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1 年 2 月 21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 39 名消防員開始在州消防科學院接受培訓  

  
來自 16 個獨立消防部門的 39 名消防新兵將完成為期 11 週的培訓課程以晉身專職消防

員之列  

  
科學院實施 2019 冠狀病毒病安全規程，以保護消防員和學院員工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天宣佈來自 16 個消防部門的 39 名消防員從 2 月 13 日起將在蒙圖

爾弗斯 (Montour Falls) 的州消防科學院 (State Academy of Fire Science) 開始為期 11 週

的嚴格培訓課程，準備成為全職消防員。成功完成課程後，這些應急先遣隊將會取得國家

認證，並在各自的消防部門擔任專職消防員。為了確保這些消防員在為期 11 週的消防新

兵培訓課程中的安全，紐約州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署 (New York State Division of 

Homeland Security and Emergency Services) 已於 2020 年在科學院實施多項健康與安

全措施。目前的這一班消防員將於 5 月 10 日畢業。  

  
「每當情況緊急需要履職之時，我們的消防員都會不顧個人安危，挺身而出保護民眾安

全，我對這 39 位準備投身於這一關鍵公共服務的消防員表示祝賀。」葛謨州長表示。

「從消防科學院畢業時，消防員即具備最先進的技能與知識，得以履行職務——在這一前

所未有的時期裏，我們都知道對此應該抱持感激之心。」  

  
紐約州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署署長帕特克 A. 墨菲 (Patrick A. Murphy) 表示，「全州各

地消防長官的需求強勁，陸續將消防新兵送至學院，完成州內消防新兵的培訓課程。我們

期待能夠接收此批消防學員，學院在 2021 年將會招收四個班，這是第一班。這些消防員

在成功完成培訓課程後即能具備專業技能，應對職業生涯中的各種挑戰。」  

  
火災防控辦公室 (Office of Fir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舉辦的消防新兵培訓課程為志願

者和最近聘用的專職消防員提供基本培訓。在為期 11 週的課程中，消防新兵將會參加 

500 多個小時的課堂與實踐培訓。課堂學習重點為緊急車輛和水泵操作、易燃氣體消防、

救援人員基本技能和基本的消防培訓與操作。消防新兵也會參加日常體能培訓，準備參加

考生體驗測試 (Candidate Physical Ability Test)。結業之後，畢業生會收到由國家消防專

業資格委員會 (National Board of Fire Service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s) 頒發的消防員 

I 級、消防員 II 級和危險品操作等國家證書。  

  



 

 

