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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創意提案會報提案表 

提案類別 ■創意點子獎： 創新 組 

提案年度 102年 

提案單位 □團隊提案（台北市政府消防局第二救災救護大隊） 

提案人員 

主要提案人：蔡孟晃貢獻度：20％ 

參與提案人：王靜婷貢獻度：15％、王耀震貢獻度：15％、許志

敏貢獻度：10％、廖炳傑貢獻度：10％、古禮彰貢獻度：10％、

廖坤學貢獻度：10％、黃俊瑋貢獻度：10％ 

提案範圍 
有關本府城市行銷、節慶及大型活動之改進革新事項 

有關各機關業務推動方法、作業流程及執行技術之改進革新事項 

提案名稱 我人生的第一張「消防學習證書」 -烈火童心 119消防學習活動 

提案緣起 

隨著時代變遷，消防法規日趨健全，6層樓以上住家及公眾場

所已設有消防安全設備以提升居家及公共場所火災預防能力，惟

預防災害不僅硬體設備要完整，民眾使用習性防災等軟實力也須

強化，但民眾防災意識低落，以為有硬體設備，我家就是零災害，

因而忽略一些日常預防火災的細節，導致一些原可避免的災害降

臨。 

兒童為國家未來的主人翁，為培養國家防災軟實力、教導未

來主人翁從小養成正確防災觀念及保護生命安全等為我們消防人

員的第一要務，因此，本局將消防學習列車直接駛入校園辦理「烈

火童心 119消防學習活動」，並根據國內、外防災教育資料，規劃

活潑新穎、動態參與之「衝破障礙-煙霧體驗」、「烈焰高手-滅火

器操作」、「天生水手-室內消防栓操作」、「急救我最行-CPR教學」、 

「消防小學堂-防災知識大考驗及消防小偵探生活大調查「電氣火

災三振出局」調查表等 5項必學必會之「消防技能」，取得人生第

1張「消防學習證書」(附件 2)。  

另本局統計近一年半(101.01-102.05)火災案件，總計發生

219件，其中電氣火災 103件，高居火災發生眾多原因之首，探究

其原因係民眾「錯誤使用」電器電源線、插頭及延長線所造成，

現今社會各個家庭中，無不充斥的各式各樣的電器產品，然而民

眾僅知道電器所帶來的功用及效益，卻忽略最基本的「使用安全」

及「維護保養」。錯誤的使用方式使得各個家庭無不暴露於危險之

中，家家戶戶皆隱藏著不定時炸彈，永遠不知道哪天會爆炸，但

可以確定的是如果我們不改正這些錯誤電器使用方式，隱藏在各

家各戶中的不定時炸彈，將使民眾持續暴露在危險之中。 

因此「烈火童心 119 消防學習活動」設計一系列關卡，讓學

童藉由實際參與消防學習活動及「消防小偵探生活大調查」調查

表(附件 3)雙管齊下共同打擊火惡魔、防止火災的發生。「消防小

偵探生活大調查」調查表係以火災調查資料及防災教育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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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民眾易犯的錯誤用電習慣，將複雜難懂的統計數字，規劃設

計成簡而易懂圖文，並及與家長共同合作直接排除家中火災致災

因子，化被動為主動，強化火災預防工作。 

實施方法、

過程及投入

成本 

『突破性策略』 

一、將消防學習列車駛入校園與學童直接面對面進行，將宣導對

象由以往的「大眾」改為「專精」目標。 

二、分站動手學習防火技能，經由活潑有趣的體驗活動，引領學

童一步步強化自身消防常識及臨災時自救之技能。  

三、頒發「消防學習證書」激發學童榮譽感及使命感，提高學童

參與度並推擴消防知識。  

四、防災策略進入家庭直接好用的方式，結合回家作業引導學童

及家長共同動手做檢查，直接排除家中火災危險因子，化被

動為主動，提升火災預防能力 

五、將艱澀難懂與複雜的火災調查專業名詞及統計數據、資料，

轉化為直覺式淺顯易懂的圖示，直接做、錯就改的方式，深

化民眾安全用電習慣，有效預防電器火災。。 

六、調查資料回饋消防局作為新政策推動(未設自動警報設備之住

宅場所應於 106年 12月 31日前完成安裝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及活化現行消防風水師，作為本局未來策進作為。  

