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車輛部署安全指導原則
課程預計達成目標
本課程內容屬消防人員教育訓練教材性質，目的在於提供各級消
防機關指導救災人員注意救災安全之用。
本課程單元主要提供學習者瞭解救災現場車輛部署的基本概
念，須考量現場狀況及可能發生的危害，並發揮專業能力及經驗法
則，作出適切的車輛部署，以避免車輛或救災人員的危害。

課程摘要
一、前言
二、歷史案例
三、安全注意事項
四、結語

課程本文
一、前言
救災現場車輛部署，對消防人員的救災安全相當重要。除依車輛
部署安全注意事項執行救災外，更應考量轄區地域特性、天候狀況、
水源分佈、樓層高度、交通動線、燃燒型態等各種因素。駕駛及指揮
官應依現場狀況判斷，以專業的能力，預估可能的風險，作出適切的
應變處置，以避免災情擴大及造成人員傷亡。
本指導原則無法涵蓋之特殊情況(非正常環境)下，現場人員應發
揮其專業判斷，綜整人、事、時、地、物之整體情況，作最適時適切
之處置。
二、歷史案例
(一)案例一
1、發生時間：94 年 3 月 25 日
2、發生地點：○○市○○區博愛三路○號○○家具行
3、現場概況：
本案現場為家具行火警，因雲梯車部署位置太近火場，
未保持適當安全距離，搶救過程中現場 竄燒的烈焰突然轉向
逼近雲梯車，造成雲梯車籃架上 2 名消防隊員灼傷，雲梯車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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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及。另因火災現場出現閃燃致另外 2 名消防人員死亡殉職。
4、人員傷亡情形：消防人員 2 人死亡，2 人受傷
5、案例檢討：
有關雲梯車 部 署於火災現場之位置實為一大課題，為
免人員受傷，仍須與火場保持安全距離，並部署防護水線，
以利現場出現意外時，避免遭受波及。
(二)案例二
1、發生時間：87 年 1 月 21 日
2、發生地點：國道中山高速公路○○路段
3、現場概況：
國道中山高速公路苯乙烯槽車因車禍燃燒爆炸，利用雲
梯車升梯放射泡沫時，因車輛 部 署位置太近火場，槽車受
熱爆炸後，波及雲梯車受損及人員受傷。
4、人員傷亡情形：消防人員 1 人受傷
5、案例檢討：
（1）處理危害性化學品引起之火災，應依該化學品特性規劃車輛部
署之安全距離，以防發生意外波及消防車輛及人員。
（2）可於槽車45度角位置部署車輛及人員較為安全。
(三)案例三
1、 發生時間：87年2月27日
2、 發生地點：○○縣○○鄉沿海路1段○號液化石油氣供應處。
3、 現場概況：
廠房內主要設施為儲槽區、液化石油氣槽車灌裝、液化石
油氣瓶裝灌裝場、辦公大樓等區域，廠房佔地約3,700平方公尺。
因加氣管線尚未拆卸，經強力拉扯斷裂，造成瓦斯大量外洩，而
當時灌裝車車尾處又朝向瓦斯洩漏之管線處，而引起燃燒爆炸。
其原因為灌裝管線拉斷造成洩漏，遇火星引爆。
4、 人員傷亡情形：死亡4人（含2名警消、1名義消）
、36人輕重傷（含
8名警消、2名義消）
5、 案例檢討：
（1）瓦斯儲槽或槽車洩漏起火燃燒，可能造成槽體破裂爆炸，內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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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斯存量甚多，其爆炸威力及影響範圍十分廣大，應謹慎應
對。車輛及人員部署宜保持較遠距離，儘量使用固定式砲塔射
水降溫。
（2）可於槽車45度角位置部署車輛及人員較為安全。
三、安全注意事項
(一)與火場保持安全距離
車輛部署應與火場保持安全距離，以防閃爆燃、擴大延燒或
火場倒塌掉落物波及，致車輛撤退不及而遭損燬或人員受傷。
(二)注意爆炸、倒塌及掉落物
部署車輛應注意可能因爆炸、倒塌、廣告物、高樓玻璃或電
線掉落造成車輛、人員之傷害。
(三)部署上風處或較高位置
救災消防車輛，為防止二次傷害，在火災或危害性化學品外
洩事故現場時，應將車輛停放在危害較低之上風處或較高位置
處。
(四)車輛停放注意事項
消防車輛停放應注意土質、坡道、電線、水溝蓋及車側空間
等因素，以策安全。停放於坡道時，除拉起手剎車外，應於輪胎
下放置輪阻器，開啟前後警示燈或停車故障燈。
