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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內政部消防署訓練中心自96年5月19日
起正式開始動工，建置消防及防救災人員
專業訓練基地，預定於98年12月25日興建
完成，訓練中心內部所規劃之各種模擬災
害情境訓練設施，將於99年3月底前完成，
預定99年6月起正式營運，為期使訓練中心
建置完成後，隨即能開辦各項消防及防救
災訓練課程，消防署著手進行整體營運管
理計畫作業，本文主要是探討訓練中心未
來主要的營運規劃方向及重要策略。
The fire fighting bureau training center
of Domestic Affairs Department formally
begins construction since May 19th, 2007 to
establish the training station for fire fighting
and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scue, which is
estimated to complete on Dec. 25th, 2009. The
various training facilities of disaster simulation
circumstances developed by the training
center will be finished by the end of March,
2010 and scheduled to implement in June,
2010. To ensure the various fire fighting and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scue training courses
can be proceeded right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training center, the fire fighting bureau
is undertaking the integrated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planning process.This article is to
discuss the future main operation direction and
important strategies of the training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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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並區分為以各項災害搶救訓練活動為主體的

內政部消防署訓練中心的設置，從法理

防救災訓練場區（38.63公頃），及以人員

上言，具有兩個層面的意義，從組織法上來

辦公、教學、住宿、餐飲、休息等活動為主

看，訓練中心係依據內政部消防署組織條例

的複合型多功能核心區（17.78公頃）等2大

第12條規定，為處理重大災害搶救等應變事

區域。

宜而設置。而在作用法上，依據災害防救法
第16條規定，為處理重大災害搶救等應變事

多功能核心區主要功能在提供教學、住

宜，應設置訓練中心。故此，訓練中心之興

宿、生活服務及行政辦公，以綜合大樓為中

建，不僅係依據內政部消防署組織條例而設

心，方便與周圍建築物間的聯繫與管理，教

置，更凸顯了訓練中心在防救災領域上，所

學區置於核心區東側，以結合相鄰的防救災

具備的特殊價值與意義。

訓練場區，俾進行各項教育訓練課程。宿舍

訓練中心為國內第一處專供消防及防救

生活區置於核心區西側，以結合相鄰的體能

災相關人員，進行防救災相關課程及專業訓

鍛鍊區及餐飲、福利社等區域，提供受訓學

練的場所，並參據國外各種專業防救災模擬

員方便的生活服務與運動機能。主要建築物

設施，於訓練中心內部規劃設置各種多功能

體概述如下：

的防救災模擬訓練設施，未來工程完工後，
除可就現職消防人員實施各種多功能救災訓
練外，並將擴大針對國內各級防救災領域人
員進行訓練，逐步扎實整體防救災基礎，以
提昇全體國人之生命安全保障。

政 策 專 欄

貳、訓練中心基礎條件及設施
空間規劃情形
內政部消防署訓練中心總面積約
109公頃，扣除留設國土保安用
地、交通、水利及回饋公共
設施等用地外，主要設
施建置區域約占
57.48公頃，

一、綜合大樓
為3層建築物，面積共
計5,458平方公尺，建置有辦公
室、會議室、研究室、簡報室、接待
室、服務台、檔案室等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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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大樓
為南棟3層、北棟2層建築物，面積共
計8,559平方公尺，建置有一般教室、資訊
教室、鑑定實驗室、電化教室、救災指揮訓
練室、搜救器材教室、救護實習教室、危險
物品教室、消防安全設備教室、災害搶救教
室等。

三、學員宿舍
為北棟5層，南棟4層建築物，面積共
計10,357平方公尺，建置有2人、4人及8
人型宿舍寢室（3樓另設有樓層安全門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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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進行通訊聯繫與設備操控管理。此外，為
達到環保要求，在整體空間規劃上，將使用
燃料燃燒的訓練場地及直昇機停機坪，配置
於訓練場北側，同時在訓練中心四周亦留設
綠色保育區，充分包圍防災訓練場區，以降
低對社寮社區的空氣污染及噪音影響。主要
◼ 圖2

教學大樓

建築物體概述如下：

一、操作監控塔
設於訓練場區核心，為7樓層建築物，
內部設有集中化的控制室，可監控訓練中心
整體園區動態及各訓練場訓練情形，並作為
事故指揮監控及通訊中心，亦可配合實體操
演，進行災害指揮官管理技術的操作訓練。
◼ 圖3

學生宿舍

二、基礎體技能訓練場
設有400公尺跑道之戶外體能訓練場、
籃球場、50公尺標準游泳池、直昇機停機
坪（除供直昇機升降使用外，並可進行災
時物資調度演習訓練）、生態景觀滯洪池2
座（可進行抽水泵浦操作訓練）、全區道路
（含模擬狹窄巷弄道路，可進行消防救災車

政 策 專 欄

◼ 圖4

餐廳

輛駕駛訓練）、未開發原野區（可進行野外

制，專供女性受訓人員住宿使用），並設有

搜索訓練）及半戶外教室3間、空氣呼吸器

交誼室、盥洗室、廁所、儲藏室、洗衣室、

訓練教室、高低塔訓練教室、游泳池地下觀

曬衣場等。

察室等。

四、餐廳

三、特殊搶救訓練場

為一層建築物，面積合計1,847平方公

依據國內各種常見之災害類型，建置各

尺，設置有廚房、用餐區等空間，提供受訓

種類型多功能訓練場區，計有以下類型訓練

學員用餐使用。

場區：
(一)模擬住宅火災搶救訓練場區：設有

8

在防災訓練場區部分，係以操作監控塔

仿連棟透天住宅模擬臥室床舖火災

作為防災訓練場區的中心樞紐，與各訓練場

搶救訓練場、模擬廚房瓦斯桶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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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櫃架火災搶救訓練場、模擬百貨

救訓練場、住宅鐵捲門及鐵門窗搶

公司火災搶救訓練場、模擬舞廳火

救破壞訓練場、住宅屋頂違建物火

災搶救訓練場、模擬KTV及MTV包

災搶救訓練場、雙節梯加掛梯操作

廂火災及延燒搶救訓練場、模擬電

訓練場、仿集合住宅模擬公寓騎樓

影院火災搶救訓練場、特別安全梯

機車火災訓練場、模擬發電機及配

與電梯緊急操作訓練場、仿旅館大

電盤機房火災搶救訓練場、模擬地

廳吧台火災訓練場、仿旅館客房雙

下停車場汽車火災搶救訓練場、模

人床舖火災訓練場、仿醫院災害搶

擬客廳電視火災訓練場、樓中樓模

救疏散訓練場等。

政 策 專 欄

搶救訓練場、模擬客廳沙發火災搶

擬樓梯間火災訓練場、仿高層樓災
害救援訓練場等。

(三)模擬工廠火災搶救訓練場區：設有
仿工廠倉庫模擬倉儲火災搶救訓練

(二)模擬綜合大樓火災搶救訓練場區：

場、模擬廠房高壓鋼瓶火災搶救訓

設有模擬辦公室電腦火災搶救訓練

練場、模擬卸貨區貨櫃火災搶救訓

場、辦公室屋頂水帶佈線與破壞訓

練場等。

練場、仿綜合商場模擬地下美食街

◼ 圖5

火災搶救訓練場、樓梯通道火災搶

(四)模擬石化廠房災害搶救訓練場區：

救訓練場、模擬實驗室與核生化場

設有石油化工廠儲油槽火災搶救訓

所災害搶救訓練場、模擬零售商店

練場、化學槽車翻覆及火災搶救訓

操作監控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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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場、加油站起火搶救訓練場、液

等等。

化石油氣儲槽及運輸管線起火搶救
訓練場等。

(十)公路及高速道路重大事故搶救訓練
場區。

(五)基礎滅火技巧訓練場區：戶外瓦斯
桶起火滅火技巧訓練場、戶外變電

(十一)長隧道之災害事故應變搶救訓練
場區。

箱起火滅火技巧訓練場、戶外油盤
起火滅火技巧訓練場、戶外流動渠

(十二)地震災害搶救訓練場區：設有震

道起火滅火技巧訓練場、戶外貨車

災倒塌建築物支撐搜救訓練場、

起火滅火技巧訓練場、戶外木材堆

震災瓦礫堆搜救訓練場、震災各

起火滅火技巧訓練場等。

種角度與障礙物破壞搜救訓練
場、狹隘空間救援訓練場。

(六)空氣呼吸器及搜索訓練場區。
(十三)土石流災害人命搜救訓練場區。
(七)船舶火災搶救訓練場區：設有船舶
引擎室起火搶救訓練場、雷達控制

(十四)水上救生員訓練場區。

台起火搶救訓練場、船艙臥舖及通

(十五)潛水員訓練場區。

道起火搶救訓練場、船首油管接頭
及管線破裂起火搶救訓練場等等。
(八)航空器火災搶救訓練場區：設有航

(十六)仿激流水道救生訓練場區。

(十七)高低塔救助技巧訓練場區。

空器乘客座椅起火與延燒搶救訓

政 策 專 欄

練場、駕駛艙起火搶救訓練場、起

(十八)搜救犬原野訓練場區。

落架起火搶救訓練場、空廚火災搶
救訓練場、尾翼引擎起火搶救訓練
場、機翼引擎起火與外洩搶救訓練

總計未來訓練中心可提供訓練人數，每
日最高約達2,910人。

場等等。

參、整體營運管理之規劃策略
(九)捷運及地下場站事故災害搶救訓練

訓練中心建置之主要目的，在於開辦各

場區：設有鐵路線道及地下車站重

項專業訓練課程，因此，整體營運管理的策

大事故搶救訓練場、捷運線道及地

略思考亦以維繫各項訓練得順利運行，由此

下車站重大事故搶救訓練場、捷運

而區分軟硬體設施、教育規劃、人員進駐及

及鐵路車廂起火搶救訓練場、平交

生活服務等領域進行作業規劃。

道與火車出軌災害事故搶救訓練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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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所開辦各種年度訓練課

為提供受訓學員最完善的訓練場所及最

程，如火災搶救訓練、常年

優質的訓練品質，訓練中心將依據各該場所

訓練、各類組合訓練等，除

設定功能，規劃建置相關軟硬體基礎設備，

高階課程直接由消防署規劃

除於教學區設置視訊影像教學系統外，並針

辦理外，其餘多由各縣市消

對災害搶救、救護、火災原因調查、消防安

防局自行規劃辦理，唯因地

全設備、危險物品管理等業務性質，設置相

方需求不一，訓練課程內亦

關需用器材及環境；另於模擬防救災訓練場

各有差異，訓練頻率及時數

區，則依不同模擬情境需求，建置實火模擬

也有所增減，從而造成整體

器及電腦控制系統，可因應學員不同搶救作

訓練的結果不易評量。

政 策 專 欄

一、軟硬體設施部分

為產生不同的變化及反應，以判斷搶救的有
訓練中心完成建置後，每日

效性。

最高可提供訓練人數約達
除此之外，為了達到最佳的訓練效果，

2,910人，屆時將針對國內需

訓練中心亦於空氣呼吸器訓練場地設置立體

求性較大的各種搶救訓練，

鐵籠及製煙器，以模擬侷限空間搜索及救助

結合認證機制，由訓練中心

情境；於船舶及航空器災害搶救訓練場設置

或經師資班合格授證之師資

實體船舶及航空器，使學員體驗真實空間搶

人員進行各種基礎訓練及複

救實境；於長隧道災害搶救訓練場設置實體

訓，有效率的進行各種搶救

隧道空間及仿人行導坑，以模擬長隧道真實

訓練，以充分發揮消防及防

環境場景；於捷運及地下場站災害搶救訓練

救災訓練作為，有效確保整

場設置捷運、鐵路軌道及地下場站實體模擬

體防救災技術能量。

環境，提供學員進行搶救訓練；於激流訓練
場設置大型激流專用馬達，以模擬急流流速
及激流環境，提供水域訓練規劃。

2.結 合 各 類 災 害 模 擬 實 境 訓 練 設
施，提昇訓練品質
為使訓練結果能更實際、更

二、教育規劃部分

直接運用在災害搶救作為

訓練作業係訓練中心建置最主要的目

上，藉由訓練中心所建置各

的，因此在整體教育訓練規劃上，主要分成

種不同功能之防救災模擬訓

以下兩個層面進行規劃：

練場，及相關實火燃燒設

(一)訓練規劃作業
1.整合目前各級消防及防救災訓
練課程
目前中央及地方各級消防機

備、煙霧製造機或其他設
備，建構模擬災害發生時之
實際狀況，讓受訓學員能依
據所見災害的情景，綜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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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之搶救技巧、戰術運用進

開辦，再視年度訓練空檔，

行災害搶救行動，並由電腦

擴大對各級防救災領域相關

系統依據搶救作為，研判動

單位及團隊、一般民眾、各

作的有效性，以檢視學員對

大專院校及國中小以下學生

於實際災害之應變處置能

等，進行通識性防救災課程

力，進而針對缺失或不足之

規劃及訓練，以期整體訓練

處，加以修正強化，以強化

中心建置目標及效益能充分

防救災搶救訓練品質。

展現，並有效率的提昇整體
防救災技術水平。

3.以實務訓練課程為主，學術理
論為輔
訓練中心於規劃訓練課程，

體系化教育訓練架構

政 策 專 欄

係以實務訓練課程為主，再

為期建構體系化的教育訓練

輔以各種新的防救災學術理

作業，訓練中心將針對未來

論，進行整體課程安排，並

擔任課程授課之師資，進行

配合防救災訓練場區所建構

全國性選拔、檢核及高階

出高塔、急流、火場、飛

培育，除邀請國外專家級

機、船舶、地下道、長隧

教官來台傳授外，並專案

道、油槽、土石流、倒塌建

選送赴國外學習最先進的救

築物等各種場景，進行具實

災技術，於返國後擔任訓練

用性的搶救課程規劃，使訓

中心基礎種子教官。此外，

練結果能實際運用於各種災

訓練中心將就現行各種訓練

害的控制、預防及應變處置

教材，通盤進行檢視，針對

上，確實提昇災害應變能

不同受訓對象的技能及對災

力。

害認識的程度，成立教材編
輯專案小組，進行教材編

4.以 現 職 消 防 及 防 救 災 人 員 為
主，民間救難志工為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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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整合師資、教材、裝備，建立

撰，再配合各種訓練課程需
求，提供完善教具、裝備及

為使防災主要戰力能快速提

器材。藉由從課程規劃、師

昇，並於最短時間內完成基

資、教材、裝備器材等整

礎整備及進階強化，未來人

合，連結成一體性的訓練系

員調訓，係以現職消防及防

統，再藉由資訊系統控管，

救災人員為主，並針對最

建構全國各級消防及防救災

迫切需求的訓練課程先行

人員的訓練履歷及證照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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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7

火災搶救訓練

發，將訓練資源平均分配至
全國消防及防救災人員，有
效提昇整體的防救災素質及
搶救能力。
(二)課程設計作業
為避免訓練課程的設計，流於形

◼ 圖8

車禍事故搶救訓練

式或空洞，並確保課程能符合消防及
防救災人員需求，訓練中心特就消防

長隧道搶救訓練班、車禍事故搶救訓

人員所應具備之搶救或技能操作核心

練班、山難搜索救助班、義消火災搶

能力（如基礎掛梯及雙節梯操作、繩

救訓練班等），並依據每種班別訓練

索下降滯空固定、空氣呼吸器著裝及

需求，發給相關之訓練教材，最後依

操作、雲梯車救生及射水操作、手動

年度整體訓練需求，安排訓練流路，

油壓破門器操作、水帶佈線及瞄子操

以期有系統、有效率的展開各項訓練

作、立體水霧滅火操作等等），成立

作業。

專案小組通盤檢視及核選、彙整，再
依據各種核心能力歸納出技術訓練類

三、人員進駐部分

別（如架梯操作類、繩索操作類、火

未來訓練中心除由消防署編配訓練中

場搶救操作類等），同時根據不同類

心行政人員進駐外，配合特殊災害之搜救需

別，進行各種課程教材之編撰。

求，消防署特種搜救隊亦將於訓練中心建置
完成後，進駐訓練中心園區，使受過各種專

再進一步，依據國內各種不同災

業搜救技能的搜救隊員，平時可擔任相關訓

害類型及不同的訓練對象，規劃組成

練課程之教官或助教，就搜救及災害搶救技

各種訓練班別（如火災搶救訓練班、

能傳承受訓學員外，災時並可立即整裝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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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使實務與理論救援作業相互結合，並使
整體災害搶救能量發揮最大運作效能。

