize=municipalnews_view.jsp&t
oolsflag=Y&dataserno=201707200008&t=MunicipalNews&mserno=20160130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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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交通安全繪畫比賽，
開始報名了

為落實交通安全教
育，深植全民交安
意識，培養學生正
確交通安全觀念，
新竹市警察局舉辦
交通安全繪畫比賽
活動，以寓教於樂
的方式，使小朋友
相互影響，帶動家
長身教作用，以潛
移默化，達到擴大
交通安全宣導效果。

http://www.hccg.gov.tw/ch/home.jsp?id=48&parentpath=0,16&mcustomize=municipalnews_view.jsp&t
oolsflag=Y&dataserno=201705020008&t=MunicipalNews&mserno=201601300025

增設指標、翻新溝蓋…前後站地下道
「貼心升級」民眾行走更安全便利

新竹火車站「前後站地下道」過去50年未翻修，
新竹市長林智堅上任後成功改造，一甩舊有陰
暗潮濕，改造後光線明亮又充滿現代感，每天
逾萬人次出入，基隆市長林右昌更前來取經。
市府日前更升級指標系統及水溝蓋鋪面，除主
線道全面鋪設「細格柵無障礙水溝蓋」，也放
大標示字牌，並於各個出入口增設，讓民眾行
走更安全便利，深獲好評。

http://www.hccg.gov.tw/pubprogram/upload/imgprview.jsp?file=municipalnews/201703161413240.jpg&flag=pic&fileta
blename=MunicipalNewsFile&serno=201703160010&detailno=1&websitedn=ou=hccg,ou=ap_root,o=hccg,c=tw&languag
e=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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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前瞻林智堅市長爭取18.4億元改
善水環境政委吳宏謀承諾全力支持
行政院推動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新竹市長林智
堅提出「新竹左岸整體景觀規劃」、「新竹漁
人碼頭計畫」、「新竹17公里海岸整體規劃」
和「市區水系景觀改善計畫」等四項計畫，預
計投入18.4億元經費，爭取納入前瞻「水與環
境」項目，行政院政務委員兼工程會主委吳宏
謀106年7月5日視察隆恩圳改善工程時肯定建
設願景，承諾「全力支持」，加速推動計畫。

http://www.hccg.gov.tw/ch/home.jsp?id=48&parentpath=0,16&mcustomize=municipalnews_view.jsp&t
oolsflag=Y&dataserno=201707050008&t=MunicipalNews&mserno=201601300307

防汛大作戰全市總動員林智堅市長啟
動「夏季清溝2.0」專案
因應全球氣候變遷，為提高防災效能，新竹市
政府於106年6月14日啟動「全民防汛大作戰
夏季清溝2.0」專案，結合鄰里力量成立「清溝
預備軍」，進行今年度第二次全市水溝巡察，
提升防汛抗澇功能，市長林智堅指出，「防災
勝於救災」，將以萬全準備謹慎面對汛期，全
力防範災害。

http://www.hccg.gov.tw/ch/home.jsp?id=48&parentpath=0,16&mcustomize=municipalnews_view.jsp&t
oolsflag=Y&dataserno=201706140007&t=MunicipalNews&mserno=20160130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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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冷水坑溪大改造！改善淹水、增設步
道林智堅市長：營造友善人行環境
為解決冷水坑溪水患問題，新竹市政府向經濟
部水利署「流域綜合治理計畫」爭取經費，耗
資835萬，進行「冷水坑溪排水應急工程」，並
於12月1日舉行竣工典禮，林智堅市長表示，藉
由此次工程，同時增設人行步道，營造人車分
流的友善人行環境，未來也將針對光復路一段
525巷幾處瓶頸道路，進行拓寬，讓上下班通行
園區更順暢。

http://www.hccg.gov.tw/ch/home.jsp?id=48&parentpath=0,16&mcustomize=municipalnews_view.jsp&t
oolsflag=Y&dataserno=201612010006&t=MunicipalNews&mserno=201601300022 41

竹市易淹水地下道監控再升級林智堅
市長：用智慧科技打造防災新利器

http://www.hccg.gov.tw/ch/home.jsp?id=48&parentpath=0,16&mcustomize=municipalnews_view.jsp&t
oolsflag=Y&dataserno=201611280006&t=MunicipalNews&mserno=201601300027