七、調查表回收後可進行分析及追蹤管制，有效減少同類型火災

發生。  

『實施過程』 

一、「烈火童心 119消防學習活動」共分為三階段進行：  

(一)第一階段︰烈火童心 119 消防學習活動-由本局第二大隊遴

選 12 所學校國民小學規劃辦理 2 個小時學習體驗活動 5 項

消防學習體驗活動，通過考驗者則給予蓋章認證，並頒發「消

防學習證書」證書。5項消防學習體驗活動說明如下： 

1、衝破障礙(煙霧體驗)：改變以往由煙霧體驗室帳篷體驗方

式，將煙霧體驗與學校教室結合模擬家中環境，讓學童體驗

黑暗的火場中應如何「低姿勢爬行」及了解「關門」的重要，

以利能在火場中順利求生或順利避難。 

2、獵焰高手(滅火器操作):由消防人員實際示範如何操作乾粉

滅火器，並以創新安全環保之水滅火器，讓學童實際操作，

了解滅火器「拉」「拉」「壓」「對準火源根部，左右掃射」

操作要領。 

3、天生水手(室內消防栓操作):由消防人員先示範如何操作室

內消防栓，並讓學童親自體驗室內消防栓之操作方式及水

霧或直線射水不同之處，回家後與家長分享技術。 

4、急救我最行(CPR教學):為響應全民 CPR活動串起生命之鏈，

並讓學童學會生命救命術 CPR 流程叫叫「C」「A」「B」，以

期遇心肺功能停止之患者，能馬上實施 CPR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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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消防小學堂(消防小偵探生活大調查「電氣火災三振出局」