四、生活服務及安全管理部分
由於訓練中心地廣人稠，欲達到最佳管
理效益，整體營運管理機制將朝智慧型園區
管理導向規劃，以降低行政管理人力需求。
例如透過電話或對講系統，使各棟行政設施

◼ 圖8

體能訓練

及各救災模擬訓練場區能及時資訊互通，而
藉由操作監控塔整合全區訓練場區安全操作

設施，遴選種子教官派赴國外專業

及設施啟閉連線設計，於異常警訊出現時，

訓練機構受訓。

可及時管理。配合全區監視儀器設備，整合

(三)依據災害環境特性及訓練中心建置

線上園區動態資訊至大門辦公室、操作監控

目標，整合全國各級消防及災害防

塔及行政大樓等地點，使安全管制人員能及

救領域專業師資，逐步進行必要培

時掌握基地狀況，並執行相關必要措施；搭

訓並建立師資資料庫，以因應教育

配全區安全警報系統，於各項安全系統超乎

訓練作業需求。

正常管控範圍時，自動發出警報，及時應變
處置等。

(四)完成各防災模擬實體訓練設施種子
操作員教育訓練工作，並進行訓練
課程模擬教學演練，以建置安全、

此外，有關基地景觀環境維護、學員衣

政 策 專 欄

物或裝備清潔整理、門禁保全，以及餐飲部

(五)訂定訓練中心全區相關設備（施）

門、郵務處理與生活服務等經營管理，則規

年度定期檢修及保固維護計畫，並

劃以外包方式委託民間公司辦理，以節省行

定期進行設備檢查。

政人力負擔，同時提昇營運管理效率。

(六)辦理訓練中心營運管理各項行政所
需相關勞務委外招標作業，含學員

肆、營運管理規劃作為及管理
機制

受訓期間住宿清潔整理、學員膳食

一、主要工作項目

區景觀植栽養護、基地保全巡邏、

(一)訂定教育訓練計畫，辦理年度各種
消防及災害防救訓練班期開辦及相
關事宜。

14

效能的教育訓練環境。

餐飲及生活福利部門服務、基地全

交通運輸服務等事宜。
(七)訂定訓練中心營運管理各項標準規
章（含園區設施使用管理、園區安

(二)訂定實體模擬訓練師資培育計畫，

全維護管理及學員生活作息規定、

針對飛機、輪船、石化工廠、長隧

教學訓練行政管理、場地外借或租

道等各種實體搶救課程及模擬訓練

用維護管理）及各項行政作業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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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關閉後，始得離場，並於每日課程
結束後，由專人全區複查巡視確定相

(八)訂定各項教育訓練及救災模擬實體
訓練場區使用及操作標準作業程

關設備儀器及門禁均已關閉，以確保

政 策 專 欄

守則。

園區設備安全。

序，並訂定安全操作規範。
(九)辦理各種教育訓練所需專業課程教

除對防救災模擬訓練場區外，於

材編輯、印製及各項訓練所需應勤

多功能核心區及其他園區必要設備之

教具器材之採購。

啟動，亦須經由標準作業程序，並由

(十)申請取得ISO服務認證，以標準化
方式進行訓練中心營運管理作業。
(十一)推動國際專業認證及各項防救災

具相關證照或通過相關操作訓練合格
人員進行操作，以維護相關設備之使
用期限，發揮整體最大營運效能。

訓練專業證照核發，以逐步強化
整體消防及防救災人員素質及專
業能力，並與國際消防與災害防
救訓練接軌。

(二)依職掌分工明訂各項管理規章，建
立責任管理機制
針對訓練中心營運管理需求，
分別訂定各項作業規範及計畫，如學

二、營運管理機制
(一)建立安全訓練操作標準作業程序

員生活管理要點、操作訓練及設備器
材管理要點、應勤裝備管理要點、園

由於訓練中心內部所建置之防

區出入安全管理作業要點、園區景觀

救災模擬訓練設施及操作設備，多由

維護管理辦法、園區交通專車作業規

國外進口，屬高精密設備儀器，為

定、場地設施租用管理辦法、教育訓

避免因不當使用或操作，降低整體訓

練師資培育計畫、種子教官甄審及出

練成效，或造成儀器損壞等，將就各

國訓練辦法、模擬訓練設施操作員培

種不同用途之模擬訓練設施之操作流

訓計畫等等，以作為訓練中心營運管

程，建立安全標準作業程序，同時指

理的基本準則。

定接受專業訓練之人員進行操作，同
時為兼顧受訓學員施訓之人身安全，

此外，針對各項全國性訓練課程

於進行訓練時，除有教官、助教及設

及計畫，除指定專責分工人員專案管

備操作人員在場外，另由操作監控塔

理外，並與內政部消防署各相關組室

同步監控，於發生安全疑慮時，立即

指定專責窗口，隨時進行協調聯繫，

關閉相關實火模擬設備，並進行必要

並定期會商檢討，以整體性、前瞻

處置，以維護場區各項設備之正常運

性、一貫性思考策略，建立合理、有

作，同時保障學員安全。相關模擬訓

效、完善之訓練管理機制。

練設備儀器使用後，均由專人檢查確

15

97 年 3 月 號

National Fire Agenc y M inistr y of the Intero r R.O.C( Taiwan)

(三)定期檢討成本支出控管

伍、預期效益

定期針對訓練中心園區各種設

一、對消防及防救災專業技能實質效益

備運轉成本支出，進行成本檢討，並

(一)藉由各種專業模擬防災訓練設施及

依綠建築與節能相關作業規範，律定

專門規劃的防救災訓練課程，可針

各項資源合理使用及節約措施，以避

對國內不同災害之各級災害防救第

免資源浪費；另於園區整體營運規劃

一線人員進行專業訓練，強化各級

上，均採重複使用思考策略，如以制

防救災人員專業技能，如震災搜

式餐盤取代免洗餐具、垃圾環保分類

索、急流救生、火場救災、公路隧

等，以撙節政府整體預算資源，以最

道災害救援、空難緊急應變、船舶

小成本發揮最大效益。

災害救援等，提昇救災專業能力。
(二)遴選國內優秀人才赴其他設有專業

(四)需求導向及目標管理

訓練場先進國家受訓，學習各種先

由於訓練中心係屬專業級防救災

進的救災技術與能力，並將相關學

訓練基地，所招訓對象除現職消防及

習心得編撰成專業教材，進而傳承

義消人員，更遍及各級災害防救專業

到各級防救災人員，使救災更快

機關人員、在校學生等，為期訓練效

速、更專業，並達到最佳的救災成

果確實發揮，除於課程規劃上，參酌

功率。

政 策 專 欄

國內現行相關訓練班期予以整合外，

(三)透過專業級的救災訓練場地的建

並參據日本、美國、英國、新加坡等

置，提供全國第一線緊急應變人員

國家相關防救災教育訓練課程，就我

參與訓練機會，除提昇各應變人員

國災害模式特性、國情需求，以長期

專業救災能力外，亦可利用訓練機

性、策略性、發展性的思維加以融合

會，得以相互觀摩學習，分享救災

後，發展最適合我國防救災教育訓練

經驗及技術心得，進而提昇整體救

課程，以有限的訓練時間及成本，發

災專業能力。

揮最佳的訓練效果。

(四)藉由完整的師資規劃，整合國內各
災害領域的防救災訓練，建立從基

另外，針對不同層級受訓學員之

礎、進階至各種專業級的救災技能

需求，檢討相關課程編排的實用性，

整合訓練，逐步提昇整體救災專業

以及實體訓練的有效性，逐步修正訓

能力，以期於面臨各種災害時，能

練方式或列為後續課程編排之調整參

以最專業的救災技術，保障民眾的

考，以期各項訓練能切合受訓學員與

生命財產安全。

實務機關運作需求，並使訓練能充分
發揮應有效益。

(五)逐步配合災害防救學院，從事災害
防救業務的相關研究課題，同時針
對災害各種物性與化性，進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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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9

泛舟訓練

專案研究，將理論與實務相互結
合，以獲得相輔相成效果。
(六)結合特種搜救隊及中央災害應變備
援中心，使災害防救教育訓練獲得
最佳的演習、操練情境，並藉由特
種搜救實際作業經驗，進行實際模
擬教學，備援中心將提供應變中心
各項軟硬體設施以供操作演練，使
受訓學員不僅止於知識學習、技能
操作，更進一步實際參與救災及應
變作業，務期提昇訓練成效。

二、對消防及防救災應變品質實質效益
(一)以編列年度預算方式作為訓練中管
理維護經費來源，提供各級消防及
災害防救人員訓練機會及意願，並
建構完善之防救災訓練課程及管理
維護，有計畫提昇整體災害應變處
置能力。
(二)提供多功能、多元化及整合型的訓

◼ 圖10

架梯訓練

練場地，並結合應變備援中心實際
操演，提供各級消防機關人員、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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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人員、民間救難團隊及相關災害

三、對消防及防救災服務成效實質效益

防救人員充實的應變訓練，逐步提

(一)藉由各種專業訓練的認證及證照核

昇防救災專業形象。

頒，使訓練結果實際反應於防救災

(三)經由系列性、完整性的訓練課程編

實務工作，遇有災害事故發生時，

排，提高防救災應變訓練的質與

可隨時提供最專業、最有效率的救

量，並提昇災害搶救作為的有效

災服務，提昇消防及防救災最好的

性，以強化第一線災害應變作業的

效能。

質能。

(二)藉由訓練中心的訓練整合，使各種

(四)提供國際級災害搶救訓練技術及場

不同領域的專業團隊，有機會建立

所，同時藉由國際交流合作協定，

相互合作的通路，俾於實際面臨災

與國際先進國家防救災訓練機構相

害情境時，得相互提供救災協助與

互觀摩學習，以提昇國家災害應變

支援，進而真正達到救災無國界的

作為的水準。

願景。

(五)針對各種不同的災害特性，建立全

(三)經由相關訓練的實施及整合，有效

國教育訓練資料庫，並遴選種子教

提昇國內消防及防救災人員的水準

官出國研習先進搶救技能，持續提

及能力，俾於平時救災整備、災時

供受訓學員最新的救災技能及應變

應變及進行搶救作為時，能以同等

機制。

高效能的救災行動，進行最有效的

(六)針 對 訓 練 需 求 ， 統 一 編 訂 相 關 教
材，並依教材提供完善的機具器材

防救災工作，提供全國人民最大的
安全保障。

政 策 專 欄

訓練，從操作面落實消防及防救災

(四)藉由整合災害防救與研究發展、交

的訓練，強化各級防救災人員基本

流互動，使防救災訓練工作能因應

素質，徹底提昇災害應變品質。

災害環境變遷及科技新知，不斷創

(七)提供各類型模擬災害實境的訓練場

新、升級，並直接反應與落實到相

地，以實體模擬情境結合實際操

關教育訓練中，以期普遍提昇防救

演，使災害演訓能結合應變中心至

災工作的品質。

災害模擬訓練場一氣呵成，使參訓

(五)經由ISO專業認證，達到訓練品質

學員得從兵棋操演式的訓練課程，

的標準化、國際化，以提供各級防

學習最正確有效的應變及搶救作

救災人員最好的訓練內容，並回饋

為，落實整體防救災、應變及搶救

至實務防災規劃、資源整備、基礎

機制，以保障民眾生活安全的終極

防災、災害應變與復原重建領域，

目標。

強化國內防救災的基石，以降低災
害的發生率及損害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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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為加強防救災教育宣導，亦將不特定

訓練中心建置的主要功能，即為提昇國

針對國小、國中、大學在校生，開辦防救災

內各級消防及防救災人員之素質、救災能力

冬夏令營，免費進行相關防災教學及初期救

及工作效能，是以，訓練中心建置完成後，

災基礎訓練，以提高參訓意願，強化整體基

如何確實針對各級消防及防救災訓練需求，

礎防災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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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未來發展

規劃最適合的訓練課程及提供最佳的訓練環
境，成為營運管理階段最重要的指標方針。

除此之外，為考量將來可能因災害環境
變遷、新防救災技術或設備研發、因消防人

就訓練中心規劃招訓的對象分析，將包

力充實導致整體容訓量不足等不確定因素，

括消防、義消、民間救難團隊、特考及格受

以致影響營運管理成效，故研擬因應之對策

訓人員、中央警察大學及台灣警察專科學校

如下：

消防科系學生、保安監督人、防火管理人、
消防設備師（士）等，其中仍以消防、義

一、隨時注意災害環境發展之趨勢，針對災

消、民間救難團隊、特考班及在校學生等訓

害特性及搶救重點，研擬規劃最適當的

練為主，並義消、民間救難團隊特性，較無

訓練課程及教具器材，以及時因應災害

法長期接受訓練，故是項人員之訓練規劃則

狀況，作最好的防災、減災準備與應變

採取一日型（每次針對單項技術操作）且多

作業。

梯次循環式設計，並將所需經費編入年度預
算，同時補助其往返交通費用，以增加是類

二、加強國際交流合作，並遴派專業人員出

人員參訓意願，並提昇整體災害搶救能力。

國研修，不斷提昇防救災搶救技能與救
災設備科技新知，以提昇國內防災技術

至於消防設備師（士）、中國石油、

水準，並提供學員最好的訓練品質。

機場消防人員、船員、海空軍救災人員、長
隧道執勤人員、石化廠與高科技廠房工安人

三、配合後續設施擴建及未來開發區擴充應

員等訓練部分，因本案係屬國家重要訓練機

用，建造新型模擬防災設施、實火模擬

構，且設置有各類型災害模擬訓練場所，而

燃燒器，並不斷進行防災設備改良，使

上開各類人員之訓練均有助於提昇國內整體

災害情境能更符合真實狀況，培育參訓

防救災成效，將於未來後續年度內，再視常

學員獲得更具體的災害救援經驗。

規訓練空檔及政策需求，以實務觀點提昇國
內整體公共安全水準目的，不定期進行課程

四、檢討實際運作後學員與課程需求，配合

規劃，所需訓練經費將本於收支平衡原則訂

災害防救學院之建置並視實際需要，擴

定相關收費標準後，循程序報經財政部主管

充餐廳、宿舍、教室，以期擴大容訓需

機關核定後進行相關訓練規劃，以期提昇參

求、充分發揮訓練中心建置功能與強化

訓意願，並擴大訓練層面與績效。

訓練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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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品管理與
化災應變機制探討
Chemical Management & The Discussion of Chemical
Disaster Response Mechanism
文

消防署

林文正

一、前言
由於化學品種類繁多、並常具毒性、易

鄉永興樹脂塗料工廠火災爆炸，造成10人

燃、易爆、腐蝕或物質多重混合（例如：化

死亡（含消防人員3名）、47人輕重傷，財

學品具毒性及易燃易爆性）等危害特性，稍

物損失約1億5,000萬元；1998年2月27日高

一不慎即有可能造成國家經濟重大損失及人

雄縣林園鄉北誼興業公司液化石油氣灌裝廠

命傷亡，諸如：1996年10月7日桃園縣蘆竹

油罐車爆炸，造成4人死亡、36人受傷、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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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就我國現行之「化學品管理現