每逢颱風豪雨，台灣各地積淹水地下道交通意
外頻傳，為更完善即時的掌握災情，新竹市政
府本月針對15 處易積淹水地點的防災監控系統，
投入經費一百萬元、全面升級為光纖網路傳輸，
監控畫面更穩定清晰，新竹市長林智堅說，升
級後防災工作更加完善，要讓竹市成為防災零
死角的安全城市。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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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台唯二「絞吸船」加速新竹漁港疏浚
林智堅市長：漁民作業環境更安全便利
為改善新竹漁港淤沙問題，新竹市政府向漁業
署爭取3000萬經費進行「新竹漁港疏浚工程」，
市長林智堅4月17日赴現場視察，他表示，此次
工程引進全台唯二的「絞吸船」，不僅工程時
間縮短，效能也較傳統平台作業更強，大幅加
速新竹漁港清淤工程，期盼為在地漁民營造更
安全、更便利的作業環境。

http://www.hccg.gov.tw/ch/home.jsp?id=48&parentpath=0,16&mcustomize=municipalnews_view.jsp&t
oolsflag=Y&dataserno=201704170008&t=MunicipalNews&mserno=201601300011

新竹漁港疏浚工程開工林智堅市長：
改善漁民作業環境確保船舶通行安全

http://www.hccg.gov.tw/ch/home.jsp?id=48&parentpath=0,16&mcustomize=municipalnews_view.jsp&t
oolsflag=Y&dataserno=201701160008&t=MunicipalNews&mserno=201601300011

新竹漁港是桃竹苗區重要漁港，但由於航道淤
積嚴重，影響漁民出海捕魚作業，為改善新竹
漁港淤沙問題，新竹市政府向漁業署成功爭取
3千萬經費，進行「新竹漁港疏浚工程」，林
智堅市長表示，工程預計106年9月完工，將針
對新竹漁港的航道進行大規模的清淤，為漁民
朋友打造安全的出海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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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學防治腸病毒衛生局提醒家長掌
握543原則
各級學校已陸續開學，腸病毒疫情也將進入另
一波高峰。為遏止疫情擴散及降低腸病毒流行
之風險，提醒家長可掌握防治腸病毒543原則，
即養成正確「洗手5步驟」：濕、搓、沖、捧、
擦；落實「4要注意」：咳嗽打噴嚏要洗手、
飯前廁後要洗手、玩具要消毒和症狀嚴重要就
醫；還有「3不」原則：生病不上課、不出入
公共場所、不接觸家中年幼弟妹，掌握「防治
腸病毒543原則」就能有效遠離疾病。

http://www.hccg.gov.tw/ch/home.jsp?id=48&parentpath=0,16&mcustomize=municipalnews_view.jsp&t
oolsflag=Y&dataserno=201709010001&t=MunicipalNews&mserno=201601300294

腸病毒快閃宣導出現動物園
小朋友驚呼「大人好萌喔!」
106年4月8日下午在市立動物園，出現一群裝扮
成小學生的萌大人，讓人吸睛！原來是新竹市衛
生局結合東門國小志工團表演腸病毒防治衛生教
育唱遊快閃宣傳活動，向民眾宣導正確洗手對防
疫的重要性，吸引民眾的目光，讓很多家長和小
朋友驚呼「大人好萌喔！」。林智堅市長表示，
好的衛生習慣必須從小養成，期望透過創意、有
趣及走動式衛生教育宣導方式，可以讓家長和孩
子輕鬆記憶正確洗手觀念，並落實在日常生活中，
保護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http://www.hccg.gov.tw/pubprogram/upload/imgprview.jsp?file=municipalnews/201704081506120.jpg&flag=pic&fileta
blename=MunicipalNewsFile&serno=201704080004&detailno=1&websitedn=ou=hccg,ou=ap_root,o=hccg,c=tw&languag
e=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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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醫師體驗營」做齒模、學習AED
急救！學童收穫滿滿立志長大當醫師
衛生局結合新竹市醫師公會、新竹市牙醫師公會
及清華大學快樂兒童社，3月4、5日兩天於清華
大學舉辦「2017醫牙假日營」，藉由醫師專業
知識，以生動活潑教學和體驗，傳遞孩子正確的
醫學及健牙保健常識，小朋友不僅直呼「超有
趣」，更克服看牙醫的恐懼，立志成為幫助別人
的好醫師。

http://www.hccg.gov.tw/pubprogram/upload/imgprview.jsp?file=municipalnews/201703051629481.jpg&flag=pic&fileta
blename=MunicipalNewsFile&serno=201703050003&detailno=2&websitedn=ou=hccg,ou=ap_root,o=hccg,c=tw&languag
e=chinese

