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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108年度民防團隊基本訓練執行計畫 

 
壹、依據 

一、民防法。 

二、民防團隊編組訓練演習服勤及支援軍事勤務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 

三、內政部 108 年 3月 26 日台內警字第 1080870858 號函

。 

四、本縣 108年施政計畫。 

五、相關文號：本總隊 108年 1 月 30 日府授警防字第

1080103555號函頒「108年度民防團隊整編執行計畫」。 

 

貮、目的 

配合年度整編作業，落實民防人員訓練，建立民防團隊

廉正、專業、效能及關懷形象，強化民防知識，統一民

防觀念，精進工作技能，以提升協勤運作效能。 

 

參、 施訓單位 
一、民防大、中隊 

（一）主辦單位：本府警察局各警察分局，訂定基本訓練

細部執行計畫，以各警察分局轄區為單位辦理訓

練，召集所屬成員實施。 

（二) 指(輔)導單位：本府警察局(防治科、人事室)。 

二、本縣戰時災民收容救濟站、工程搶修大隊、環境保護

大隊、醫護大隊 

（一）主辦單位：本府社會處、工務處、環境保護局、衞

生局。 

（二）由主辦單位訂定基本訓練細部執行計畫，以大隊、

站為單位，召集所屬成員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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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指(輔)導單位：本縣全民防衛動員會報、本府人事

處、警察局。 

(四)消防大隊依消防法規相關規定辦理。 

三、鄉鎮市民防團 

(一）主辦單位：鄉(鎮、巿)公所。 

（二）指(輔)導單位：本府民政處、人事處、警察局。 

（三）由主辦單位訂定基本訓練細部執行計畫，以各民防

團及民防分團為單位，召集所屬成員實施。 

(四）民防分團及勤務組成員併民防團之訓練日期實施，

並由民防團辦理各項召訓作業。即民防團辦理訓練

時，參加訓練人員為團本部幹部、團員(如消防班、

救護班、防護班……)、 宣慰中隊、小隊、民防分

團及勤務組等人員。 

四、防護團、聯合防護團 

(一)主辦單位：各相關機關（構）、學校、團體、公司、

廠場。 

(二)指(輔)導單位：民防總隊秘書作業組-警察局（防治

科）、各相關機關（構）、學校、團體、公司、廠場

之直轄市、縣（市）政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肆、執行 

一、訓練對象 

      實施訓練單位各民防總隊所屬各任務大隊、站、民防 

團、民防分團及防護團、聯合防護團全部編組成員。 
二、訓練時數 

8 小時，得 1 次或分 2 次實施完畢。 

三、訓練日期：如附件 1。 

四、訓練課目：如附件 2。 

  (一)民防總隊 

 1、民防大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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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專業、效能及關懷為主軸，結合「社區治安」

及「警民共治」理念，編排下列課程： 

(1) 民防相關法令及組訓作業流程、全民國防教育

（含支援軍事勤務要領）、反恐課程、警察機關

協勤民力申請志願服務榮譽卡作業規定介紹（1

至 2 小時）。 

(2)民防人員協助救災要領─災情查報通報、災害搶

救、簡易搜救、緊急救護常識（另配合其他訓

練、演習實施，俾深化協助防救災害知能)。 

(餘就下列課程自行擇定) 

(3)參與關懷社會公益活動要領。 

(4)年度工作重點提示及座談。 

(5)交通指揮。 

(6)警棍術、綜合逮捕術。 

(7)民防動員召集及協勤狀況推演。 

(8)其他與民防工作相關課程。 

2、戰時災民收容救濟站、醫護大隊、環境保護大隊、

工程搶修大隊、消防大隊。 

(1) 民防相關法令及組訓作業流程、全民國防教

育、反恐課程（1 至 2 小時）。 

(2)餘各依單位特性及任務需要，自行排定專業課程。 

3、民防團、民防分團、防護團、聯合防護團 

(1)民防相關法令及組訓作業流程、全民國防教育、

反恐課程（1 至 2 小時）。 

(2)餘各依單位特性及任務需要，自行排定專業課程。 
五、訓練方式： 

(一)各項課程以「精簡實用」為原則，採教官講解、電

化教學、實務操作等方式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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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實施緩降機操作時應派專人指導，並特別注意緩