縣梧棲鎮臨港路與中棲路口發生載運「丙烯

況」、「化災應變機制」等提出說明，並深

腈」槽車洩漏，造成消防人員12人受傷；

切檢討現行化災之環保、消防等單位間應變

2005年11月23日臺南縣新市鄉茂迪股份有

指揮權責等爭議問題，及目前政府刻正透過

限公司火災，造成1人死亡、5人受傷，財物

災害防救體系朝建構推動化災管理與應變整

損失約3億元；2006年1月18日臺南縣臺南

合機制等之情形進行綜合探討，以有效解決

科學園區東雲紡織廠乙二醇火災事故，造成

現行化學品管理與化災應變運作問題，以達

6人死亡、5人受傷等。

到健全化災防救機制之目的。

根據環保署監控化學災害事件統計
顯示，台灣地區近6年來（2001.1.1∼
2006.12.31）發生化學災害事件高達747件

政 策 專 欄

物損失約2,000餘萬元；2003年4月3日臺中

二、我國化學品管理現況
我國化學品管理權責機關，分散在政府
機關各部門間，茲整理如下：

（每年平均發生125件），其中2006年（全
年）化學災害件數統計更高達285件，較年
平均值（125件）多160件（1倍以上），顯
示化學災害事件有與日俱增之趨勢。

(一)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依「勞工安全衛生法」規定，有
關事業經營負責人對於工廠設置之安
全衛生設施應進行安全管理；依「勞

為有效防治化災事故，對於各類化學

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規定，事業經

品平時之運作、運輸、儲存、廢棄等應進行

營負責人應對工廠內之物料搬運與處

有效之預防與管理，當事故發生時，各權責

置、防止爆炸、火災及腐蝕、洩漏等

機關並應本於職權，充分合作，執行災區管

進行安全管理措施；依「危險物及有

制、致災物質之止漏與圍堵、環境污染物監

害物標示及通識規則」規定對爆炸

控、人命搶救等應變任務，事故結束後並進

性、著火性、氧化性、易燃性液體等

行槽車移槽、廢棄物清理等有效之應變處置

危險物品及有機溶劑、特定化學物質

作為，才能有效降低災害損失程度。唯目前

等有害的物質，進行危害標示與安全

國內化學品管理權責分散在政府機關各部

管理。

門間，而化災應變機關權責亦不明確，當事
故發生時，常有發生因化學品應變救災資源

(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無法立即、正確提供在現場執行應變任務的

依「農藥管理法」規定對於農藥

消防、環保、警察等單位應變使用，及事故

之製造、加工、分裝、輸入、輸出、

現場因應變指揮權責尚有不清楚之情形，而

販賣、使用與倉儲管理等實施管理。

造成應變相關單位對事故應變之困擾，故如
何建構一套完善之化學品管理與化災應變機
制，乃當務之急。

(三)經濟部
依「工廠管理輔導法」規定，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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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列管工業區之工廠設立許可、登記

(六)內政部消防署

與其撤銷、註銷、廢止等進行管理；

依「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

依「事業用爆炸物管理條例」規定，

壓氣體設備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規

對爆炸物製造、販賣、輸出入、廢棄

定，對於公共危險物品相關場所之設

等進行管理；依「石油管理法」規

置及安全進行管理；依「各類場所消

定，對於石油之煉製品、輸出輸入、

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對公共

汽柴油批發業及加油（氣）站等進行

危險物品等場所消防安全設備之設計

管理。

及設備進行安全管理事項。

(四)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三、我國化災應變機制探討

依「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規

有關化學災害應變，國內目前係依災

定，對公告列管之258種毒性化學物質

害防救法第3條及第4條規定，毒性化學物

輸出入、運作許可證核發與廢止、運

質災害之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為環保

作行為等進行管理；依「毒性化學物

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

質運送管理辦法」規定，對毒化物之

為縣（市）政府，由環保署針對所公告列管

運送聯單之申報、申請核發運送通行

之258種毒性化學物質執行事故應變；另消

證或運送許可，載運毒化物槽車裝設

防單位則依消防法規定，消防指揮對火災搶

即時追蹤系統等實施運送安全管理事

救得採取使用附近各種水源、截斷電源、瓦

項；另依空氣污染防制法、水污染防

斯、劃定警戒區及強制疏散等作為，執行化

治法等相關規定，分別針對環境之空

學（含環保署公告列管之258種毒化物）災

氣、水等環境污染災害進行污染源監

害現場之火災搶救與人命救助任務。

測及防治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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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災（含258種毒化災）事故目前實務
(五)交通部

運作方式，係多由消防單位接獲事故通報及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

派遣人員出動救災，第一時間抵達災害現場

例」、「道路交通事故處理法」、

之消防人員，並常有主導化災（含258種毒

「鐵路法」、「道路交通安全規

化災）現場指揮及應變作業之情事，環保單

則」、「船舶危險品裝載規則」、

位則於接獲消防單位事故通報後，再判定致

「鐵路運送規則」、「航空器飛航安

災之化學物質是否屬公告列管之258種毒化

全相關事件處理規則」等相關規定，

物，若判定為公告列管毒化物，則依法會全

對陸、海、空運輸工具進行載送危險

力投入救災，若判定為非公告列管之258以

品安全管理及人員教育訓練等安全管

外之其他化學（含非列管毒性化學）物質

理事項。

時，則因環保單位非災害之主管機關，因
此，常有無法全力投入救災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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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共識，故於97年1月15日會中決定，請吳

多、特性不一、處理及安全救災方式亦各不

政務委員澤成邀集環保署及消防署協商，以

相同，第一線消防人員並不具化學、環工背

期能徹底解決爭議問題。

景，對於化學物質特性、搶救處理方式等並

此案吳政務委員已於97年1月17日及25

無法完全了解，於執行救災任務時，若無政

日再邀集環保署、消防署及化學品管理機

府部門化學物質之管理、應變機關人員或專

關、行政院人事及主計、研考等單位就上

家指導，就有可能陷入毒害之危險，嚴重危

開議題開會研商，並決定，有關化災應變

害生命安全，甚至可能因操作處理不當，而

事項，環保署應將化學品納入協助支援應

造成更大災害或造成二次污染、二次危害。

變事項，並朝30分鐘內到場應變，規劃應

有關化災之防救，目前災害防救法僅列

變能量，辦理研訂化學災害相關應變計畫事

有毒性化學物質災害之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

宜；消防署則除持續強化消防人員化災應變

管機關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保署並僅針

救災能量外，並應研擬建立跨單位間災害搶

對公告列管之258種毒化物執行災害防救事

救專業分工合作之災害通報、專業支援、搶

項，其他非環保署所公告列管之毒化物及其

救及現場指揮機制。有關環保署辦理部分，

他化學物質之災害防救，目前則無相關主管

刻正由環保署辦理調查國內各機關化災管理

機關辦理。「化學災害」與「毒性化學物質

與應變能量，並據以研析化災風險研提化災

災害」乃化學災害防救之問題癥結。

應變能量計畫。另有關消防署辦理部分，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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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化學（含毒性化學）物質種類繁

擬訂完成「消防單位執行災害通報及災害現

四、建構推動化災管理與應變整合機制

場與相關單位應變合作作業規定（草案）」

由於化學物質災害管理與應變，涉及

乙種，並訂於97年2月19日邀環保署、農委

勞委會（危害化學品）、環保署（毒性化學

會、經濟部工業局、勞委會、國科會等化學

物質管理與災害事故應變）、內政部消防署

品管理及應變相關權責機關及部分直轄市、

（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交

縣（市）政府共同開會研商。

通部（陸上交通事故）、經濟部（工業區事
故）、地方政府等機關權責，故為健全我國

五、結語

災害防救體系，及有效解決政府各相關單位

此案有關化災管理與化災應變機制問

間對於化學物質災害管理及事故應變權責之

題，經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積極協調，已

爭議，消防署經研擬「化學物質災害事故環

獲結論。消防署將持續強化化災現場消防搶

保單位與消防單位應變與分工」議題，並送

救應變能量，及建構消防單位與各相關機關

請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協調辦理，行政院

間之災害現場合作應變機制，環保署亦已積

災害防救委員會針對上開議題，已於97年1

極辦理規劃建置強化化災現場應變能量中，

月8日邀集災害防救專家學者、地方政府代

政府將朝建構全國化災管理與化災應變機

表等開會研商，並於97年1月15日於災防會

制，以徹底解決化災現場應變等問題，俾達

第34次委員會議再行提案討論，因均無獲具

有效降低災害損失程度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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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強化
The Operations Management & Planning Proﬁle For
The Training Center of National Fire Agency.
文．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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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網路應用的普及，政府機構與企業組織對資訊與網路應用日益增加，
相對資安事件也層出不窮，造成組織與機構資訊安全嚴重威脅，故此，「國家

政 策 專 欄

摘要

資通安全會報」於2007年10月5日發函各機關，促其舉辦相關資安教育訓練與
宣導、規劃演練作業、以強化公務人員資安意識。消防署為全國消防救災最高
行政機關，亦為全國防救災資通訊網路中樞。為確保系統資訊之機密、完整、
可用性，消防署配合資通安全會報相關規定辦理，以確保核心業務正常運作。
In terms of the popularity of internet application, the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and enterprises employ the information and internet application increasingly day by
day. Consequently, the information security incidents emerged in an endless stream
which led to serious threat to the information security of organizations and institutions.
Hence, "the national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 security report" issued formal letter
to all institutions on Oct. 5th, 2007 to advocate holding information security related
training and education and planning exercise tasks to reinforce the information security
awareness to public officials.

The fire fighting bureau is the highest fire prevention

and rescue administration institution, and the pivot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network of national fire prevention and rescue.

To ensure the confidentiality, integrity,

availability of system information, the fire fighting bureau processes in accordance
with regulations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ecurity report to ensure the core
business operate normally.

一、消防署資安業務簡介
為確保消防署核心業務得以持續正常

通安全會報「政府機關（構）資訊安

運作，消防署資安業務，主要基於此目標推

全責任等級分級作業施行計畫」，指

動相關作為，並配合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

定消防署主管資通安全業務之副首長

報、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主計處、

為機關之資訊安全長（CISO），協助

國家安全局及內政部等其他上級機關之資安

首長落實資安維護的責任制，並每年

相關規定、政策或計畫等，有關現階段消防

參加內政部召開之資訊安全長聯席會

署資安政策及辦理情形說明如下：

議，以推動及監督資安業務。

(一)建立資訊安全長制度
依2006年7月20日行政院國家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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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核結果彙整優缺點簽報機關主管後
函發各單位及所屬機關檢討改進，去
年度開始擬配合「政府機關（構）資
訊安全責任等級分級作業施行計畫」
規定，每年辦理2次內部稽核。
(五)進行弱點掃描與弱點補強
◼ 消防署資安教育訓練上課情形

弱點（Vulnerability）的產生可
分類成以下兩種原因，一為程式設計

(二)辦理資安教育訓練

師在設計與撰寫程式時，考慮不夠周

依2006年7月20日行政院國家資通

詳，例如給使用者輸入資料的欄位，

安全會報「政府機關（構）資訊安全

並未驗證資料的正確性或程式存在邏

責任等級分級作業施行計畫」，消防

輯上的錯誤，如SQL injection。另一

署屬資安等級之A級機關，其主官、主

點為使用者設定疏失，例如未設定密

管、資訊技術及一般同仁每年至少應

碼管控或密碼過於容易猜測、在網頁

分別接受4、6、18及4小時之資安教

伺服器上開放的權限給一般網頁瀏覽

育訓練，消防署依其規定，每年邀請

者，及防火牆未正確設定阻擋非預期

資安學者專家，辦理達規定時數以上

的連線等，弱點之存在給駭客進行攻

之資安教育訓練，以強化同仁資安概

擊之可能性，致增加資訊系統之潛在

念。

風險。

(三)辦理所屬機關及外派單位之資安講

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為確保

政 策 專 欄

習

各級政府機關對外服務之資訊系統之

每年配合政風室政風宣導及綜合企

安全性，減少系統因存在有弱點進而

劃組採購講習，辦理消防署所屬機關

遭受有心人士之攻擊、破壞、癱瘓或

及各外派特種搜救隊資訊安全講習，

非法竊取機關機敏性資料，每年辦理

以加強所屬及外派單位同仁資安概

政府機關實機攻防演練，以測試機關

念。

對於網路服務系統安全性，並每月定
期公布各作業系統（OS）、應用軟體

(四)辦理資訊使用內部與外部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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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之弱點及補強方式以為因應。

每年會同政風室，依消防署2004

內政部資訊中心為對所屬機關預為掃

年5月11日消署政字第0930400280號

描偵測，每月辦理所屬機關對外服

「資訊使用管理稽核計畫」，辦理消

務系統弱點掃描作業，消防署每月配

防署內部稽核及所屬機關外部稽核，

合內政部弱點掃描結果，進行系統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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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補強完成後要求複測，以確保消
防署對外服務資訊系統之強度，減少
遭受惡意攻擊之風險。
(六)發布資安通報
為防杜資安事件，防範機先，行
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針對國內外

◼ 駭客利用資訊系統弱點攻擊示意圖

相關資安警訊會
不定期以電子郵
件通知各政府機
關資安聯絡人，
發布資安訊息通
告，其中需使用
者（User）配合
注意事項，消防

◼ 傳統網路入侵攻擊模式

署將其轉發為消
防署資安通報周
知，以降低事件
影響性。
(七)參與資安演練
行政院國家資
通安全會報及內
政部資訊中心每

◼ 社交工程攻擊模示

年針對各政府機
關或所屬辦理資安通報演練及實機攻

(八)強化資安軟硬體設備

防演練，測試機關資安聯絡人之聯絡

配合消防署大坪林廳舍新建工程建

管道是否暢通、檢驗「國家資通安全

置及考量消防署未來資安需求，2006

會報應變網站」所登錄機關資安聯絡

年度購置資料備份伺服器、災難回復

人資料之正確性及測試各機關於發現

系統伺服器、防毒系統伺服器；網路

資安事件時，是否正確、快速執行通

偵測系統、線路負載平衡器及防火牆

報作業，消防署每年配合演練，並於

等資安軟硬體設備，以提昇消防署資

演練前加強必要作為以因應。

安防護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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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來工作與強化作為

1. 演練作業部分：

有關消防署未來資安工作及強化作為除

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每

持續辦理目前工作外，另擬強化消防署社交

年採無預警不定期方式，對資安

工程攻擊及推動消防署資訊安全管理系統認

等級A級機關至少辦理社交工程

證，說明如下：

演練1次，內政部亦自行規劃對

(一)強化消防署社交工程攻擊

所屬A級機關每年不定期於4月底

社交工程 (Social Engineering)，

及9月前至少辦理2次社交工程演

是以影響力或說服力來欺騙他人以獲

練，演練郵件內容係偽冒公務、

得有用的資訊。社交工程造成極大威

個人或公司行號等名義寄發政

脅的原因，在於惡意人士不需要具備

治、公務、健康養生、旅遊等類

頂尖的電腦專業技術，只要企業員工

型，郵件內容包含函連結網址或

對於防範詐騙沒有足夠的認知，就可

Word附檔。

以輕易地避過了企業的軟硬體安全防
護，而騙取到各項帳號密碼、個人

2. 教育訓練部分：

資料、財務資料或公司重要資料等資

依據「政府機關（構）資訊

訊。常見攻擊手法包括假冒為同事；

安全責任等級分級作業施行計

假冒新進員工；假冒廠商、客戶或政

畫」及上開方案，應於每年3月底

府單位；假冒權威人士；假冒系統廠

以前辦理至少含1小時社交工程防

商，表示欲提供系統修補程式或更新

制之資安教育訓練。

程式；假冒好心人士，告訴對方如果
電腦發生問題可以找他，然後製造問
題，讓受害人打電話來求援等。

為因應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
及內政部年度社交攻程演練，消防署

政 策 專 欄

強化作為說明下：
為提高公務人員警覺性以降低
社交工程攻擊風險，行政院國家資通

1.自行辦理社交工程測試：

安全會報2007年10月5日資安發字第

配合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

960100542號函「防範惡意電子郵件

報及內政部年度社交攻程演練，

社交工程施行方案」以規範機關自訂

97年度開始擬採無預警不定期

社交工程防制年度目標、舉辦相關資

方式，針對消防署同仁寄發測試

安教育訓練與宣導、規劃辦理演練作

信，辦理消防署同仁社交工程測

業、以強化公務人員資安意識並檢驗

試，強化同仁資安警覺性，測試

機關宣導成效；其中有關演練及教育

結果依次具名方式簽報，對於開

訓練部分說明如下：

啟惡意郵件比例較高、點閱惡意
郵件所附連結或檔案比例較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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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年度起，消防署將資安教育訓