暖冬不冷腸病毒流行不退提醒家長加
強防範
新竹市衛生局105年12月9日表示，異於往年，
今年呈現暖冬現象，國內腸病毒流行持續發燒，
仍未見消退跡象，全國腸病毒流行已連續2週超
過流行閾值達160%，本市近2週腸病毒門急診
就診人數亦超過流行閾值達143%，雖然低於全
國，惟仍不可掉以輕心，為遏止疫情擴散及降
低腸病毒流行之風險，呼籲各國小附設幼兒園、
托嬰中心，一旦發現嬰幼童出現類似腸病毒症
狀，應協助家長儘速就醫，並進行通報，避免
引發群聚感染，危害到嬰幼童的健康。

http://www.hccg.gov.tw/ch/home.jsp?id=48&parentpath=0,16&mcustomize=municipalnews_view.jsp&t
oolsflag=Y&dataserno=201612090003&t=MunicipalNews&mserno=20160130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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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範禽流感全國家禽禁宰禁運七天

新竹市動物保護及防疫所106年2月16日表示，
依據行政院禽流感中央疫情應變中心今日召開
會議，指揮官農委會主委林聰賢宣布，自106年
2月17日上午零時起至2月24日上午零時止，全
國家禽禁止移動7天；自106年2月17日中午12
時起至2月24日中午12時止，全國家禽屠宰場
休宰7天。室內飼養且直接送到屠宰場屠宰的白
肉雞，以及1日齡的雛禽不在此限。

http://www.hccg.gov.tw/ch/home.jsp?id=48&parentpath=0,16&mcustomize=municipalnews_view.jsp&t
oolsflag=Y&dataserno=201702160013&t=MunicipalNews&mserno=201601300308

因應新竹縣禽流感疫情竹市加強防範
措施

http://www.hccg.gov.tw/ch/home.jsp?id=48&parentpath=0,16&mcustomize=municipalnews_view.jsp&t
oolsflag=Y&dataserno=201702200005&t=MunicipalNews&mserno=201601300308

新竹市動物保護及防疫所106年2月20日表示，
新竹縣日前湖口鄉郊區遭人丟棄雞隻屍體經確
認為H5N6家禽流行性感冒病毒，本市目前尚
無疫情，為積極防範疫情傳入本轄，請本轄養
禽戶加強警覺並落實各項生物安全防疫措施，
動保所會增派消毒車進行全市畜牧場週邊道路
消毒。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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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範禽流感環保局加強環境巡查
勸導民眾勿餵食禽鳥
新竹市環保局2月24日表示，針對禽流感疫情，
本市目前尚無疫情，為積極防範疫情傳入，已
於新竹市公園及公共場所勸導禁止餵食禽鳥，
並針對養禽場進行周遭半徑2公里之環境巡查，
加強巡檢非法棄置禽類、動物屍體及污染環境
行為，如發現有疑似疫情案件，將即時通報本
市產業發展處動物防疫所處理。

http://www.hccg.gov.tw/pubprogram/upload/imgprview.jsp?file=municipalnews/201702241157390.jpg&flag=pic&fileta
blename=MunicipalNewsFile&serno=201702240003&detailno=1&websitedn=ou=hccg,ou=ap_root,o=hccg,c=tw&languag
e=chinese

暑假已至衛生局推「蚊防四寶」降低
登革熱傳播風險

新竹市衛生局7月3日表示，暑假已至，為防範
登革熱疫情，特請本市六所大學及高中(職)、國
中小等各級學校，於暑假期間持續加強校園環
境管理，並配合「蚊防四寶」，落實病媒蚊孳
生源清除，定期巡檢，以降低登革熱流行風險，
確保學校師生及社區民眾的健康。

http://www.hccg.gov.tw/ch/home.jsp?id=48&parentpath=0,16&mcustomize=municipalnews_view.jsp&t
oolsflag=Y&dataserno=201607030003&t=MunicipalNews&mserno=20160130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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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市疑似病毒性腸胃炎群聚要求補習
班全面停班消毒防治

http://www.hccg.gov.tw/ch/home.jsp?id=48&parentpath=0,16&mcustomize=municipalnews_view.jsp&t
oolsflag=Y&dataserno=201611240012&t=MunicipalNews&mserno=201601300009