調查表說明) :由消防同仁進行防災知識大考驗及消防小偵

探生活大調查「電氣火災三振出局」調查表說明。讓學童

了解錯誤電器使用習慣及填表方式後，將調查表攜帶回

家，親子同樂共同找出家中電氣火災之危險因子，打擊火

惡魔。 

(二)第二階段：消防小偵探生活大調查「電氣火災三振出局」-

結合以往火災調查資料及防災教育的觀念，找出民眾易犯的

錯誤用電習慣，由簡而易懂圖示調查表讓學童將調查表攜帶

回家後，與家長共同調查家中電器設備使用情形，排除火災

致災因子，藉此方式傳達正確安全電器使用習慣。另與校方

約定時間回收調查表，回收調查表後，針對有錯誤用電習慣

之家庭，進行第三階段消防風水師訪視工作，以減少火災發

生。 

(三)第三階段：活化消防風水師計畫及推動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安

裝-消防人員回收調查表後，分析調查表內容、了解參與學

童家中各項電器使用情形及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安裝情形，針

對有危險因子之住家，結合消防風水師主動出擊，並為居家

安全把脈及製作安裝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摺頁(附件 4)宣導未

安裝之住戶安裝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以提升住家火災避難逃

生時間及能力。 

『投入成本分析』 

一、每年各校向本局申請消防講習案件計 180 件，惟投入大量人

力物力，卻無法估計學童是否有效吸收或提升居家安全，本

次活動針對小學 4 年級學童設計 5 項消防必備技能，從學習

過程中逐一觀察小朋友的防災技術，並進一步予以個別指

導，有效改善以往動員大量人力物力，卻無法得知學童學習

成效。 

二、歷年來本市火災發生原因以電氣火災為首，然以往對於防範

電氣以網站公告及媒體宣傳或辦理宣導活動為主；民眾無法

有效確知自己的用電習慣是否正確，使自己暴露於危險之

中，甚至因電氣火災而造成一生的遺憾；因此本大隊設計消

防小偵探生活大調查「電氣火災三振出局」調查表，將錯誤

的用電習慣以圖表及文字說明，由顯而易懂圖示，讓民眾一

眼就有辦法看出家中哪些電器有問題、哪些錯誤的用電習慣

是應該改善，以改善這些錯誤，減少火災的發生。 

實際執行
（未來預
期）成效 

『實際效益分析』 

一、消防宣導由「大眾」走向「專精」 

改變以往學校防災宣導全學年統一教育大鍋炒的宣導方式，

將消防宣導鎖定為單一學年學童，並蒐集國內、外防災教育

資料，設計規劃「衝破障礙-煙霧體驗」、「烈焰高手-滅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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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天生水手-室內消防栓操作」、「急救我最行-CPR教

學」、 「消防小學堂-防災知識大考驗及消防小偵探生活大調

查「電氣火災三振出局」調查表等 5 項必學必會之「消防技

能」，完成學習認證後獲頒人生第一張「消防學習證書」，付

予榮譽感及使命感，讓學童成為居家防災教育的種子。 

二、消防宣導化被動為主動 

以往消防宣導方式多半為結合學校、社區等場所，使用講習、

發放傳單、張貼海報及辦理活動方式，針對民眾宣達消防觀

念及訊息，此種方式優點為一次可大量宣導民眾消防常識，

但缺點為無法評估民眾是否有確實吸收相關知識；藉由消防

小偵探生活大調查「電氣火災三振出局」調查表，由以往多

主題方式宣導改為重點宣導各個擊破方式，有效傳達消防宣

導訊息；並直接排除家中火災危險因子，化被動為主動式防

災，強化火災預防。 

三、有效降低成本，節省預算 

各式防火、防災宣導海報及 DM，除需至各定點張貼或於各項

活動時發送外，其設計、印製等花費成本較高；以此方式可

節省每年印製海報及傳單的龐大費用，亦可對於消防宣導工

作有實質功效。 

四、消防常識有效分析 

對於回收資料可針對其內容逐項分析了解，並依其分析數據

發現民眾所缺乏消防知識，以訂定日後宣導方向及執行政策。 

五、即時追蹤有效改善 

調查表回收後可針對有錯誤用電習慣之同學家庭，由轄區消

防分隊人員通知學校老師，並於聯絡簿上註記，主動告知家

長應立即改善，另外本局所轄婦女防火宣導隊亦可連繫家長

應立即改善，並約定日程進行消防風水師居家訪視及宣導安

裝住宅用火災警報器，進而改善火災發生率，減少電氣火災

發生，並滅火於初萌之期。 

六、實際執行績效 

(一)「烈火童心 119消防學習活動」 

本次針對本大隊轄內 12 所國民小學 4 年級學生辦理烈火童

心 119消防學習活動，並宣導同學完成 5項消防體驗關卡，

總計宣導學生人數 2,172名，並以 2,172學生為種子，向家

人、親戚、朋友宣傳本次活動所學消防常識，將消防防災觀

念，擴展至各年齡層。  

(二) 消防小偵探生活大調查「電氣火災三振出局」 

1、本大隊製作消防小偵探生活大調查「電氣火災三振出局」調

查表，並以電線及插頭 2方面探討錯誤用電使用習慣，其中

電線部分列舉 8項錯誤使用習慣；另插頭部分列舉 7項錯誤

使用習慣，也針對目前本局推動之住警器政策進行調查(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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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樓層、及安裝情形)。本次回收 1531份，其分析資料如

下。  

2、本次總計回收 1531 份，分析各前 2 項錯誤使用情形其資料

如下: 

 (1)電源線錯誤使用習慣      (2)插頭錯誤使用習慣 

 

 

 

 

 

 

 

 

3、經由分析資料發現民眾容易忽略檢查電源線(78％)是否有破

損及鮮少有定期清潔插頭的習慣(64％)，以這 2項統計數據

為最高，調查結果顯示與本市電氣火災發生因子最高為電線

短路及積污導電相吻合；另外其他比例較高錯誤用電習慣

有： 

(1)電源線是否有被人經過而絆倒的危險?(25％) 

(2)電源線是否綑綁使用?(21％) 

(3)電源線是否以馬口釘 (ㄇ型釘 )或釘子緊壓固定 ?      