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防範惡

練提前於3月底及8月底以前分梯

意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施行方案」

辦理完畢。

政 策 專 欄

之「應重點宣導人員」，除依行

規定施以再教育外，另比照消防
署相關獎懲標準，追究相關人員

3.查核電子郵件安全設定：
為減少社交工程測試信件之

及主管之責任。

誤點率及點閱惡意郵件所附連結
2.教育訓練：

或檔案，97年度開始擬藉由年度

依據「防範惡意電子郵件社

資安內部稽核方式，查核同仁電

交工程施行方案」有關於4月底及

子郵件安全設定狀況，並定期發

9月前至少辦理含1小時以上社交

布通報，持續提醒同仁注意電子

工程防制之資安教育訓練規定，

郵件安全設定。

規劃Plam

(二)推動資訊安全管理系統
建立ISMS

（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System,
以下簡稱ISMS）認證

執行Do

維持與改進
ISMS

實作與運作
ISMS

近來資訊安全的議題，已
行動Action

受到各國政府機關及企業組織
高度重視，組織如何運用現有
資源，建立一套符合企業特性

監視與審查
ISMS

及核心業務之資訊安全管理系
統。

檢查Check
◼ 適用於ISMS過程之PDCA模型
表2

ISMS為保障資訊系統之

建置ISMS——過程4步驟

規劃

建立與管理風險及改進資訊安全相關之ISMS的政策、目標、過程及程
序，以產生與組織整體政策和目標相一致的結果。

執行

實做與運作ISMS的政策、控制措施、過程和程序。

檢查

依據ISMS政策、目標及實際經驗、評鑑及在試用時測量過程績效，並
將結果回報給管理階層審查。

行動

基於ISMS內部稽核與管理階層稽查結果，或其它相關資訊採取矯正與
預防措施，以達成ISMS的持續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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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安全，以及維護資訊機密性、完

（構）資訊安全責任等級分級作業施行計

整性與可用性而建制的一套系統，提

畫」中規定，各級政府機關應依資安等級，

供資訊技術、人員訓練、作業管理等

辦理ISMS認證認或推動ISMS觀念，消防署

全方位的防護機制。英國標準協會

屬於資安等級A級機關，其中央應變中心入

（BSI）在1995年提出BS 7799資訊安

口網係於地震、水災及風災等重大災害發生

全規範，國際標準化組織（ISO）於

供中央、縣市及鄉鎮3級防救災機關緊急救

2005年正式採納BS 7799 Part II成為

災之預警、通報、聯絡、災情傳遞、應變、

ISO 27001資訊安全管理系統標準，

處置，以及救災決策之救災共通平台使用，

為現今國際公認最完整的資訊安全管

亦為國內目前最重要之緊急救災應變資訊系

理標準。國家標準CNS 27001「資訊

統，為確保系統持續正常運作，目前雖已實

技術—安全技術——資訊安全管理系

施多項安全防護及備援機制，唯為提昇系統

統—要求事項」於2006年6月16日依

資訊之安全性、隱密性、完整性與可用性，

據國際標準ISO 27001：2005內容完

及依照「政府機關（構）資訊安全責任等級

成制訂，另國家標準CNS 17799「資

分級作業施行計畫」等相關規定，97年度

訊技術—安全技術——資訊安全管理

規劃將中央應變中心入口網納入委外辦理

之作業規範」亦於2006年6月16日依

ISMS建置評估及符合ISO 27001認證，期

據國際標準ISO 17799：2005內容完

能將重要資訊資產能夠獲得詳盡之規劃，並

成修訂，並由經濟部公告。

對於資訊安全事件之分析、管理、緊急應變
處理等提供標準作業程序，以降低因資訊安

ISO 27001採用「規劃—執行—檢查—

全攻擊所造成之營運風險。

行動」（Plan-DO-Check-Act，PDCA）的
過程模型，內容共分成11個領域、39個控

三、結語

政 策 專 欄

制目標、133個控制要點，包括安全政策、

資訊對組織而言就是一種資產，和其他

資訊安全組織、資產管理、人力資源管理、

重要營運資產一樣有價值，因此需要持續給

實體與環境安全、通訊與作業管理、存取控

予妥善保護，現今資訊安全重點強調的是由

制、資訊系統獲取、開發及維護、資訊安全

上而下的整體架構，重視的是「管理」而非

事件管理、營運持續管理與遵循性等領域。

「技術」，妥善的資訊安全管理是確保組織
得以持續成長的重要關鍵，資訊安全管理議

30

透過ISMS之建置，對內可使組織具備

題中最重要的部分──「人員管理」，在過

安全管理能力、架設一套安全防護機制，

去一向為人所忽略，從國內外資安事件中得

對外可防範病毒及駭客入侵，於遭受攻擊

知，人員是資訊安全管理上最大之弱點與最

時，系統仍可維持正常運作能力。有鑑於

大挑戰，因此落實人員安全管理為達成資安

此，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政府機關

之最重要工作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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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令 櫥 窗

爆竹煙火製造
儲存販賣場所設置及
安全管理辦法條文修正
The Amendment of Articles of Regulations Governing
The Manufacturing, Storing and Selling Firework and
Firecracker and its Safety Management.
.
文．圖

消防署

陳仕榕

摘要
「爆竹煙火製造儲存販賣場所設置及安全管理辦法」中，有關爆竹煙火製造場所與
爆竹煙火儲存及販賣場所，兩者因訂定之初參考了不同機關之施行辦法，故此其安全距
離之規範方式不一致。前者依勞工委員會「爆竹煙火製造業安全衛生設施標準」規定，
有關製造場所周圍土地保留寬度及與鄰近建築物等，不論作業或儲存數量多寡，均應保
持相同安全距離。後者則以日本「火藥類取締法施行規則」為標準，以總火藥量多寡作
不同的區分。消防署為求更安全管理爆竹煙火製造儲存販賣場所，重新檢討修正此辦
法，修正7條、新增1條，本文為所修正條文重點介紹。
With regard to firecracker and sparklers manufacturing, storage and selling place, in
"the measure of manufacturing, storage and selling places and security management of
firecracker and sparklers", the security distance standard is inconsistent as referring to the
implementation measures of different institutions in the establishing stage. The former
is according to the rule of labor committee "the standard of security and sanitation of
firecracker and sparkler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e width of ambient land reservation and
adjacent buildings should maintain equal security distance no matter what the operation or
storage volume is. The latter is in light of Japan " gunpowder ban execution rules", which
is distinguished by the volume of total gunpowder.

The fire fighting bureau review this

measure, revise the clause no. 7 and add one new clause to ensure the firecracker and
sparkler manufacturing, storage and selling place are managed more safely. This article is
to introduce the major revised cla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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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重點介紹

本辦法所定對象物，規定如下：

此次修正案共計修正7條，新增1條，

一、第1類對象物：指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

於2007年5月2日以內政部台內消字第

備設置標準（以下簡稱設置標準）第12

0960823392號令修正發布施行，修正重點

條第1款、第2款第1目至第6目、第8目

介紹如下：

至第10目及第12目所列之場所。

第二條

二、第2類對象物：指設置標準第12條第2款
第7目、第11目及第3款所列之場所。

本辦法所定擋牆，規定如下：
一、為鋼筋混凝土、土質、土沙質或其他具

三、第3類對象物：指設置標準第12條第4

有同等以上防護性能之構造；其設置基

款及前兩款以外供人居住或使用之建築

準如附圖1至4。

物。

二、高度不得低於隔離有火藥區建築物高
度。其牆腳與隔離有火藥區建築物之距

四、第4類對象物：指國道、省道、縣道、
鄉道及高壓電線。

離，應在1公尺以上。
五、第3項有關第1類至第4類對象物整理如
本辦法所定防火牆，規定如下：

表1：

一、與倉庫外牆之距離在2公尺以上。

法 令 櫥 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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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二、為鋼筋混凝土構造、加強磚造或鋼骨補

一、本條明定本辦法用語定義，包括：

強之鋼板或防火板構造，並具堅固基

「擋牆」、「防火牆」及「對象物」

礎。

等。

三、倉庫設有天花板者，防火牆高度高於天

二、第1項擋牆設置之目的，主要為爆竹

花板高度50公分以上；無天花板者，防

煙火場所發生爆炸事故時，降低其所

火牆高度應高於倉庫屋頂以上。

造成之危害。

四、鋼板構造之防火牆厚度為0.35公分以

三、有關附圖1至附圖4擋牆之設置基準，

上。但倉庫儲存總火藥量在2公噸以下

請參閱「爆竹煙火製造儲存販賣場所

或總重量在10公噸以下者，為0.25公分

設置及安全管理辦法」之規定，上開

以上。其他材質之防火牆厚度應為3公

辦法可至消防署網站（http://www.nfa.

分以上。

gov.tw/）之「消防法規」項下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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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曬藥場：10公尺以上。

當一般爆竹煙火成品倉庫發生火災
時，可防阻其延燒至廠內其他建築

三、摔炮類以外之一般爆竹煙火成品倉庫：

物，故在設有防火牆之情形下，該倉

如附表1。但設置擋牆或防火牆者，其

庫與廠內其他建築物距離可縮短。

安全距離如附表2。

五、第3項有關第1類至第4類對象物整理
如下表1：

第四條

法 令 櫥 窗

四、第2項防火牆設置之目的，主要用於

四、原料倉庫：依下表規定。但有下列情形
之ㄧ者，不在此限。
(一)儲存數量超過管制量20倍之倉庫，
與設在同一建築基地之其他倉庫間

爆竹煙火製造場所內各建築物間之安全

之安全距離，得縮減至規定寬度之1

距離，規定如下：

3，最小以3公尺為限。
一、作業區之建築物、半成品倉庫、高空煙

(二)同一建築基地內，設置兩個以上相

火及摔炮類一般爆竹煙火成品倉庫：依

鄰儲存氯酸鹽類、過氯酸鹽類、硝

下列公式計算之，其總火藥量無法計算

酸鹽類、硫磺、鐵粉、金屬粉、

者，得以總重量除以5計算之。

鎂、硝酸酯類、硝基化合物或含有
任一種成分物品之倉庫，其相互間
安全距離得縮減至50公分。

安全距離(單位：公尺)
3× 總火藥量(單位：公斤)

表1

前項建築物處理或儲存數量之規定如下：

消防安全設備設置各場所分類第第１類至第４類代表性對象物

類別

各場所消防安全設備
設置標準

第1類

1.第12條第1款
1.電影院、保齡球館、觀光旅館、商場、餐廳、醫
2.第12 條第2 款第1
院、三溫暖 2.第12條第2款第1目至第6目、第8目至
目至第6 目、第8 目
第10目及第12目
至 第 1 0 目 及 第 1 2 2.車站、證券交易所、補習班、圖書館、寺廟、辦公
目
室、體育館、室內溜冰場、電影攝影場、幼稚園

第2類

第12條第2款第7目、 集合住宅、倉庫、電信機械室、汽車修護廠、室內停
第11目及第3款
車場

第3類

第12條第4款及前2款
以外供人居住或使用 高、中、低危險工作場所(工廠)、公寓、透天厝
之建築物

第4類

國道、省道、縣道、
高速公路
鄉道及高壓電線

代表性對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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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竹煙火製造廠設置擋牆、防火牆安全距離

安全距離
區分

建築物之牆壁、柱及地
板為防火構造者

建築物之牆壁、柱或地
板為非防火構造者

0.5公尺以上

未達管制量5倍者
達管制量5倍以上未達10倍者

1公尺以上

1.5公尺以上

達管制量10倍以上未達20倍者

2公尺以上

3公尺以上

達管制量20倍以上未達50倍者

3公尺以上

5公尺以上

達管制量50倍以上未達200倍者

5公尺以上

10公尺以上

達管制量200倍以上者

10公尺以上

15公尺以上

備註：管制量指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第3條第2項附表1
所規範之數量。

一、作業區之建築物及半成品倉庫：總火藥

竹煙火成品倉庫與製造場所內各建築

量1公噸以下或總重量5公噸以下。

物間之安全距離規定。例如：壓藥室
內所處理或儲存之最高火藥量為27公

二、高空煙火及摔炮類一般爆竹煙火成品倉
庫：總火藥量5公噸以下或總重量25公

斤，則以該壓藥室而言，應距周圍建
築物在9公尺以上。

噸以下。

法 令 櫥 窗

三、附表1及附表2之內容，請參閱「爆竹
三、摔炮類以外之一般爆竹煙火成品倉庫：

煙火製造儲存販賣場所設置及安全

總火藥量在10公噸以下或總重量在50

管理辦法」之規定，上開辦法可至消

公噸以下。

防署網站（http://www.nfa.gov.tw/）之
「消防法規」項下查詢。

說明：
一、第 1 項 明 定 爆 竹 煙 火 製 造 場 所 （ 工

四、附表2有關摔炮類以外之一般爆竹煙

廠）之有火藥區內建築物與該場所內

火成品倉庫設置擋牆或防火牆者，其

其他建築物之安全距離，其目的是為

與場內其他建築物之安全距離之規

避免發生事故波及場內其他建築物，

定，原條文僅列有防火牆，鑑於部分

而擴大災害之發生。至第2項則明定

既設場所已設有擋牆，其功能規格較

上開建築物處理或儲存數量之限制。

防火牆為高，爰予增列設置擋牆者，
安全距離亦得縮減。

二、第1項第1款有關作業區之建築物、半
成品倉庫、高空煙火及摔炮類一般爆

34

五、鑑於原料儲存具相當之危險性，為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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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藥室

物，參酌「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

處理火藥量
27 kg以下

壓藥室
12公尺以上

處理火藥量
64 kg以下

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規
內安全距離規定。

公尺以上

9公尺以上

定，於第1項第4款明定原料倉庫之廠

12

12公尺以上

六、爆竹煙火製造場所內各建築物間之安
全距離，係以其外牆或相當於該外牆

排炮成品倉庫

之設施外側，與廠區內其他建築物外

儲存火藥量
3000 kg以下

法 令 櫥 窗

免發生災害時波及場內之其他建築

10公尺以上

10公尺以上

曬藥場

牆或相當於該外牆設施外側之水平距
離計算。

◼ 圖1

爆竹煙火製造場所內各建築物間之安全距離

七、有關爆竹煙火製造場所內各建築物間
之安全距離，係以其建築物內所放

四、原料倉庫：

置之最高火藥量，加以計算其安全距
離。有關爆竹煙火製造場所內各建築

(一)與第1類對象物之距離，應在50公
尺以上。

物間安全距離說明如圖1。
八、有關爆竹煙火製造場所有火藥區內建

(二)與第2類對象物之距離，應在30公
尺以上。

築物之處理或儲存數量限制之整理如
表3：

(三)與第3類對象物之距離，應在20公

第五條

尺以上。

爆竹煙火製造場所之有火藥區內，各建
築物與廠區外鄰近場所之安全距離，規定如

(四)與第4類對象物之距離，應在10公
尺以上。

下。但有設置擋牆者，得減半計算：

一、作業區及半成品倉庫：如附表3。

註：附表3、附表4及附表5內容，請參閱
「爆竹煙火製造儲存販賣場所設置及

二、高空煙火及摔炮類一般爆竹煙火成品
倉庫：如附表4。

安全管理辦法」之規定，上開辦法
可至消防署網站（http://www.nfa.gov.
tw/）之「消防法規」項下查詢。

三、摔炮類以外之一般爆竹煙火成品倉
庫：如附表5。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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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竹煙火製造廠安全管理－火藥量