為了響應州內消防長官的大量需求，科學院現向即將入學的新學員提供纜索救援專項培

訓。操作級別與有害物品技術員模組 1-5。成功完成各個模組之後，消防員將會取得全國

消防服務專業資格委員會 (ProBoard) 頒發的全國有害物品技術員認證。除此之外，即將

入讀的消防員也會參加消防檢查員課程 1 和 2。消防檢查員課程可幫助消防新兵獲得由全

國消防服務專業資格委員會頒發的全國認證，以及由州建築標準與規範局 (Department of 

State Division of Building Standards and Codes) 頒發的建築安全檢查員認證。9 位消防

新兵計畫參加繩索救援與有害物品技術員課程，6 位消防新兵計畫參加消防檢查員課程 1 

及 2。除了繩索救援、有害物品和消防檢查員課程，下一期的消防新兵培訓課程（自 3 月 

13 日開始）的消防員亦可參加急救技師 (Emergency Medical Technician, EMT) 課程。  

  
為了恢復科學院的親授培訓，州內的消防官員已經採取數項綜合性的健康與安全措施，保

護消防新兵在培訓期間的安全。因此，消防新兵現在需要完成在州立設施推行的相同篩選

程序。例如，消防新兵需要檢測體溫，回答一些問題，以確定他們接觸 2019 冠狀病毒病 

(COVID-19 ) 的可能性。消防新兵每週進入科學院時都要完成同樣流程，在科學院內每天

則要完成兩次。  

  
科學院已經採取數個步驟，確保消防員與員工在疫情期間的安全。資訊包括：  

• 大幅減少課程，降低住宿密度；  

• 宿舍採用單人住宿模式，降低人員密度；  

• 科學院內的商業與餐廳區域安裝新的物理屏障，遵守社交距離規定；  

• 調整用餐模式，交錯安排餐廳營業時間，同時將自助餐換成單個員工為單個學生安

排單份膳食的服務方式，以遵守社交距離規定；  

• 根據社交距離規定調整課室座位；  

• 要求科學院的所有人員在公共場所均要佩戴口罩，在餐廳用餐時除外。所有教員和

學員在課室裏除了需要保持社交距離，亦需佩戴口罩。  

• 在所有公共場所安裝額外的手部消毒站；及  

• 確保後勤員工使用合適的個人防護裝備和消防物資，保證所有公共場所和接觸點都

能按照衛生廳 (Department of Health) 的指導進行清潔和消毒。  

  
紐約州消防管理員弗朗西斯·納尼 (Francis Nerney) 表示，「科學院員工、教員與州消防

專員推行多項 2019 冠狀病毒病預防措施，確保這些關鍵的應急先遣隊得以持續培訓，此

舉確實值得讚歎。疫情雖然蔓延，但科學院今年在培訓消防新兵方面仍會非常繁忙。我要

感謝科學院設施、教員和員工對培訓能力的重視。」  

  
目前參加課程的 39 名消防員來自以下消防部門：  

奧爾巴尼郡機場消防部 (Albany Airport Fire Department) 

格倫斯福爾斯市消防部 (Glens Falls Fire Department) 

赫基默郡消防部 (Herkimer Fire Department) 

伊薩卡市機場 (Ithaca Airport) 

伊薩卡市消防部 (Ithaca Fire Department) 

金斯頓市消防部 (Kingston Fire Department) 



 

 

麥迪納村消防部 (Medina Fire Department) 

尼亞加拉瀑布市消防部 (Niagara Falls Fire Department) 

北托納旺達市消防部 (North Tonawanda Fire Department) 

奧尼昂塔市消防部 (Oneonta Fire Department) 

卡爾弗嶺消防部 (Ridge Culver Fire Department) 

山脊路消防部 (Ridge Road Fire Department) 

羅切斯特機場 (Rochester Airport) 

羅切斯特市消防部 (Rochester Fire Department) 

托納旺達鎮消防部 (Tonawanda Fire Department) 

沃特敦鎮消防部 (Watertown Fire Department)  

  
在州火災防控辦公室的安排下，學院提供多個領域的課程，包括有害物品、縱火調查與常

規的消防服務培訓。常規火災服務訓練領域包括滅火、技術救援、消防設備維護、事故指

揮、消防教官培訓、消防官員培訓、消防員健康與安全、調度員培訓、急救醫務人員、急

救醫務人員進修課程、急救醫務人員核心資料試培訓。  

  
火災防控辦公室簡介 

火災防控辦公室為消防員、緊急救援人員、州和地方政府機構、公私院校、紐約州民眾提

供多種服務。紐約州火災防控辦公室透過消防員訓練、教育、火災預防、調查研究、特殊

行動以及技術援助計畫提升公共安全。紐約州火災防控辦公室透過提供這些必要的服務為

紐約州全體民眾的安全做出了重要貢獻。  

  
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署簡介 

紐約州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署為各項工作提供領導、協調及支持，用於阻止、預防、準

備、響應、修復恐怖行動、其他人為災害、自然災害、威脅、火災及其他緊急情況造成的

破壞。如欲瞭解更多資訊，請瀏覽 DHSES Facebook 頁面、在 Twitter 或 Instagram 上

關注 @NYSDHSES，或瀏覽 dhses.ny.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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