(五)預留作業及移位空間
消防車部署應預留車輛前後之作業及移位空間。先到車輛之
部署應儘量單邊停放，兩車間距 20 公尺以上，保持路況通暢，
以利靈活調度與操作安全；調度車輛時，須有人員負責指揮。
(六)雲梯車預留操作空間
同時部署 2 輛以上雲梯消防車時應預留適當距離及注意操
作空間，防止屈臂或梯體互撞，發生意外。
(七)雲梯車加大安全距離及預備防護水線
火載量高之建築物，以雲梯車執行救災與防護時，車輛部署
應加大火場安全距離，同時預備水線防護以防火勢突然擴大延
燒，車輛撤退不及而遭損燬。
(八)引導停駐與注意周圍狀況
引導車輛停駐時，需有引導員指引駕駛員利用警笛、引導
燈、手勢、號令或無線電等方式，明確傳達距離、寬度、高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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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安全必要事項予駕駛員；若為夜間引導車輛時，需使用照明
器具。引導車輛時確實注意一般車輛、行人及搬運梯子等搶救活
動之隊員；引導車輛倒車時，應特別注意車輛右後方及上方障礙
物。
(九)車側引導及避免妨礙視線
引導車輛時避免站在車輛前後，儘量於車輛兩側進行引導，
並注意周圍狀況以維自身安全；另應避免站在妨礙駕駛員視線
處。
(十)防止滑動
消防車輛停於斜坡或不平處，應於輪胎下放置輪阻器或使用
專用墊板，防範車輛滑動或受電擊影響。
(十一)注意開門與下車勾纏物品
車輛到達事故地點停駐時，需確認有無行人或後方來車後才
可開啟車門；下車時，需確認安全勿跳下車。另注意消防衣等身
上物品，避免勾纏車上物品及車體構造，造成摔傷及裝備損壞。
(十二)警戒區外停放車輛安全措施
火災現場車輛部署位置於警戒區外時，得放置交通錐、封鎖
帶或警示燈、標示等相關警示裝置，降低交通事故之發生，並協
請警察單位人員到場指揮交通。
(十三)夜間照明
夜間救災，應於火場正面部署照明車或照明設備，確保人員
安全。
(十四)危害性化學品車輛部署
配合執行危害性化學品場所、氣槽車、油槽車災害搶救時，
除依署頒「消防機關配合執行危害性化學品災害搶救指導原則」
外，應注意以下車輛部署安全事項，防範爆炸時波及人車：
1、保持現場人車安全距離。
2、車輛宜停放於堅固牆壁或其他固著物旁。
3、搶救車輛應停放於上風處或較高位置。
4、宜部署於槽車 45 度角位置處，避開危險物品或氣（油）槽車
的車頭、車尾及兩側，以防因槽體爆炸，受內設之防波板波及
影響。
(十五)航空器火災車輛部署
搶救航空器火災時，消防車停放於航空器之距離應考量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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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風向、風速及地形，保持合理之安全距離。避免接近發動機進
氣口及排氣口之危險範圍。停車位置之選定應以能迅速脫離火場
為原則。
(十六)隧道火災車輛部署
1、順向部署、單邊停放
車輛採順向部署救援方式，支援車輛進入隧道時應採單邊
停放，各車相距適當距離，執行中繼供水工作，而非聚集火場
附近，阻塞交通及影響中繼任務。
2、對向車道部署、橫坑進入
隧道若為雙孔單向，車輛得部署於起火隧道對向車道由橫
坑進入起火隧道搶救，並隨時注意撤退路線。
3、救護車由導坑進入
隧道火災時若現場有導坑，救護車輛可由導坑進入，部署
於火點下方附近。
四、結語
(一)指揮官及消防救災車輛司機在災害現場部署車輛時，須注意現場
環境、位置、空間、距離……等因素，避免發生危險。
(二)車輛駕駛員應發揮高度警覺心，恪遵各項安全注意原則。
(三)在車輛行進、倒退及部署時，其餘人員需協助、引導、注意及提
醒等功能，以期維護現場安全。
(四)適時利用輪阻器、照明燈、指揮棒、無線電、封鎖帶、警示燈……
等器材輔助車輛部署安全。
(五)針對執行危害性化學品事故、高樓火災、航空器火災、隧道火
災……等特殊場所災害時，應審慎暸解其車輛部署安全注意事
項，以降低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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