(21％) 

(4)電源線及插座處呈現發熱的情形?(25％) 

(5)電源線插頭的刃片有變形的情形?(20％) 

(6)電源線插入插座時出現不穩的「噠噠聲」?(22％)  

4、上述分析資料可明確了解民眾常犯那些錯誤用電習慣，可藉

由政策宣導或訂定全國電線檢查日方式呼籲民眾定期點檢

電源線及插頭；另外消防風水師及婦女防火宣導隊於執行居

家訪視，上述缺失列為檢查重點，一步一步掃除更正民眾錯

誤用電習慣，以期未來能降低電器火災發生率，減少民眾傷

亡及損失。 

5、另外從數據中發現本次調查僅 44 名學童家中電源線及插座

使用方式是正確的，而有 1,487為學童暴露於危險環境中，再

分析 1,487位學童家中有無設置消防安全設備，發現未有消防

安全設備之學童計 1,195位；本局統計 102年 1至 5月傷亡人

數中發現，建築物高度在 1-5層樓傷亡人數最多，高達 100％，

此高度建築物皆無消防安全設備，更需安裝住宅用火災警報

器，以增加其火災初期逃生時間，統計資料發現有 1,195名學

童家中多居住於 1-5層樓，僅 178位學童家中有安裝住宅用火

災警報器(佔 14％)，而有 1,017名學童家中未安裝(佔 85％)，

顯示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本局須持續宣導，並廣設通路以方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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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購置。 

6、本局持續推行消防風水師居家訪視服務，惟民眾願意接受訪

視比例仍偏低，從 1,017位家中未設有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之

學童中發現僅 102 位學童願意接受本局消防風水師居家訪

視，大部分仍不願計接受訪視，因此在政策推廣上仍需加強

宣導，並結合里長共同前往以提高其接受訪視意願；另外可

與媒體結合製作相關專題，並予以播放以提高其曝光度，讓

政府與民眾建立信任感，以提高民眾接受本局消防風水師訪

視意願。 

『後續推廣應用』 

 一、本次烈火童心 119 活動先針對本局第二大隊轄內(大安區、

信義區、南港區)小學推廣，初步推動成效良好，自本(102)

年學年第一學期起，本局已結合教育局擴及至全市國小 5年

級 45,740 名學童消防體驗活動，進行消防防災基本知識介

紹、CPR心肺復甦術、煙霧避難逃生體驗、滅火器及室內消

防栓操作體驗 5項消防體驗，國小消防體驗活動亦可將消防

小偵探生活大調查「電氣火災三振出局」調查表列為活動重

點，調查學童家中用電情形，改正其錯誤電器使用方式，並

從 45,740 家庭(佔本市總戶數 4.47％)延伸至本市各級學

校、里、各區或各辦公室及工作場所，藉此有效降低電氣火

災發生，使民眾遠離火災威脅。 

二、為減少火災發生及降低災害來臨時人員傷亡，本局對於防火、

防災宣導工作不遺餘力，除本次消防小偵探生活大調查「電

氣火災三振出局」調查表，另有設計有關民眾基本逃生觀念

宣導、瓦斯使用安全宣導、防範一氧化碳中毒宣導、及防颱、

防震等宣導，而宣導內容亦可與小小偵探一同結合，藉由簡

單內容，吸引學童一步一步學習消防常識，而小朋友也可以

是家中的安全守護者，經由淺顯易懂的消防知識，帶回家與

父母或祖父母及弟妹等一起學習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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