建築物名稱

總火藥量

總重量

作業區之建築物及半成品倉庫

1公噸以下

5公噸以下

高空煙火及摔炮類一般爆竹煙
火成品倉庫

5公噸以下

25公噸以

摔炮類以外之一般爆竹煙火成
品倉庫

10公噸以下

50公噸以下

一、本條係明定爆竹煙火製造場所之有火
藥區內作業區及庫儲區之建築物，與

煙火製造場所外鄰近場所之安全距離
如圖2。

該廠外鄰近建築物或公共設施之安全
五、本條第4款有關火藥區內原料倉庫與

距離。

廠外安全距離如表4：
二、爆竹煙火製造場所之有火藥區與廠外
鄰近建築物或公共設施之安全距離，
係自有火藥區內建築物外牆或相當於
該外牆之設施起算。

第八條
曬藥場曬藥架之材料應為木質或竹質，
並以竹釘或籐條固定之，使用鐵釘者，應不
得外露；曬藥盤之材料應為木質、竹質或其

法 令 櫥 窗

三、本條但書明定在設置擋牆情況下，火
藥區內建築物與廠外安全距離得減半

定，以免發生摩擦。

計算。
說明：
四、有關表3之規定，以排炮配藥室（屬
有火藥區內作業區）為例，其與爆竹
表4

本條明定曬藥場與製造場所內各建築物之
距離，及曬藥架、曬藥盤等材質規定。

爆竹煙火製造廠安全管理－與場外對象物安全距離

廠外對象物之類別

原
料
倉
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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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發火材料。曝曬時應保持曝曬物品之穩

與廠外對象物之安全距離

第1類 (如甲類場所、車站等)

50

第2類 (如集合住宅、丙類場所等)

30

第3類 (如丁類場所、公寓、透天厝等)

20

第4類 (如國道、省道、縣道、鄉道及高
壓電線)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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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不得使用馬達或動力設備。

12m以上

48m以上
排炮配藥室
(火藥量5kg)

36m以上
有火藥區

法 令 櫥 窗

他不因磨擦、撞擊產生火花之金屬。

省道
（第4類）

八、不得設置於潮濕地面。

無火藥區

醫院
（第1類）

集合住宅
(第2類)

九、窗戶及出入口應有防 措施。

24m以上 爆竹煙火工廠

十、設置安全監控設施。
工廠
（第3類）

◼ 圖2

爆竹煙火製造場所有火藥區內建築物與廠外
之安全距離（以配藥室為例）

十一、摔炮類以外之一般爆竹煙火成品倉庫
儲存總火藥量超過5公噸或總重量超
過25公噸者，應以火藥量3公噸以下

第九條

或重量15公噸以下為準，以厚度10

第9條爆竹煙火製造場所之庫儲區，其

公分以上鋼筋混凝土或厚度15公分以

構造、設備應符合第6條第7款、第9款、第

上加強磚造構造之隔間牆區劃分隔。

10款及下列規定：

隔間牆應設置至屋頂；倉庫設有天花

一、為鋼筋混凝土、磚石等不燃性材料建造

板，且能確保防火區劃完整者，得設

之一層建築物。

二、屋頂及天花板使用適當強度之輕質隔熱
性材料。

三、地面為水泥粉光或磨石子地，上舖木質
墊板，為木質地板者，鐵釘不得暴露於
外，其高度距地面10公分以上。

四、儲放爆竹煙火原料、半成品或成品時，
應距周圍牆面5公分以上。

置至天花板。

十二、倉庫通路面積應占倉庫樓地板面積
20%以上。

說明：
一、第1款至第6款有關爆竹煙火製造場所
庫儲區之規定說明如圖3。
二、第5款於門口設置棕墊或塑膠墊，以
防帶入泥沙，係為避免泥沙帶入作業
室後，因摩擦而產生火花。

五、倉庫前舖設水泥光面地坪，門口設置棕
墊或塑膠墊，以防帶入泥沙。

三、第6款所稱不因磨擦、撞擊產生火花
之金屬，係指金、銀、銅等延展性佳

六、門應向外開啟，其金屬配件為銅質或其

之軟性金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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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9款所稱防盜措施，包含上鎖、安
裝防盜警報系統等。

之30分鐘以上防火時效之防火門，內外
門板均有防盜措施。

五、第10款明定爆竹煙火製造場所之庫儲

五、四周牆壁、地板，以厚度10公分以上之

區應裝設安全監控設施，以監看人員

鋼筋混凝土或20公分以上之加強磚造建

及物品之進出情形，錄影資料應存檔

造。

保存，俾供隨時查閱，以落實管理。
六、設兩個以上之通風孔，並護以鐵絲網，

六、第11款明定摔炮類以外之一般爆竹煙
火成品倉庫儲存數量達一定量以上者

通風孔之寬度在20公分以上者，每隔5
公分加設直徑1公分之鐵柵。

應以隔間牆區劃分隔，以降低災害風
險。有關牆之高度，以設置至屋頂為

七、周圍設置排水溝。

原則，俾有效阻隔延燒，但設有天花
板，且能確保防火區劃完整者，其高
度得設置至天花板。如圖4。
七、第12款明定倉庫通路面積應佔20%以

八、周圍牆壁、地板、天花板，不得裝置有
易生火花之金屬板。

九、設置溫度計、溼度計。設有照明設備

上，係為避免倉庫大量儲存，造成搬
運或查核困難。

法 令 櫥 窗

為獨立之一
層建築物

屋頂及天花板使用適當
強度之輕質隔熱性材料

第十七條
達管制量以上之高空煙火及摔炮類一般
爆竹煙火儲存場所，其位置、構造及設備應
符合下列規定：
門應向

一、儲存總火藥量應在5公噸以下或總重量
應在25公噸以下，其與鄰近場所安全距

棕墊或
塑膠墊

離符合表5規定：

水泥光面地坪

二、不得設置於潮濕地面。

20cm

20cm
地面為水泥粉
光或磨石子地
上舖木質墊板

三、應為鋼筋混凝土造或磚造之一層建築
物。

庫儲區地面

四、設置兩道門板，外層為厚度3公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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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3

爆竹煙火製造場所庫儲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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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電線，並應設置自動遮斷器或場外開

十三、儲存場所通路面積應占儲存場所樓地
板板面積20%以上。

關等。

法 令 櫥 窗

者，應為防爆式電燈，配線為地下嵌入

說明：
十、應設符合CNS12872規定之避雷設備，

一、高空煙火及摔炮類一般爆竹煙火危險

或以接地方式達同等以上防護性能者。

性較高，故應具有較嚴格之儲存基

但因周圍環境，無致生危險之虞者，不

準。

在此限。

二、因爆竹煙火在潮溼之狀態下，其火藥
十一、設土堤或擋牆。但儲存總火藥量2公

吸溼結果易降低其原有性能。另如含

噸以上或總重量10公噸以上者，應設

有硝酸酯類之火藥在一定溫度及溼度

土堤。

下易自燃起火，基此，爆竹煙火儲存
場所應設於乾燥之地點，不宜設於潮

十二、設置安全監控設施。

濕地面。

天花板有
防火區劃

火藥量≦5,000kg

火藥量≦3,000kg

火藥量≦3,000kg

10cm以上鋼筋混凝土
或15cm以上加強磚造

天花板有
防火區劃
火藥量
≦3,000kg

火藥量
≦3,000kg

火藥量
≦3,000kg
火藥量
火藥量
≦3,000kg ≦3,000kg

◼ 圖4

火藥量
≦3,000kg

火藥量
≦1,000kg

摔炮類以外之一般爆竹煙火成品倉庫隔間牆設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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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火藥量與安全距離（一）

安全距離(單位：公尺)

儲存總重量
(單位：公噸)
儲存總火藥量
(單位：公噸)

與
第
1
類
對
象
物
離
距

與
第
2
類
對
象
物
距
離

與
第
3
類
對
象
物
距
離

與
第
4
類
對
象
物
距
離

法 令 櫥 窗

超過4，5以下

超過20，25以下

210

150

105

50

超過3，4以下

超過15，20以下

190

140

95

50

超過2，3以下

超過10，15以下

170

130

85

45

超過1.7，2以下

超過8.5，10以下

150

100

75

35

超過1.4，1.7以下

超過7，8.5以下

140

100

70

35

超過1.1，1.4以下

超過5.5，7以下

130

100

65

35

超過0.9，1.1以下

超過4.5，5.5以下

120

90

60

30

超過0.7，0.9以下

超過3.5，4.5以下

110

85

55

30

超過0.5，0.7以下

超過2.5，3.5以下

100

80

50

25

超過0.3，0.5以下

超過1.5，2.5以下

90

70

45

20

超過0.2，0.3以下

超過1，1.5以下

80

60

40

20

超過0.1，0.2以下

超過0.5，1以下

70

55

35

15

0.1以下

0.5以下

60

45

30

15

三、第1項第4款規定設置兩道門板，係為

五、第1項第6款設置通風孔之目的，係利

防盜之考量，故明定均要有防盜措

用設孔通風，以防止地板不易乾燥，

施（包含上鎖、安裝防盜警報系統

而使儲存場所內溼度提高。但是，為

等）。其外層為厚度3公釐以上之30

防止因設置通風孔而導至鼠類或人為

分鐘以上防火時效防火門，而內門一

惡意破壞，因而規定通風孔每隔5公

般為木製即可。

分加設直徑1公分之鐵柵。

四、儲存數量以總重量計算時，不含包裝
用紙箱之重量。

六、第7款設排水溝，主要係作為清洗儲
存場所地面可能殘留火藥後，順利將
水排出之措施，但因非製造作業火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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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尚需有短暫儲存，尤其是離島或

室需設置廢藥沈澱池。

東部地區，故明定施放前臨時儲存場
所之位置、構造、設備及安全管理相

七、第11款但書規定儲存總火藥量2公噸

關規定，避免高空煙火自倉庫運送至

以上或總重量10公噸以上者，應設土

施放地點後不慎引發意外事故，以維

堤，係考量土堤係用沙石推積成，即

護公共安全。

法 令 櫥 窗

可能殘留地面機率小，故不用如作業

使無法承受爆炸壓力時，亦不會像鋼
筋混凝土所製成的擋牆變成塊狀，而
產生二次災害。

二、為避免高空煙火施放時所生之火花對
尚未施放之高空煙火造成影響，於第
2項第1款規定高空煙火施放地點與儲

八、第12款及第13款說明如第9條。

存場所應保持安全距離。唯鑑於部分
高空煙火係於特殊場所（如湖面或河

第十七之一條
高空煙火施放前，應儲存於臨時之儲存
場所。
前項臨時儲存場所應符合下列規定：

面上）施放，故臨時儲存場所與施放
地點保持距離確有困難，爰於但書規
範得儲存於不受高空煙火施放影響之
場所內。

一、與高空煙火施放地點之距離在20公尺以
上。但保持距離確有困難者，得儲存於
不受高空煙火施放影響之場所內。

三、第2項第5款之規定係考量施放高空煙
火時，如其火花掉進儲存場所之高空
煙火等物品中，極易引發意外事故，

二、有防止陽光直射及雨水淋濕之措施。

故儲存場所內之高空煙火等物品應採
如放置於容器並加蓋等措施，以防止

三、臨時儲存場所與高空煙火施放地點應由

引燃。

專人看守，施放活動結束前不得擅離。

第十八條
四、周圍設置高空煙火、嚴禁火源及禁止進
入等警告標示。

達管制量以上，摔炮類以外之一般爆竹
煙火儲存場所，其位置、構造及設備應符合
下列規定：

五、臨時儲存場所所放置高空煙火等物品，

一、儲存總火藥量應在10公噸以下或總重量

應有防止被高空煙火施放所生火花引燃

應在50公噸以下，其與第1類對象物至

之措施。

第4類對象物之安全距離如表6：

說明：

二、不得設置於潮濕地面。

一、本條係考量高空煙火運抵施放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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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儲存場所通路面積應占儲存場所樓地板

三、為地面一層之防火建築物。

面積20%以上。
四、窗戶及出入口應有防盜措施。
前項場所設置擋牆或防火牆者，其與第
五、設置安全監控設施。

1類至第4類對象物之安全距離如表7：

六、儲存總火藥量超過5公噸或總重量超過

說明：

25公噸者，應以火藥量3公噸以下或重

一、因摔炮類以外之一般爆竹煙火儲存場

量15公噸以下為準，以厚度10公分以

所其危險程度較低，基此，其位置、

上鋼筋混凝土或厚度15公分以上加強磚

構造及設備之規範，未若高空煙火嚴

造構造之隔間牆區劃分隔。隔間牆應設

格。

置至屋頂；場所設有天花板，且能確保
防火區劃完整者，得設置至天花板。

表6

總火藥量與安全距離（二）

法 令 櫥 窗

儲
存
數
量
安全距
離

表7

總火藥量

超 過 8 公 超 過 6 公 超 過 4 公 超 過 2 公
噸 ， 1 0 公 噸，8公噸 噸，6公噸 噸，4公噸 2公噸以下
噸以下
以下
以下
以下

總重量

50公噸以 40公噸以 30公噸以 20公噸以
超過40公
下超過30 下超過20 下超過10 下10公噸
噸
公噸
公噸
公噸
以下

12公尺以上

11公尺以上 10公尺以上 9公尺以上

7公尺以上

總火藥量與安全距離（三）

儲
存
數
量

總火藥量

總重量

安全距離

42

二、第5款至第7款說明如第9條。

超 過 8 公 超 過 6 公 過4公噸，
4公噸以下 2 公噸以
噸 ， 1 0 公 噸，8八公 6公噸以下
2公噸以下 下
噸以下
噸以下超
超過2公噸
超過10公
超過40公 超過30公 超過20公
噸
10公噸以
噸50公噸 噸40公噸 噸30公噸
20公噸以 下
以下
以下
以下
下
9公尺以上

8公尺以上

7公尺以上

6公尺以上

5公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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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梯車
維修管理及經費剖析
Analysis of Aerial Fire Truck
Maintenance and Budget Problems.
文．攝影