降機使用年限及壽命，注意安全且於低樓層實施即

可。 

六、訓練教官、教材： 

（一）教官：由各施訓單位依課程編排自行遴聘。為增強

師資陣容，可遴聘外界專業團體、教官、專家學者

擔任講授，惟嚴禁於課程中進行各種商業活動。並

注意專業團體以向主管機關登記有案之團體；教官

以對授課課程內容學有專精之個人為限。課程中如

有商業活動，應即制止，並考量爾後不再續聘授課。 

（二）訓練教材： 

1、「民防相關法令及組訓作業流程」及「全民國防

教育」部分，登載於本府警察局全球資訊網

（http://www.hchpb.gov.tw/index.jsp）可逕

點選服務專區/申辦服務/保安民防檔案下載使

用。 

2、餘課程請各主辦單位，視需要編撰補助教材供學

員使用，或採用電化教學配合實施。 

七、訓練場地： 

(一)各單位應備妥麥克風、電腦（外接喇叭）、投影機

等供教學時使用，播放前請事先檢查機具是否堪用

及清晰。 

(二)訓練場地應明亮通風，布置力求簡樸，以增進訓練

成效為目的。 

(三)各單位應指定專人負責參訓人員之督考點名、管

理、維持秩序及照相。 

(四) 訓練場地內應標示本次訓練橫幅（紅布條）或電

子螢幕。場地外得張貼課程表、座次表、政令宣導、

核生化防護或社教性之標語、漫畫等圖表，俾利提

升學習成效及增進學員對民防工作之認識。 

http://www.hchpb.gov.tw/index.jsp）可逕點選服務專區/申辦服務/
http://www.hchpb.gov.tw/index.jsp）可逕點選服務專區/申辦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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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督考及獎懲 

一、督訓單位 

(一)上級單位： 

1、本縣醫護大隊、環境保護大隊、工程搶救大隊部

分，上級單位為衛生福利部、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內政部營建署各循業務督導或責由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相關局、處逕行實施督評。 

2、餘由行政院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業務會報(國防

部)、臺閩全民戰力綜合協調會報(國防部後備指

揮部)、內政部動員準備業務會報、內政部警政

署及實施訓練團隊之上級機關、相關法令業管機

關（各就所指揮、監督、隸屬或管制運用單位實

施督導）。 

(二)本總隊： 

本縣全民防衛動員會報、本府民政處、人事處、警

察局(人事室、防治科)、本總隊授課教官。 

二、督導實施 

(一)上級單位： 

本基本訓練督導、考核採聯合編組方式辦理，依受

檢單位之民防團隊類別，由其上級機關：行政院全

民防衛動員準備業務會報、內政部動員準備業務會

報、內政部警政署實施聯合督導。 

(二)本總隊： 

以本府警察局為秘書作業組，與本府相關處、科密

切協調、配合，實施聯合督考。 

1、各任務大隊、站： 

由本總隊(本府人事處、警察局)實施督導、考核。 

2、各鄉鎮市民防團： 

由本總隊(本府民政處、人事處、警察局)實施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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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考核。  

3、各防護團、聯合防護團： 
由本總隊(本府民政處、警察局)實施督導、考核；

各級學校防護團部分請本府教育處或軍訓聯絡處

或校外會協助實施督導；各廠場防護團、聯合防

護團部分由本府國際產業發展處（工商科）協助

實施督導。 

三、督考評核項目: 

（一）本總隊及竹北民防中隊及關西鎮民防團為上級(內

政部)抽檢督考單位，請依督導評核表(如附件

3)，以 1 項 1卷方式彙整備檢。 

（二）上級未實施督考評核單位，由本總隊依督導評核

表(如附件 4)，辦理督導評核；本次督評併同督考

各民防團隊整編成效。 

（三）各單位應準備資料如下：民防團隊編組人員名冊

(如附件 5)、民防人員編組通知單(如附件 6)、民

防人員異動報告表(如附件 7)、裝備器材管理名冊

(如附件 8)、緊急聯絡名冊(如附件 9)、應訓人員

名冊(如附件 10)、民防人員召集通知書(如附件

11)及各項民防作業流程等。 

（四）請依督導評核項目，以 1 項 1 卷方式彙整備檢。 

四、獎懲： 

（一）內政部督考警察人員依部頒「獎懲標準」(如附件

12)，辦理績優(劣)者獎懲事宜。 

（二）本總隊評核各單位本次訓練，以區分為「機關組」

(各機關防護團、民防團及任務大隊)、「學校防護

團組」、「公司、廠場(聯合)防護團組」三組分別

核計成績，各取績優前五名，其獎懲標準如附件

13;「警務組」部分於警政署未獲名次時，適用此

表辦理敘獎;有關主辦、配合執行及督導單位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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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與講授人員其獎懲標準亦適用此表辦理敘

獎。 

 