新竹市衛生局11月24日表示，今日下午接獲補
習班、教育處通報疑似病毒性腸胃炎群聚事件，
衛生局隨即介入進行疫情調查工作，會同教育
處要求該補習班停班，進行消毒工作，防範疫
情擴散。病毒性腸胃炎非屬法定傳染病，但傳
染力高，季節交替為好發時期，務需嚴加防範。

47

針對竹市水痘案例市長林智堅：全面
調查、施打疫苗和全面消毒
新竹市某國小日前發生多位學生水痘感染，市
長林智堅11月23日前往視察，了解該校環境消
毒工作。林智堅市長說，雖然目前25個案例皆
屬輕微感染，但市府採取嚴格措施，除比照腸
病毒停課標準，更進行全面調查、施打疫苗和
全面消毒，務必在最短時間內減緩水痘感染情
形。

http://www.hccg.gov.tw/ch/home.jsp?id=48&parentpath=0,16&mcustomize=municipalnews_view.jsp&t
oolsflag=Y&dataserno=201611230004&t=MunicipalNews&mserno=201601300009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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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市通報麻疹確定病例籲請民眾提高
警覺如有疑似症狀請儘速就醫

新竹市衛生局8月12日表示，日前接獲通報麻疹
疑似病例，為一名9歲男童，經實驗室檢驗確認
感染，目前男童症狀已趨緩在家休養，衛生局
將持續追蹤個案及接觸者狀況，也呼籲民眾提
高警覺，如有疑似症狀請儘速就醫並告知活動
史及接觸史。

http://www.hccg.gov.tw/ch/home.jsp?id=48&parentpath=0,16&mcustomize=municipalnews_view.jsp&t
oolsflag=Y&dataserno=201608130001&t=MunicipalNews&mserno=201601300009 48

竹市首例茲卡感染症確診病例為境外
移入

新竹市衛生局表示，8月12日接獲疾病管制署
通知一例茲卡感染症確定病例，為國內第5例
新竹市首例茲卡感染症確診，病例為境外移入。
衛生局持續掌握個案狀況，個案目前無不適症
狀防蚊隔離中。

http://www.hccg.gov.tw/ch/home.jsp?id=48&parentpath=0,16&mcustomize=municipalnews_view.jsp&t
oolsflag=Y&dataserno=201608120010&t=MunicipalNews&mserno=20160130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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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費流感疫苗擴大接種！林智堅市長
挽袖響應呼籲民眾把握接種機會

http://www.hccg.gov.tw/ch/home.jsp?id=48&parentpath=0,16&mcustomize=municipalnews_view.jsp&t
oolsflag=Y&dataserno=201612070011&t=MunicipalNews&mserno=201601300009

105年度公費流感疫苗自12月1日起擴大接種，
凡年滿6個月以上「尚未接種之民眾」皆符合接
種資格，新竹市長林智堅今（7）日赴北區衛生
所接種，也關心民眾接種情形。他表示，市府
全力守護市民健康，呼籲市民把握機會，接受
免費的流感疫苗接種，守護自己及家人健康。

49

林智堅市長與「柯媽」何瑞英女士首度
同台「獻聲」代言流感疫苗免費施打
「所有市民的健康，讓我們來保護！」新竹市長
林智堅9月22日和台北市長柯文哲母親何瑞英女
士首度同台錄音，獻聲代言10月1日起跑的流感
疫苗免費施打，他表示，非常高興與柯媽媽一起
參與錄製，期盼讓更多市民知道接種免費疫苗的
訊息，提升接種率，保護自己也保護親友們的健
康。

http://www.hccg.gov.tw/ch/home.jsp?id=48&parentpath=0,16&mcustomize=municipalnews_view.jsp&t
oolsflag=Y&dataserno=201609220005&t=MunicipalNews&mserno=201601300009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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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前夕林智堅市長率團勞軍致贈慰
問金慰勞國軍弟兄辛勞