壹、前言

台中縣消防局 楊素惠

環境有效地組織火場各項工作。這就是要求

台中縣大里市優美第大樓於96年4月發

消防車保持高度的戰備狀態和救災機動性。

生的火災，造成3人死亡10人受傷慘劇，由

事實上，雲梯車從出動到達火場，引擎及各

於雲梯車至現場無法運作，成為眾矢之的。

部機件可能在沒有完全潤滑運轉狀況下，即

為此，台中縣議會第四審查小組特組成實地

需以快速機械動作，其工作條件比一般工程

考察案，關切消防救災機具，以了解其維修

車輛更苛刻；且在火場中受到輻射熱、帶有

狀況及成本效率（cost-effective），俾日後

化學成份濃煙侵襲，皆易使其失去良好操作

災害發生時，能發揮良好功能。

狀態。所以，為了能充分發揮雲梯車的機械
效能，穩定安全可靠有效地進行高空救助消

工 作 研 討
44

當消防隊接到火災通報出動後，應當

防作業；則有賴良好維修管理作業及經費支

在最短時間內將消防車開到火場，並根據

持，但各縣市政府維修編列卻往往囿限於財

◼ 早期雲梯車（70年代）俗稱：機械式

◼ 中期雲梯車（70年代）俗稱：半機械式

Task Study
Fire Monthly 2008 March

依行政院主計處每年於編列年度預算

下，選擇最佳維修管理模式，使雲梯車得以

時，均制訂縣（市）、鄉（鎮、市）預算共

長期維持有效功能條件，正是本文所欲探討

同性費用編列基準，各縣（市）政府均依照

之重點所在。

此基準編列所需預算金額。針對消防特種救

工 作 研 討

政預算項目。因此，如何在有限經費情況

災車輛中，發現預算共同性費用編列基準，

貳、雲梯車維修經費編列概況
表1

雲梯車編列維修預算金額實例

並未比照環境維護特種車輛（包括水肥垃圾

(單位：元)

產地

廠牌

採購金額

車齡

每年編列維
修預算金額

車牌號碼

1994/10/1

ENGLAND

SIMON

13,297,000

14

39,902

BO-041

1988/11/1

ENGLAND

SIMON

12,780,000

19

39,902

SO-500

1988/11/1

ENGLAND

SIMON

12,780,000

19

39,902

SO-501

1995/11/1

FINLAND

BRONTO

17,462,500

12

39,902

Q8-619

1995/11/1

FINLAND

BRONTO

20,625,000

12

39,902

Q8-618

1999/11/1

FINLAND

VEMA

14,867,027

8

39,902

3G-898

2000/6/1

FINLAND

BRONTO

16,000,000

7

39,902

6V-211

2000/6/1

FINLAND

BRONTO

16,000,000

7

39,902

6V-212

2004/1/1

FINLAND

BRONTO

27,750,000

4

19,951

537-RG

2004/7/1

FINLAND

VEMA

19,490,000

4

19,951

747-RG

2004/7/1

FINLAND

VEMA

19,490,000

4

19,951

748-RG

2007/4/23

FINLAND

VEMA

20,488,000

1

6,650

489-TE

2007/4/23

FINLAND

VEMA

20,488,000

1

6,650

488-TE

採購年份

◼ 腳架操作控制盤

◼ 腳架操作控制盤

◼ 腳架操作控制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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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垃圾子車清洗車、清溝車、掃街車等，

消防車出產產地、採購年份及採購金額，每

依實際需要核實編列），而是依照一般的公

年編列維修預算金額，並以各鄉鎮市轄內高

務車輛按購置年份長短之標準再打8折編列

樓大廈、集合住宅等建築物多寡及消防廳舍

（如表1）；其編列概況如表列消防局雲梯

停車空間容納等因素考量，而配置於各所轄

表2

雲梯車維修保養及金額實例

（單位：元）

年份

廠牌

1994/10/1

SIMON

雲梯系統安檢檢測(含零件)旋轉台、臂梯高壓軟管，
BO-041 油壓幫浦軟管，液壓油濾清器更換，雲梯速度校正
及黃油、引擎保養，雲梯電腦系統故障維修等。

1988/11/1

SIMON

SO-500

SIMON

雲梯系統安檢檢測維修(含零件)旋轉台、臂梯高壓軟
管，第一節臂至第三節臂到救生平台油壓軟管、油
SO-501
壓缸等兩側接頭，液壓油濾清器更換，雲梯速度校
正及黃油、引擎保養，雲梯電腦系統故障維修等。

1988/11/1

工 作 研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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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號

維修保養項目

雲梯系統安檢檢測液壓油濾清器更換，雲梯速度校
正及黃油、引擎保養，雲梯電腦系統故障維修等。

維修保養
金額
181,320
87,090

418,500

1995/11/1 BRONTO Q8-619

雲梯系統安檢檢測高壓、回油濾蕊，雲梯操作安全
檢測，轉台齒輪油及潤滑油，雲梯電腦系統保養維
修等。

77,150

1995/11/1 BRONTO Q8-618

雲梯系統安檢檢測高壓、回油濾蕊，雲梯操作安全
檢測，轉台齒輪油及潤滑油，雲梯電腦系統故障維
修等。

77,150

1999/11/1

3G-898

雲梯系統安檢檢測高壓、回油濾蕊，轉台齒輪油及
潤滑油，雲梯系統安全、油路、油管檢查，雲梯電
腦系統保養維修等。

57,500

2000/6/1

BRONTO 6V-211

雲梯系統安檢檢測液壓油高壓濾蕊含大、中、小，
液壓油迴油濾清器，雲梯系統安全、油路、油管檢
查，雲梯電腦系統保養維修等。

67,750

2000/6/1

BRONTO 6V-212

雲梯系統安檢檢測液壓油高壓濾蕊含大、中、小，
液壓油迴油濾清器，雲梯系統安全、油路、油管檢
查，雲梯電腦系統保養維修等。

67,750

2004/1/1

雲梯系統安檢檢測回油、高壓濾蕊，電腦系統中心
軸檢修，雲梯活動關節潤滑與保養，A B主電腦
BRONTO 537-RG
程式記憶電池及軟體設定，雲梯電腦系統保養維修
等。

131,080

VEMA

2004/7/1

VEMA

雲梯系統安檢檢測高壓、回油濾蕊，轉台齒輪油及
747-RG 潤滑油，雲梯系統安全、油路、油管檢查，雲梯電
腦系統保養維修等。

57,500

2004/7/1

VEMA

雲梯系統安檢檢測高壓、回油濾蕊，轉台齒輪油及
748-RG 潤滑油，雲梯系統安全、油路、油管檢查，雲梯電
腦系統保養維修等。

57,500

2007/4/23

VEMA

489-TE

雲梯系統安檢檢測高壓、回油濾蕊，轉台齒輪油及
潤滑油，雲梯系統安全、油路、油管檢查，雲梯電
腦系統保養維修等。

57,500

2007/4/23

VEMA

488-TE

雲梯系統安檢檢測高壓、回油濾蕊，轉台齒輪油及
潤滑油，雲梯系統安全、油路、油管檢查，雲梯電
腦系統保養維修等。

5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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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非常緊急，又因道路的狹窄，前往災害
地點所撞擊的障礙物或救災同時所發生的撞

叁、雲梯車維修經費現況

擊等。

由下表台中縣消防局所購置之雲梯車
種類可分為直線式、曲折式及組合式。直線

因此，當雲梯車故障或應定期保養時，

式特徵是由ㄧ節一節的鋁製梯子所製作而

雲梯車須依照不同出廠年份、不同廠牌，分

成，以直昇方式延伸臂梯，以油壓為動力驅

別由原廠專業技師辦理維修事宜。其維修、

動連結的鋼纜，進行延伸及收回。而曲折式

保養項目及所發生的金額，如表2分析：

工 作 研 討

分隊以利救災之考量。

特徵是具有與吊車一樣的吊臂，加上液壓系

上述2種之綜合而成。並又可將雲梯車概分

肆、雲梯車維修金額與編列經
費差異性

為早期、中期、近期3個時段，操作部分可

雲梯車從採購金額可看出1台雲梯車

區分為腳架系統、雲梯系統2種。早期雲梯

是非常昂貴的，目前所購置皆需兩千萬元以

車（1980年代）──俗稱機械式，以手動

上，如表1顯示。因此在車體構造、電腦控

直接控制油壓系統（油壓閥）操作腳架系統

制電子油壓系統、雲梯電腦系統及整體零

及雲梯系統；中期雲梯車（1990年代）─

件系統上均超出一般的公務車及垃圾車，

─俗稱半機械式，以手動直接控制油壓系統

但所編列維修經費是比照一般的公務車維

（油壓閥）操作腳架系統及以電壓控制電子

修經費編列，由表3可以很清楚發現到依照

油壓系統（油壓電磁閥＋電子感應器）操作

不同的車齡所產生的實際維修經費是倍數

雲梯系統；近期雲梯車（2000年代）──

成長，如遇到電子油壓系統零件故障所產

俗稱電腦式，以電壓傳送經電腦控制電子油

生的費用更是驚人，如1988年11月1日購置

壓系統（油壓電磁閥＋電子感應器）操作腳

SO-501車號，維修經費需418,500元，但

架系統及雲梯系統。

依預算共同費用編列基準比照一般的公務車

統能像人的手臂一樣可以彎曲。而組合式是

所購置車齡再打8折僅能編列39,902元，差
雲梯車因老化在不同條件及環境下可分

額為378,598元，明顯呈現出編列維修經費

為：(1) 疲勞損壞：疲勞損壞是消防車零組

與實際產生維修經費問題是不能比較的。因

件在多次交替承載負荷作用的破壞過程，其

中央在制訂縣（市）、鄉（鎮、市）預算共

一般與疲勞裂紋有關。(2) 腐蝕損壞：腐蝕

同性費用編列基準，未將消防特種救災車輛

損壞是材料由於與外界化學物質的接觸及電

維修經費，比照環境維護特種車輛（包括水

化作用引起的破壞過程；其耐久性取決於其

肥垃圾車、垃圾子車清洗車、清溝車、掃街

對腐蝕的抗拒能力。(3) 磨損損壞：磨損損

車等）依實際需要核實編列。因此，在各縣

壞是零組件表面因摩擦作用發生尺寸、形狀

（市）政府考量財政的問題往往都忽略消防

變化的過程；在受溫度、濕度，大氣中的含

特種救災車輛的實際需要，導致各縣市消防

塵量而遭到破壞。(4) 救災撞擊損壞：救災

局在每年爭取消防特種救災車輛維修經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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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梯車維修金額與編列經費差異性

採購年份

廠牌

1994/10/1

（單位：元）

年度維修金額

編列預算金額

差異金額

SIMON

181,320

39,902

141,418

1988/11/1

SIMON

87,090

39,902

47,188

1988/11/1

SIMON

418,500

39,902

378,598

1995/11/1

BRONTO

77,150

39,902

37,248

1995/11/1

BRONTO

77,150

39,902

37,248

1999/11/1

VEMA

57,500

39,902

17,598

2000/6/1

BRONTO

67,750

39,902

27,848

2000/6/1

BRONTO

67,750

39,902

27,848

2004/1/1

BRONTO

131,080

19,951

111,129

2004/7/1

VEMA

57,500

19,951

37,549

2004/7/1

VEMA

57,500

19,951

37,549

2007/4/23

VEMA

57,500

6,650

50,850

2007/4/23

VEMA

57,500

6,650

50,850

都非常的困難，所以各縣市消防局保管車輛

的範圍，包括例行維護如清掃、清

的同仁，平時針對車輛保養上更為謹慎盡責

洗、潤滑、點檢、鎖緊、調整等；在

與擔憂。

實施維修模式上，包括以時間為基礎
之預防維修、以狀態為基礎之預防維

伍、雲梯車維修管理

修、事後維修及改良設計等。如此主

工 作 研 討

由於現代消防車的維修技術日益複雜，

動維修方式可以有效防止失效的發

以及其受多種因素的影響，世界各國對於消

生，明顯延長車輛零組件使用壽命，

防車維修管理仍進行研究。

具有最佳節約效果。

一、維修管理制度

因此，維修管理以可靠性為中

(一)可靠性維修管理制度（Reliability

心，以經濟性為要求，採用不同的主

Centered Maintenance, RCM）

動維修方式，能降低維修成本，使消

這是結合主動的、預知性的一種

防車能發揮較大經濟效益。

維修制度，在符合工作要求的條件

48

下，使消防車的使用功能壽命發揮到

(二)環 保 性 維 修 管 理 制 度 （ G r e e n

最大限度。這種制度擴大了主動維修

Centered Maintenance, G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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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維修與社會持續發展和環境保護

(三)適 應 性 維 修 管 理 制 度 （ A d a p t i v e
Centered Maintenance, ACM）
ACM管理的核心是以綜合費用降
到最低，如下圖所示隨著維修模式的

最低點
費
用

綜合費用 維修費用

工 作 研 討

於1980年代，歐美國家已經將

變化，維修費用曲線和停用損失費用
曲線也隨之昇或降的趨勢。而綜合費
用曲線作為上述兩種費用之和。亦就
是說，可以在車輛維修費用與車輛故

停用損失
維修模式
◼ 圖1

綜合費用曲線最低點

障修理停用損失找到ㄧ個最佳位置，
即最低點其綜合費用最低。
ACM是以最小綜合費用為目標，

聯繫在一起。德國 Tschuschk提出，

對不同車輛可以按照圖1方式繪出綜

「對於所謂的可持續發展，維修是一

合費用曲線並找到最低點。如此，

項關鍵的技術」；而美國Blanchard

可以在事後維修模式（Break Down

以減少維修對環境的影響作為產品維

Maintenance, BDM）和以狀態為基

修性的重要目標。至1990年代，則出

礎之預防維修模式（Condition Based

現了環保維修管理制度（GCM）。

Maintenance, CBM）之間選擇出費用

如此觀念要求，以減量化、再利用、

最低之維修模式。

資源化為原則，以低消耗、低排放、
高效率為基本特徵，符合可持續發展

(四)成 本 效 益 性 維 修 管 理 制 度 （ C o s t

理念的迴圈經濟模式。環保維修是以

Effective Maintenance, CEM）

車輛（零組件）全壽命週期設計和管

CEM是透過維修費用與效益分析

理為指導，以節能為標準，以修復改

來選擇維修策略之管理制度，其主要

造失效設備零組件和提高車輛使用性

程序如次：

能，並改善安全性及環保性為目的。
1. 辨識和確定潛在故障
因此，其應用免拆修復技術，

CEM基本延續使用是以RCM

採用先進的檢測技術和維修工具；並

維修模式所提供的邏輯程序來作

重視維修記錄，收集車輛狀態動態資

辨識。

訊的各項參數。而能提高車輛的可靠

A.功能：車輛使用範圍和性能

性、維修性、安全性的改良設計。最

標準；B.功能性故障：故障表現

後，整體提昇車輛維修的環保性和資

形式；C.故障模式：造成每一種

源節省再生利用性。

功能故障的原因；D.故障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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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種故障發生時的伴隨現象。

費用加以計算量化的。

2. 以量化方式表示故障後果

5. 維修之效益 (Benefit)

不同類型的車輛故障後果是

預防性維修的效益可以由故

不同的，其費用也有所不同。

障後果造成的損失和BDM費用這

3. 事後維修費用（BDMC）

兩項減少（Reduce）數額來計算

事後維修（BDM）費用往往

量化出。
6. 選擇具成本效益維修模式 (CEM)

會遠超過預防性維修費用，其費

當估算出對故障後果造成的

用是可以計算量化出。
4. 預防性維修費用（CBM或TBM）

損失、BDM費用、預防性維修的

預防性維修作業如以狀態為

費用，以及故障後果造成損失的

基礎之預防維修模式（CBM）

減少數額和事後維修費用的減少

或以時間為基礎之預防維修模

數額，即能選擇出最佳的維修模

式（Time Based Maintenance,

式。CEM選擇的準則如次：

TBM）等，其是有計畫安排的
維修活動，可以按照作業單元費
用、間隔期、總工時及其他附加

表4

工 作 研 討

表5

依據故障頻率及停用時間選擇維修方式表

故障停用時間

故障頻率

維修方式

短期

低

事後維修(BDM)

中期

中

定期維修(TBM)

長期

低

狀態維修(CBM)

長期

高

改造設計維修(DOM)

依據故障曲線選擇維修方式表

故障期

故障原因

維修方式

50

初期故障期
不符合設計製造的要
求

偶發故障期

不合理使用與維護

仔細檢查、觀察、注

合理使用與維護及加

意調整等初期CBM

強CBM

磨損故障期

壽命期限

以 C B M 為 主 ，
TBM、BDM為輔或
進行報廢

Task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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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不同的故障特徵選擇維修方式表