陸、一般規定事項 

一、交通義勇警察大隊、義勇警察大隊、山地義勇警察隊，

分由各業管單位(本府警察局交通隊、保安科)另訂定

督導考核、績效評比執行計畫，據以執行。 

二、本次訓練工作本總隊實施任務編組(如附件 14)，加強

執行督導考核各民防團隊辦理情形外，各級人員均應

全力配合，期宏訓練成效。 

三、各單位編組人員名冊、緊急聯絡名冊、裝備器材管理

名冊及應訓學員點驗名冊，請於施訓前 2 週逕以電子

檔傳送(免備文)本總隊(秘書作業組：本府警察局防

治科業務承辦人警員曾瓊慧，電子信箱：

(fu7917@hchpb.gov.tw)彙辦，傳送後，應主動與本

總隊秘書單位業務承辦人(本府警察局)連繫，並注意

個資法，身分證字號後 4 碼以*標示。 

四、各施訓單位訂定之本(108)年度民防基本訓練細部執

行計畫(內應含應訓人員名冊)，請於 108 年 5 月 20

日前以紙本或電子郵件方式報本總隊(秘書單位：本

府警察局)備查。 

五、本總隊編排預定訓練單位、日期及訓練地點，各單位

如有變更之必要，請於施訓前 14 天以電話(03─

5513431)與本總隊(秘書單位：本府警察局防治科業

務承辦人警員曾瓊慧)聯繫變更日期；未經報准請勿

擅自更改，以利本總隊或上級派員督考；違反者，扣

評核成績總分 10 分。 

六、參訓人員如因故無法到訓者，應事先提出有效證明，

逕向隸屬團隊請假，事後補訓，各單位請將辦理情形

報本總隊備查；經本總隊派員點名未到訓，亦未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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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依規開具補訓單(如附件 15)，補訓仍未到訓者，

依相關規定裁處。 

七、各施訓單位應依本辦法第 7 條規定簽發「召集通知

書」，並於訓練 10 日前送達參訓人員正確簽收。各警

察分局所屬民防小隊長以上幹部之「召集通知書」以

幹部訓練之召訓名義及報到時間、預定解除召集時間

製發，無須再行製發本基本訓練之「召集通知書」。 

八、參訓人員如有請假情形應填製「免除召集申請書」（如

附件 16）及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事後並應俟機實施補

訓。 

九、各單位應於訓練完畢 10日內，自行評鑑辦理訓練之

優劣事蹟，並填報「訓練成果表」及黏貼「施訓實況

照片」各 1 份(如附件 17)，免備文逕寄本總隊(秘書

單位：本府警察局)彙辦。 

十、本訓練時數應登錄於「公務人員終身學習護照」，各

單位主動協調各相關認證權責單位就具公務人員身

分者辦理。 

十一、各單位擔任授課教官及督評者，於辦理完竣後，另

行簽請敘獎。 

十二、本(108)年度實施民防幹部訓練，民防大隊及各民

防中隊小隊長以上幹部，一律參訓。 

十三、本(108)年度民防團隊基本訓練，上級(內政部)訂

於 7 月 11 日督導本縣民防總隊竹北民防中隊及關

西鎮民防團基本訓練，本次督評併同督考各民防團

隊整編成效，請本縣民防總隊竹北民防中隊及關西

鎮民防團妥為整備，以利上級督導評核，爭取佳績。 

十四、各項受檢資料應事先彙齊備檢，未能於督評當日提

交資料受檢者，視同無資料計分；相關業務承辦人

員請全程陪同，如因故不克到場，應指派專人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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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經費 

一、民防大、中隊由本府警察局撥補辦理。 

二、其餘各單位依民防法第 28 條規定，自行於年度自行

編列「教官(含助教)鐘點費」、「誤餐、點心費」、「紀

念品」、 「作業費」及「開辦費」等支應辦理，本總

隊不另撥補經費。 

捌、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另函或電話通知修正。 

玖、附件: 
 附件 1、新竹縣 108 年度民防大隊各民防團隊基本訓練預

定日程表。 

附件 2、108年度新竹縣民防團隊辦理民防團隊基本訓練課程

表。 

附件 3、108 年度民防團隊基本訓練署督評項目表。 
    附件 4、108 年度新竹縣民防總隊民防大隊各民防中隊 

辦理基本訓練督導評核項目表。 
    附件 5、民防團隊編組人員名冊。 

    附件 6、民防人員編組通知單。 

    附件 7、民防人員異動報告表。 

    附件 8、民防團隊裝備器材管理名冊。 

    附件 9、民防人員緊急聯絡名冊。 

    附件 10、民防團隊基本訓練應訓學員點驗名冊。 

附件 11、民防人員召集通知書。 

    附件 12、108 年度民防團隊基本訓練獎懲額度表(警察機

關人員部分)。 

   附件 13、新竹縣民防團隊辦理 108 年度民防基本訓練獎

懲標準表。 

    附件 14、新竹縣民防總隊 108 年度民防基本訓練工作 

任務編組表。 

    附件 15、新竹縣 108 年度民防基本訓練點驗未到補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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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單。 

    附件 16、民防人員免除召集申請書。 

附件 17、新竹縣執行 108 年度民防基本訓練成果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