農曆春節將屆，為體恤國軍官兵平日辛勞，新
竹市政府1月18日在空軍499聯隊飛管大樓舉行
106年春節敬軍活動，林智堅市長率敬軍團前往，
代表全體市民向駐區部隊19個單位致上最誠摯
的敬意與謝意，並致贈慰問金，提前向國軍弟
兄祝賀春節愉快。

http://www.hccg.gov.tw/ch/home.jsp?id=48&parentpath=0,16&mcustomize=municipalnews_view.jsp&t
oolsflag=Y&dataserno=201701180004&t=MunicipalNews&mserno=201601300308

梅姬過境遍地落葉 國軍協助竹市災
後清運

十八尖山遍地落葉，更嚴重的是樹枝掉落，樹
木倒塌，這是梅姬颱風過境後的新竹市，週三
一早新竹市長林智堅就親自到場了解這次的災
害損失，更發放加菜金，感謝這群協助新竹市
災害清運的國軍弟兄及市府同仁們。

https://life.tw/?app=view&no=492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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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台8縣市首長會議竹市登場林智堅市
長：縣市跨域合作共推智慧綠能產業
由北台八縣市組成的「北台區域發展推動委員
會」今1月9日首度在新竹市召開首長會議，共
同宣示打造北台智慧綠能環境，達成中央2025
年非核家園目標。林智堅市長表示，北台八縣
市未來將持續推動智慧綠能產業，成為「亞洲
矽谷」計畫中不可或缺的產業種子，帶動台灣
經濟發展。

http://www.hccg.gov.tw/pubprogram/upload/imgprview.jsp?file=municipalnews/201701091506270.jpg&flag=pic&fileta
blename=MunicipalNewsFile&serno=201701090006&detailno=1&websitedn=ou=hccg,ou=ap_root,o=hccg,c=tw&languag
e=chinese

行政院長林全視察新竹市肯定林智堅
市長火車站、動物園再生計畫
行政院長林全9月24日來到新竹市視察，市長
林智堅提出紓解車流、創造人本環境的「新竹
火車站再生計畫」，及打造棲地式動物園、日
式庭園的「新竹公園再生跨域亮點計畫」，強
調新竹市是座正在甦醒的年輕古城，「建設的
風已經吹起」，將持續推動各項重大建設；林
全院長表示肯定，也期勉「讓一塊錢發揮四塊
錢效果」，推動有國際視野的建設。

http://www.hccg.gov.tw/ch/home.jsp?id=48&parentpath=0,16&mcustomize=municipalnews_view.jsp&t
oolsflag=Y&dataserno=201609240005&t=MunicipalNews&mserno=201601300308 52

強化防災整備 防災NEWS
【城市規劃】

竹苗區首件「簡易型都市更新案」
60年破損老宅將變身嶄新公寓
新竹市政府日前核定竹苗區首件「簡易型都市
更新案」，香山區一處屋齡60多年的矮房及破
舊三合院，即將變身為地下2層、地上10層樓的
嶄新電梯公寓，符合現行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
高齡無障礙升降設備，預計2年內完工。屋主李
先生表示，透過簡易都更的容積獎勵，逐漸取
得全體共有人共識，整建老宅的心願即將實現，
十分期盼新居落成。

http://www.hccg.gov.tw/ch/home.jsp?id=48&parentpath=0,16&mcustomize=municipalnews_view.jsp&t
oolsflag=Y&dataserno=201705040006&t=MunicipalNews&mserno=201601300022

竹市拓寬道路、延伸分隔島林智堅
「多管齊下」讓交通順暢又安全

新竹市武陵路往東大路的路面改善工程近期完
工，拓寬為４線道，有效提升通往東大路車流，
不少用路人直誇：「交通變得更順暢又安全！」
市長林智堅強調，不論是路平或危險路口改善，
都是市民迫切在意的問題，市府團隊將通盤檢
視，還給市民安全、平順的道路。

http://www.hccg.gov.tw/ch/home.jsp?id=48&parentpath=0,16&mcustomize=municipalnews_view.jsp&t
oolsflag=Y&dataserno=201609180003&t=MunicipalNews&mserno=20160130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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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防災整備 防災NEWS
【成果與績效】