故障特徵

維修方式

故障特徵

維修方式

故障症狀可預期

CBM

失誤性故障

DOM

重複性故障

DOM

環保性故障環保維修

(GCM)

多發性故障

DOM或報廢

劣化可控制

週期性故障

TBM

故障影響程度不大

BDM

損耗性故障

BDM

超過維修價值

報廢

原設計不良

DOM

(1) 成本 效益比率方式 (Cost Benefit

工 作 研 討

表6

可靠性維修(RCM)和
CBM

即為所選擇的最佳維修策略。
(2) 淨效益方式 (Net Benefit, NB)

Ratio, CBR)
每一種潛在故障維修模式，其成本

針對一種潛在故障所進行的維修

效益比由下列公式計算。

模式，淨效益由下列公式計算。

)(8ś,)8(*3)X(*3)

)4(#,)8(*3)X(*3)
其中最大的NB所對應的維修模

式中FCR：故障後果造成損失的減
少數額（Failure Cost
Reduce），元

式，即所選的最佳維修策略。

年

BDMCr：事 後 維 修 費 用 減 少

二、 維修管理方式

數額（Break Down

維修方式的選擇應根據不同的工作要求

Maintenance Cost

和類型，不同的車輛壽命週期，不同的故障

Reduce），元

特徵和原因，而採用不同的維修方式。

年

BDMC：事 後 維 修 費 用 （ B r e a k
Down Maintenance
Cost），元

(一)依據故障頻率及停用時間選擇維修
方式（表4）：
(二)依 據 故 障 曲 線 選 擇 維 修 方 式 （ 表

年

由BCR可達到最大的維修方式，

5）：
(三)依 據 不 同 的 故 障 特

以時間為基礎預防維修(TBM
(
)
預防維修
維修制度

徵選擇維修方式
（表6）：

以狀態為基礎預防維修(CBM
(
)

因此，依據車輛年
份類型不同選擇維修方

(
)
事後維修(BDM
◼ 圖2

車輛維修模式

式，以符合實際的雲梯
車維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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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雲梯車維修模式

費
用

一、車輛維修模式

3次長時間停用以進行重大維修

BDM

車輛維修模式大扺（如圖2）可分為以
下3類：

時間

費
用

(一)以時間為基礎之預防維修模式
（Time Based Maintenance,

規定的維修停用
短時間停用以進行小項維修

TBM

TBM）
以時間為基礎的預防維修模式

時間

時，車輛按固定的間隔期進行維修。

費
用

當車輛處於新加入或剛大修好的狀態
下時，故障率將是很低的，但它會隨

對狀態做出預測後及時進行維修

CBM

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達到較高值。
時間
◼ 圖3

然而，實際情況並非完全如此。

同一輛車三種不同模式維修案

依美國所執行相關調查顯示，92%的

了可使用時間。一方面，由於修理工

機械如電機、控制閥等，其故障率為

作中可能出現的人為失誤，發生故障

不隨時間而變的常量。這意味著對於

的風險亦會增加。且在定期修理中，

92%的機械而言，固定維修的間隔期

許多處於良好狀態的機件將不必要地

是「過剩」的，即會造成維修浪費。

被拆卸和進行檢查，而且，如果重新
組裝時發生了某些失誤，其最終的狀

工 作 研 討

表7

因此，當施以TBM時，有其優缺

況將會比修理前更糟。另一方面，間

點：車輛如過於頻繁的維修，則浪費

隔期過長，維修不足將會導致機械車

維修總費用表

費用 項目
維修總
費用
(TMC)指標

TMCb指標

TMCt指標

TMCc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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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理費

預防維修費用

檢測費用

故障造成停用
損失

Cf

RMTb．CO

MTBFb

MTBFb

Cf
MTBFt

RMTb．CO

Cf

MTBFt

MTBRt

Cf

Cf

Ci

MTBFc

MTBRc

Ti

┼ Ch

RMTb．CO
MTB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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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為最佳維修模式之指標。因此，確定

受的程度。而某些故障將在維修間隔

TMC的合理方法，是算出預防維修費用、修

期內連續出現，而這些故障可能是無

理費、檢測費（包括狀態診斷費用）和故障

法預料的。

所造成停用損失之和。

(二)以 狀 態 為 基 礎 之 預 防 維

表內TMCb為實施事後維修模式

修 模 式（C o n d i t i o n B a s e d

（BDM）時的維修總費用，TMCt為實施以

Maintenance, CBM）

時間為基礎的預防維修模式（TBM）時的

以狀態為基礎的預防維修方式，

維修總費用，TMCc為實施以狀態為基礎的

進行維修間隔期是不固定的。它是

預防維修模式（CBM）表內TMCb為實施

根據車輛的實際狀況來確定的。此

事後維修模式（BDM）時的維修總費用，

可藉由狀態診斷技術（Condition

TMCt為實施以時間為基礎的預防維修模式

Diagnosis Technology）來提供有關車

（TBM）時的維修總費用，TMCc為實施以

輛現況資訊，以及狀態變化率資訊。

狀態為基礎的預防維修模式（CBM）時的

其方法為進行定期的狀態檢查，已獲

維修總費用。這些費用是按年度費用來計算

取有關車輛健康狀態的量值，並預測

的，其單位為元

工 作 研 討

輛在進行中發生的故障次數超過可接

年。

出何時將達到不可接受的限值。
在車輛平均故障間隔期（Mean Time

(三)事後維修模式（Break Down

Between Failure, MTBF），其中MTBFb為

Main-tenance, BDM）

事後維修模式（BDM）中的平均故障間隔

車輛可以一直使用到發生故障

期，MTBFt為以時間為基礎的預防維修模

時，然後才修理好。這種維修方式顯

式（TBM）中的平均故障間隔期。MTBFc

然是很原始的，因機械的損壞而造成

為以狀態為基礎的預防維修模式（CBM）

費用損失將是非常昂貴的。

中的平均故障間隔期。而車輛平均預防維

而圖3標示出日本某一廠牌車維修

修間隔期（Mean Time Between Repair,

模式比較，即同一輛車以3種不同模式

MTBR），MTBRt為實施TBM時的平均預

來執行維修模式。可見出費用BDM＞

防維修間隔期，MTBRc為實施CBM時的平

TBM＞CBM模式，且停用期間亦是一

均預防維修間隔期。此外，平均修理時間

樣BDM＞TBM＞CBM模式。

（Repair Mean Time, RMT）指修復發生
故障的車輛所需的平均時間。RMTb為實施

二、選擇最佳維修模式

BDM時的平均修理期，RMTt為實施TBM時

依歐美學者共同提出下表簡單計

的平均修理期，RMTc為實施CBM時的平均

算 方 法 。 在 表 7 中 ， 維 修 總 費 用 （ To t a l

修理期；而MTBF和MTBR的時間單位為1

Maintenance Cost, TMC）為最小者，將被

年。Ti表示1年內的檢查間隔期；Cf表示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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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故障的費用，單位為元/故障；Cr表示預
防維修費用，單位為元
費用，單位為元

作業；Ci表示檢測

作業；Co為故障造成的

而以時間為基礎的預防維修模式
（TBM）為主，以SIMON車號SO-500為
代表例（表2），其Cf為52090元

故障、

年；Ch為檢測儀器

MTBFt為1個月、Cr預防維修費用為35,000

的購置費按其使用壽命的年份推值，單位為

元/作業、MTBRt為1個月（約略值）、

元

年。表內第1個費用項目，表示每一種

RMTt為0.2個月（約略值）、Co為故障停用

維修模式中突發故障的年修理費用。第2個

間接損失。所以車號SO-500之TMCt指標為

費用項目，表示每一種維修模式中的年預

表內第1項故障修理費為52,090元加上第2項

防修理費用。所以，在BDM中此項費用永

預防維修費用35,000元再加上第4項故障造

停用損失，單位為元

遠為零。同樣，對於BDM

TBM這兩種模

成0.2個月停用損失之和。

式，根據其本身的定義，表中第3項費用及
年檢測費用也應該為零。最後一項費用為突

又以狀態為基礎的預防維修模式

發故障造成的停用損失，它永遠不會為零。

（CBM）為主，以BRONTO車號Q8-618為

以上這些數據，可以從過去該輛車的經

代表例（表2），其Cf為32,050元

故障、

驗中收集到，如此就能計算出維修總費用之

MTBFc為1個月（約略值）、Cr預防維修費

TMCb、TMCt與TMCc。維修總費用最少的

用為33,500元

維修模式，即是應該選用的最佳維修模式。

Ci檢測暨診斷費用為11,600元

作業、MTBRc為1個月、
作業、Ti檢

查間隔期為1個月（約略值）、Ch檢測儀

三、 最佳維修模式事例

工 作 研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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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的購置費，因本局未購置此項，所以為0

為探討維修模式優劣，首先以事後維修

元/年、RMTc為0.1個月（約略值）、Co為

模式（BDM）為主，以SIMON車號SO-501

故障造成停用間接損失。所以車號Q8-618

為代表例（表2），其Cf為418,500元

故

之TMCc指標為表內第1項故障修理費為

障、MTBFb為1個月（因各車資訊管理建檔

32,050元加上第2項預防維修費用33,500元

子資料並非完整，在此取約略值）、RMTb

加上第3項檢測費用11,600元再加上第4項故

因雲梯車皆為進口，有些特殊零組件必須從

障造成0.1個月停用損失之和。

國外輸入，待料及維修期計有1.5個月、Co
為車輛故障造成無法出勤的停用損失，假如

由上述指出，BDM模式代表例中車號

轄內有必要出動雲梯車而因停用致必須調度

SO-501之TMC指標為418,500元及1.5個

他分隊支援，因而造成時間耗費較久致人命

月停用損失之和，TBM模式車號SO-500之

搶救延誤，及火場擴大延燒所造成的間接損

TMC指標為87,090元及0.2個月停用損失之

失（其金額難以量化）。所以車號SO-501

和，而CBM模式車號Q8-618之TMC指標為

之TMCb指標為表內第1項故障修理費為

77,150元及0.1個月停用損失之和。但上揭

418,500元再加上第4項故障造成1.5個月停

維修模式代表例中SO-501與SO-500為同一

用損失之和。

廠牌同一年份使用，而Q8-618為不同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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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以進行合理操縱的技術基礎教育訓練及

車維修模式中TMC指標以TBM比BDM的費

完善維修保養外，其在經費編列上應建請行

用為最低值，是為目前最佳維修模式。

政院主計處於制訂縣（市）、鄉（鎮、市）
預算共同性費用編列基準，並於車輛養護項

柒、結論及建議

工 作 研 討

之屈折雲梯車，不能做出比較；所以，雲梯

目中增列一項「救災維護特種車輛」，將

以一般高樓火災搶救而言，雲梯車扮

消防救災雲梯車增列一項，比照目前環境維

演關鍵消防設備之一，從早期消防梯以人力

護特種車輛之垃圾車依實際需要核實編列。

操作之幫浦到平壓唧筒幫浦，以至現今最新

如此，即可解決各縣市消防局針對救災車輛

數位式消防雲梯車，更可快速抵達一定之高

維修保養經費上的問題。另一方面，各縣

度。從消防雲梯車發展歷史上演進，見證著

（市）政府雖考量財政的問題上也會重視消

一頁頁英勇救火的光榮事蹟。如今，隨著國

防特種救災車輛的實際需要，各縣市消防局

內經濟發展，高層建築日益增多，對城市高

在每年爭取消防特種救災車輛維修經費上就

樓消防滅火能力的要求亦越來越高。可見，

有依據可循。

大樓火災凸顯雲梯車救災的重要性。從以上
預算金額與實際發生維修經費上有著明顯差

而雲梯車維修管理方面，因其往往到達

異，為保障救災消防雲梯車能有效發揮其功

火場後須立即帶泵工作，短時間內達到泵之

能，除平時人員對於熟悉車輛各部結構與功

額定工作情況。同時，還要受濃煙熱浪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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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維修保養與經費管理之最佳初步作業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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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放射物的侵襲，加上車輛長期處於滿負荷

成車輛維修與經費使用低效率化。因此，本

工作狀態。這些都可能使雲梯車偏離最佳的

文試著努力拼湊出「雲梯車維修管理整合體

技術狀態。在危險之高空作業上，對車輛本

系」（圖4），並建議以針對性、動態性、

身系統高安全度，對電氣暨液壓之可靠度及

科學性，來進行車輛維修管理工作，以達維

液油之清潔度提出了很高之要求。所以，雲

修保養與經費管理上之最佳作業系統。

梯車之維修管理制度、方式或維修模式，即
顯得相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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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外 或 是 投 宿 飯 店 時
先看逃生避難圖，確定逃生門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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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救災任務識別系統

出勤看燈號
Disaster Relief Recognition System Going Out on
Duty Looks at The Lamp Signali
文．攝影

前言

臺北縣政府消防局

吳金融、王文戈

有鑑於此，台北縣政府消防局第一大隊

工 作 研 討

消防救災出勤，時間分秒必爭，

中和、海山分隊與永利義消王文戈共同研發

以消防勤務規定白天60秒、夜間90

任務識別系統，經實際測試效果極為良好，

秒，唯值班在受理報案並同步按鈴

同仁只要一看到燈號即知何種勤務，能有效

時，並無法即時廣播勤務類別，現今

縮短出勤時間，且施工成本不高，特提出供

分隊救災勤務類別，大多是以警鈴響

各消防分隊參考。

聲的次數做區別，唯晚上睡覺時偶爾
會有人員誤聽，或是等待警鈴次數，
或是備勤人員第一時間往樓下衝，待

消防救災需按警鈴全體出動之勤務一般

快到樓下值班卻廣播跳水、跳樓或是

分3類，此3類勤務其應勤服裝各有不同（如

重大車禍勤務時，往往得再衝回寢室

表1）：

換裝，造成出勤時間延誤。

58

一、勤務說明

雖說第1、2種勤務服裝勉強可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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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值勤服裝類別

戴消防衣，唯不適合之服裝不是礙手礙腳就

項次

是增加執勤危險性，故於出勤時效內穿戴適

1

合之執勤服裝，為本系統思考方向。

應勤服裝

火警

消防衣

人命救助(跳樓、重

2

大車禍等）

二、系統介紹

水域救難(跳水、溺

3

目前臺北縣政府消防局中和及海山2分

勤務類別

水、淹水等)

工 作 研 討

第3種水域勤務亦可在電視上偶見有同仁穿

救助服

防寒衣

隊各安裝一套勤務識別系統，分別在寢室、
走廊、辦公室及車庫安裝3色的顯示燈，3層

ps.一般救護案件及為民服
務以電話或廣播通知出

顯示燈的顏色，代表3種勤務及穿著的服裝

勤

（如表2）：
勤務識別系統除了本身燈號顯示外，
也與各寢室、走廊及車庫的日光燈做連動，
在夜間可增加出勤人員著裝時的方便，甚至
可將車庫有設置鐵捲門的分隊，連動把鐵捲

表2

勤務類別燈色服裝一覽表

勤務類別

燈色

應勤
服裝

1、火警

紅燈

消防衣

2、人命救助(跳樓、
重大車禍)

橙燈

救助服

3、水域救難(跳水、
溺水、淹水等)

藍燈

防寒衣

門直接昇起，當值班人員按下識別燈開關時
（圖1），燈號及警鈴同步啟動，備勤人員
在值班尚未廣播前，即可依燈號知道何種勤
務並著裝（圖2），有效縮短出勤時間。
由於各分隊廳舍有所不同，安裝位置
及連動設備皆有所不同，系統設計也不盡相