竹市獲災害防救業務評比全國丙組
第一林智堅市長期勉持續努力

新竹市消防局12月2日表示，本市執行「105年
災害防救業務訪評」工作，榮獲行政院評定為
丙組第一名特優，行政院昨（1）日下午召開
中央災害防救會報，由行政院長林全親頒績優
獎牌乙面，本市由消防局代理局長李世恭代表
受獎，市長林智堅肯定打火弟兄們投入災害防
救的努力，也期勉秉持「防災工作沒有最好、
只有更好」精神，持續努力為市民提供更優質
的防災服務。

http://www.hccg.gov.tw/ch/home.jsp?id=48&parentpath=0,16&mcustomize=municipalnews_view.jsp&t
oolsflag=Y&dataserno=201612020005&t=MunicipalNews&mserno=201601300025

竹市獲災害防救深耕特優
市長林智堅親領獎
新竹市消防局7月27日表示，為強化中央與地方
政府間災害防救合作與策略交流整合，行政院長
林全訂於今日上午於臺北市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
心，邀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首長舉行「105年
度災害防救交流分享座談會」，並頒發災害防救
深耕第二期計畫績優縣市，本市獲得內政部評定
為特優縣市之一，市長林智堅為彰顯本市對災害
防救工作之重視，親赴會議公開由林院長頒獎表
揚。

http://www.hccg.gov.tw/ch/home.jsp?id=48&parentpath=0,16&mcustomize=municipalnews_view.jsp&t
oolsflag=Y&dataserno=201607270016&t=MunicipalNews&mserno=201601300025 54

強化防災整備 防災NEWS
【成果與績效】

全國衛生保健業務頒獎竹市大贏家
榮獲11獎項破紀錄

105年度「全國衛生保健業務評核」結果出爐，
新竹市衛生局推動衛保有成，榮獲11項獎項，
不但創下歷年獲獎最多紀錄，也是全國進步幅
度最多縣市之一，成為「最大贏家」。市長林
智堅表示肯定，也期勉衛生局繼續努力，守護
市民健康。

http://www.hccg.gov.tw/pubprogram/upload/imgprview.jsp?file=municipalnews/201703221551170.jpg&flag=pic&fileta
blename=MunicipalNewsFile&serno=201703220009&detailno=1&websitedn=ou=hccg,ou=ap_root,o=hccg,c=tw&languag
e=chinese

新竹市河川整治考核12連霸、榮獲全國
「特優」林智堅市長期勉同仁持續努力
為達成「風起新竹、悠遊河畔、親水藍帶」整
治願景，新竹市環保局獲得環保署肯定，於
「全國河川污染整治考核」榮獲全國分區第3
組「特優」。新竹市連續12年得獎不缺席，共
計獲5次特優、7次優等，市長林智堅肯定同仁
的投入，也期勉持續努力，推動河川整治改善
「沒有最好，只有更好！」

http://www.hccg.gov.tw/ch/home.jsp?id=48&parentpath=0,16&mcustomize=municipalnews_view.jsp&t
oolsflag=Y&dataserno=201703110001&t=MunicipalNews&mserno=20160130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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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防災整備 防災NEWS
【成果與績效】

獲衛福部肯定竹市環保局「健康城
市創新成果獎」四連霸

新竹市環保局積極推動節電設施，與工務處合
作設置全市兩萬三千伍佰盞LED路燈，更帶動地
方長者投入綠生活，連88歲長者也投入環保志
工長達23年，成為結合高齡友善與健康城市的
最佳範例。全力落實健康城市、環保局獲得衛
生福利部第8屆台灣健康城市暨高齡友善城市
「創新成果獎-健康城市永續獎」，已連續4年
獲獎肯定。

http://www.hccg.gov.tw/ch/home.jsp?id=48&parentpath=0,16&mcustomize=municipalnews_view.jsp&t
oolsflag=Y&dataserno=201611100009&t=MunicipalNews&mserno=201601300294 55

辦理「105年度防範一氧化碳中毒執
行計畫」榮獲全國乙組第一名

新竹市政府為積極保護市民生命安全，降低一
氧化碳中毒案件發生機率，協助民眾排除一氧
化碳中毒危險因子，經本市消防局落實執行
「¬防範一氧化碳中毒」工作，成績優異獲得
內政部肯定，評定新竹市政府為全國乙組「第
一名」佳績。

http://www.hccg.gov.tw/ch/home.jsp?id=48&parentpath=0,16&mcustomize=municipalnews_view.jsp&t
oolsflag=Y&dataserno=201607030002&t=MunicipalNews&mserno=201601300025 56

強化防災整備 防災NEWS
【成果與績效】

榮獲全台「最幸福縣市」、「幸福最
佳進步城市」林智堅市長：創造幸福
是政府責任
由經濟日報與南山人壽共同主辦的「2016縣市
幸福指數大調查」今（20）日公布結果，新竹
市榮獲全國第一，成為全台幸福指數最高的城
市，更由2015年第10名大幅躍升，榮膺「幸福
最佳進步城市」。呼應主辦單位「最幸福的人，
就是能夠給大家幸福的人」說法，市長林智堅
感謝市民肯定，「我是新竹市最幸福的人」，
未來將更加努力，不負期待，「因為創造幸福，
是政府最重要的責任」。

http://www.hccg.gov.tw/ch/home.jsp?id=48&parentpath=0,16&mcustomize=municipalnews_view.jsp&t
oolsflag=Y&dataserno=201609200008&t=MunicipalNews&mserno=201601300187

滿意度調查竹市長衝第3 林智堅：
持續建設新竹市

天下雜誌公布2017縣市首長施政滿意度調查，
新竹市長林智堅施政滿意度排行，從去年第10
名躍進到第3名，僅次金門縣劉增應及花蓮縣
長傅崐萁。林智堅市長表示，感謝市民支持與
市府團隊的努力，未來將持續為新竹市打拼、
建設。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70912/120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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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防災整備 完成英文版全市各里
簡易避難疏散地圖

本市各里簡易避難疏散地圖已於民國100年

全面完成122各里製作並發放市民參考，各項

圖資並上傳市府官網及消防局、社會處、各區

公所網站提供市民參考。

考量本市轄內有科學工業園區，許多外籍人

士居住，於大規模災害發生時，外籍人士形同

避難弱勢一環，為強化外籍人士及新住民緊急

避難需求，已全面針對全市各里繪製英文版避

難疏散地圖。

26
26

預警監控系統推動

整合本市CCTV防災監控系統路網

建置地下道預警及自動柵欄系統

運用NCDR災害情資網進行決策輔

完整建構災情分析、綜整與派遣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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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1
完成市警局3000支CCTV影

像畫面於市災害應變中心

STEP.2
完成全市10處車行地下道及4處易淹水區排CCTV建置

預警監控系統推動

STEP.3 整合畫面投影至災害應變中心電視牆

27

預警監控系統推動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

地下道積水安啦竹市有警示

系統重新設
定後回報相
關單位設備警

訊通報

通報相關單
位及廠商適
時派員確認

系統誤報

警報確認
啟動災害應
變機制並通
報權責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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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警監控系統推動 由副市長召集辦理NCDR
災害情資網運用說明會
於2016.8.12由本市沈慧虹副市長與NCDR
陳宏宇主任及行政院災防辦周國祥主任，共
同邀請本市防救災業務單位，辦理「災害情
資網」運用說明會，並針對使用心得作分享
與交流。
於2017.9.7持續辦理災害情資網運用與研判
教育訓練課程。

27

預警監控系統推動
與天氣風險公司合作，於每日
及劇烈天氣型態發生時，透過
LINE群組或電話進行通報。

劇烈天氣型態發生時，由協力機
構主動提供分析研判資料並進住
本市災害應變中心。

隨時掌握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情資
研判組所製作各項分析研判資料。

運用EMIC系統即時開設災害應
變中心及災情即時綜整、上傳
及轉通報相關應變局處與單位。

運用google協作平台輔助災情
即時彙整。

建立本市災情通報LINE平台，並
結合市府各防救災單位及警政、
民政等查通系統進行災情綜整。

面對災害處理原則：即時派遣、即時通報、即時追蹤與即時彙整，隨時提供指揮官最新的災情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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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45

本市在過去一年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時數達376.5小時，是歷

年來開設時數最長的一年，但是透過本市各級防救災單位平

時不斷加強研擬各項作業規定、辦理教育訓練及演練等努力

下，並無重大災情及人命傷亡事件發生。

本日聯合訪評承蒙行政院暨各部、會、署、司長官指導，也

感謝各中央單位長久以來對本市各項災害防救之指導及協助，

本市災防工作在林市長、沈副市長及陳秘書長之高度重視及

市府各單位配合推動執行下，各項防救災整備及規劃工作現

已趨完備，但仍有不足部分，敬請各評核官不吝提供寶貴意

見。

謝謝指教

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