皆由分隊自行規定，由於系統是由多層顯示

同，多層顯示燈可依不同設計最多有5種顏

燈、開關、繼電器、電線所組合而成，系統

色，各分隊或指揮中心及大隊皆可安裝勤務

可延伸性佳，可與其他系統做連接或連動，

識別系統，燈號顯示及勤務種類，服裝穿著

且故障率低維修容易。

◼ 圖1 值班台開關，紅、橙、藍各代表不同的出勤
任務。

◼ 圖2

設於寢室、走廊的顯示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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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套系統除分隊使用外，亦適合救災救

顯示板的造景盤上，指揮中心人員（災害應

護指揮中心及大隊作為轄區災害狀況顯示系

變中心）及各科室值日人員，可即時知道那

統使用，各大隊轄區災害發生大型災害有以

個大隊轄區發生何種大型災害，馬上啟動應

下幾項：

變機制。

(一)大型火警。
(二)大量傷病患。

三、結論

(三)水域救難。

本系統經中和及海山分隊裝設驗證，在

(四)重大或特殊公安事故。
當指揮中心接獲報案，經由現場帶隊官

使用上相當簡單而且實用，廣受同仁好評，
值得各消防單位參考使用。

回報確認災害發生，即可將狀況顯示在災害

防 災 宣 導 小 常 識
無 聲 無 息 難 以 捉 摸
●

工 作 研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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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氣體又稱「天然瓦
斯」及「都市瓦斯」 ，
天然氣主要成份為甲烷。
是古生物遺骸長期沈澱地
下，經慢慢轉化及變質裂
解生成之「氣態碳氫化合
物」，比空氣輕，外洩時
會往上升。

台灣地區使用之天然氣
體分為「天然氣」與
「液化石油氣」兩大
類。

瓦斯媽媽默默付出，對家的
貢獻大，但是疏忽她，可是
會造成大災害喔！

液化石油氣，又稱為「桶裝瓦斯」，
為液化石油氣公司將石油氣液化後，
分裝為瓦斯鋼瓶 ，ㄉ交由瓦斯行（分
銷商），分送住家或餐廳使用。液化
石油氣主要成份為丙烷及丁烷，比空
氣重，外洩時會往地面沈積。

Task Study
Fire Monthly 2008 March

97 年 3 月 號

工 作 研 討

從製藥廠火災
看台灣的製藥風險
Looks at The Taiwan Drugs Manufacture Risk from
The Drugs Manufacture Factory ﬁre
文

台 灣 神 隆 公 司 方 瑞 文 ． 長 榮 大 學 何 三 平教 授

前言

生物技術產業被譽為21世紀的明星產

生技醫療產業市場中，以原料藥

業，政府近年來將生技產業，列為國家重點

的製作最具高風險及高利潤，也因此

發展項目之一；同時，在行政院所頒定之

台灣許多化工廠紛紛投入原料藥製

「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的推動

作，但在2007年9月發生的一場製藥廠

下，更輔以多項配套措施，可望加速生技產

火災，讓筆者看見了台灣製藥廠在安

業的快速升級。在研發經費及研究人力的投

全觀念上的不足，這將阻礙台灣在製

入方面，我國政府不遺餘力，自1998年起

藥產業上的發展，進而也會造成台灣

國科會陸續規劃並推出基因體醫學國家型科

製藥產業聚落效應的消失，故提出一

技計畫、農業生物技術國家型科技計畫，及

己之見供各位先進參考。

生技製藥國家型科技計畫等國家型整合性科

61

97 年 3 月 號

National Fire Agenc y M inistr y of the Interor R.O.C ( Taiwan)

技計畫，目標在拓展國內與農業及醫藥有關

球競爭上的一大利器。

的生物技術產業。生技醫藥品是目前生技產
業中發展最早、最具潛力的項目，多數國家

生技醫療產業市場中，以原料藥的製作

在推動生技產業之初，均以生技醫藥品的研

最具高風險及高利潤，也因此台灣許多化工

發為重點。

廠紛紛投入原料藥製作，但在96年9月發生
的一場製藥廠火災，讓筆者看見了台灣製藥

依Burrill & Company在92年發表之資

廠在安全觀念上的不足，這將阻礙台灣在製

料顯示，全球生技產業龍頭的美國，其生

藥產業上的發展，進而也會造成台灣製藥產

技公司於研發領域的分布為，生技製藥占

業聚落效應的消失，故提出以下看法供各位

53.3%、基因體與蛋白質體占11.6%、診斷

先進參考。

相關占9%、藥物傳輸占6.7%、生技服務業
占4.9%、農業（含保健食品）占4.5%、生

多變製程的體認

技材料為3.7%、設備與器材有3.3%、CRO
有2.1%及生物資訊占1.2%。由這些數據顯

過去化工廠的製程多為單一製程，且專

示生醫領域占有85%，以美國全球生技產業

利從國外購入，再於工廠設計之初就以某個

龍頭為例，正在重點發展的台灣生技產業，

特殊專利製程來設計廠區及選用設備，在這

未來同樣也將從生醫領域開始發展，而最先

方面與原料藥製程就有相當的差異性；對於

發展的將是生技製藥產業。（行政院國家科

原料藥產業來說，在不違反專利的限制下，

學委員會）

製程的研發對於一個原料藥廠相當的重要。
也因此，在製程的變化上就相當的多，從研

工 作 研 討

根據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的預

發團隊所研究出來的新製程，不僅避開舊有

估，109年時，歐洲及美國的60歲以上人口

的專利製程，且生產效率更佳，也相對的節

比重均將超過25%，日本的老年人口更將高

省成本支出，增加了產品在市場上的競爭

達30%以上。而根據美國健康照護財務署

力；因此多變的製程在原料藥製造業中是常

（HCFA）的統計資料顯示，美國的醫療需

態性的變化。

求占美國GDP比重在59年時為7%，預計到
96年時，將擴增至16%；且89年時，美國

另外，在原料藥的製程中為批次製程，

的醫療保健支出就已高達1兆美元。此外，

1種產品的生產少則須要4個步驟製程，多則

IMS生技中心的統計資料也顯示，89年全球

10幾個步驟才能生產出產品。而每1步製程

前7大用藥的總銷售額就高達2,010億美元，

的操作天數也會不同，少則1個星期，多則

當年度全球半導體產值只有2,000億美元

幾個月也有。在這樣的不同變因中，造成原

（95-09-10/經濟日報/B3版/基金致富──醫

料藥的製程快速變動，同樣的也因此增加製

療綠能業元氣旺），由以上資料均可看出，

程風險。

生技醫療相關產業市場，將會成為台灣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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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程安全評估方面

過去的石化廠多為戶外廠房設計，但原

原料藥產業在製程上的快速變動，是在

料藥的製藥廠因CGMP的要求，環境必須防

台灣過去較少見的生產型態。因此，在舊有

止蚊蟲飛入等問題，所以原料藥生產工廠的

的製程危害分析上所使用的技巧，對於原料

設計，建議為室內環境生產，能對蚊蟲有較

藥產業製程來說，很難符合需求。製程的變

好防護效果。另外，原料藥生產廠對於人員

化快者1週，慢者幾個月，若使用舊式的危

的保護也相當的重要，因為產品為原料藥，

害分析方法，很可能生產已經結束，安全分

所以若有任何意外洩漏，都不能隨風飄散，

析還沒有完成，讓製程危害分析失去意義，

如抗癌藥物又具有細胞毒性的產品洩漏，若

所以必須發展快速的安全分析方法，保留危

無建築物的防護，這些具有細胞毒性的危害

害分析的重點，並趕在製程生產之前得出結

物質將隨風飄散到下風處，無論是人員的即

論，以確保安全。

時危害或後續處理問題，都將造成公共危害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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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化工廠的體認

從承接業務開始著手，由於原料藥的製
程多變，且所使用的化學品相當多，變化性
又很大，對於藥品的中間產物更是無法取得

由於以上的基本原因，讓原料藥廠必

足夠的資訊。所以在承接業務之初，就應該

須設為室內化工廠的形式，這也引出了防火

要有製程評估小組評估該業務的承接問題。

區劃、空調排氣、防爆區域及消防系統問題

並將此評估分為4個階段，第1階段為危害最

等。防火區劃應以具防火時效的牆面及樓板

輕微，第4階段為危害最高，而且評為第4階

面設計，若以鐵皮加蓋來製造室內環境，其

段時就表示該製程並非現有設施所能控制，

根本無火災隔離的效果，可燃性的溶劑洩漏

應放棄承接。第3階段為危害較高，應投入

燃燒後，將會隨著火勢的燃燒而擴散到其他

改善措施以符合安全上的要求，並應進行完

的生產線，造成更大的損失。因化工廠設於

整的評估效益，再予以承接。但以上都只是

室內，可燃性的蒸氣將擴散到整個操作環境

初步的分析，只評估是否能承接該項業務而

中，若沒有適當的換氣設計，將累積可燃性

已，當業務接手後，還有許多的危害分析作

氣體，增加火災爆炸的風險。室內因可燃性

業必須進行。

蒸氣的存在，所使用的電器設備就應依環境
的需求，選擇適當的防爆性能電器設備，以

首先，對於該製程所使用的化學品逐

免電器火花引燃可燃性的氣體而造成氣爆或

項了解，應包含物性化性分析、火災爆炸危

更大的災害。由於原料藥製造廠的消防安全

害分析、環境危害分析、健康危害分析、儲

足以影響到產業間合作及台灣製藥業的產業

存及處理危害分析、法規需求分析、反應

聚落形成。因此未設置良好的安全系統的製

性分析、過去重大事故摘要及緊急處理措施

造廠，其中斷生產的風險必定會成為合作的

等，以上的分析僅只於針對該化學品本身的

考量重點。

資料進行分析危害。接下來就必須進入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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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品互相反應及化學品與設備材質間的反應

抗靜電劑，以降低物質的靜電危害性。

等作安全分析，可以使用DSC（Differential
Scanning Calorimetry）、TGA（Thermal

功能化設計的消防系統

Gravity Analysis）、Adiabatic Calorimetry
及RC(Reaction Calorimetry)得到反應間的

對於消防自動滅火系統的設計，應採

相關資訊，以利於鑑別製程放熱問題，並預

用功能化設計，因製程區存放大量的可燃性

防失控反應（Runaway）。最後再進行操作

物質，應依NFPA-15的設計規範進行設計，

面的危害分析，以上完成3個階段的製程危

對於其他的區域，就依NFPA-13的設計規

害分析，以鑑別危害，並進行預防及改善的

範進行設計，設計時應將該區域的可燃物

措施。

種類及數量列為評估的基準，再依NFPA所
規範的危害等級分類為：輕度危害（Light

防爆電器的使用

Hazard）、一般危害1（Ordinary 1）、一
般危害2（Ordinary 2）、特別危害1（Extra

當環境中有可燃性的氣體存在時，應依

Hazard Group 1）及特別危害2（Extra

可燃性蒸氣的濃度評估其防爆區劃的劃分，

Hazard Group 2），並依危害等級進行功能

防爆區劃分為Zone0、Zone1及Zone2，並

化的設計，才能達到降低風險的效果。

依防爆區劃設置不同等級的防爆設備，如於
可燃性氣體易擴散的區域，應設置適當的防

自動化控制系統

爆幫浦，並對於幫浦的配線也應符合防爆性
能之標準。

反應槽的底部閥門應設置自動化控制系
統，以便在物料傳送過程中發生火災時，能
由控制系統將底部閥門關閉，以避免物料不

靜電的防止

斷的從底部閥洩漏出來，供給火場更多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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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物燃料。另外，底部閥在自動控制系統中
對於靜電危害物質應特別注意，在傳

也應設定為Fail Close，當火災已影響到控

送上，應避免使用塑膠軟管傳送，因靜電危

制系統時，底部閥也能因失去控制而自動關

害性物質在塑膠軟管中傳送會與軟管產生磨

閉，如此的設計將使火災在發生後阻斷可燃

擦，而造成靜電。另外暫存有機溶劑的桶子

物的供應，對於後續救災的人員來說，因可

應使用金屬可導靜電的容器，使用塑膠桶就

燃物停止供應，火勢將會變小，有助於進行

算接有接地線一樣無法將靜電導除。對於無

救災。

法密閉的脫水機設備，應以氮氣吹拂，以降
低氧氣濃度，避免靜電引發火災，同時應加

緊急應變訓練

設氧氣偵測器，以確認氧氣的濃度低於15%
以下。另外，對於靜電危害物質也可以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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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消防概念上，應在火災尚未進入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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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應該落實到每位員工上，讓員工有能力在
第一時間進行初步的滅火。另外，廠區具足

參考文獻
1.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我國相關生技產業概

夠的安全設施後，還必須教育員工使用這些

況

安全設備，並設定模擬狀況讓員工進行緊急

Http://biotech.nsc.gov.tw/3-01.html" Http://

應變的規劃，可以從沙盤推演開始，最後進

biotech.nsc.gov.tw/3-03.html

行到實地演練。其演練計畫應包含救災過程

2.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全球生技產業發展動

中消防水的排放方向，及如何防阻有機溶劑

向與研發趨勢，

隨水漂流，並且阻止火勢被引導到另外一個

http://biotech.nsc.gov.tw/3-01.html" Http://

區域，這些都應列入緊急應變計畫中，並實

biotech.nsc.gov.tw/3-01.html.

地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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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之前就要控制火災，所以員工的滅火器訓

3.2006-09-10，經濟日報，B3版，基金致富──
醫療綠能業元氣旺，德盛安聯投顧。

安全文化的養成

4.Part 211-Current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 for
Finished Pharmaceuticals, Subpart C Buildings

原料藥製造工廠應培養員工的安全意

and Facilities.

識，由於原料藥的製作過程中有很多的問題

5.CNS-3376-1038

都是知識的臨界點，在過去的安全經驗中並

6.Sylvia & Günter Lüttgens, PowerPoint Book on

沒有遇到過的，所以培養員工的危機意識相

Electrostatics, Electrostatic Hazards with FIBCs

當重要。讓員工對於自己的工作環境及工作

7.National Fire Protection

性質有足夠的了解，並以開放的心態讓員工

8.A s s o c i a t i o n , N F PA - 1 3 , S t a n d a r d f o r t h e

反應安全上的問題，並讓這些問題列入安全

Installation of Sprinkler Systems

追蹤，直到改善為止，如此員工也會從他的

9.National Fire Protection

角度發現很多不同的問題，而這些問題都是

10.Association, NFPA-15, Standard for Water Spray

非常具有價值的。另外主管的安全觀察及安

Fixed Systems for Fire Protection

全面談等活動，都是展現公司貫徹「安全第
一」的重要性。
還有，事故調查的分享制度對於原料藥
製造廠也很重要，如前述，原料藥的製作過
程有很多問題都是知識的臨界點，所以對於
事故調查的結果當成一種經驗的分享，讓全
公司的員工都可取得這些經驗，以避免事故
的一再發生。
以上提出9項對於製藥廠火災的看法，
以供各位先進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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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禍救助
高危險任務
Car Accident Rescue - High-Risk Mission .
文．攝影
一、前言

嘉義縣消防局

王景賓

為避免後方車輛危及現場人

工 作 研 討

台灣交通網路四通八達，道路筆直寬

員安全，救災車輛到達現場後，

敞，稍有不慎即可能發生交通意外事故，造

除應依現場環境劃定5公尺工作區

成重大的生命財產損失。以96年元月至11

及10公尺警戒區外，救護車應停

月台灣地區造成人命傷亡之交通事故統計共

放於事故車輛前方，器材車則應

計147279件(註1)，平均每天發生440餘件

停放於事故車輛後方，外車道車

車禍事故，消防人員執行是項救災任務時即

頭偏右，內車道車頭偏左，使救

曝露在高危險環境中，為使任務圓滿完成，

災人員從安全的一方出車輛，並

執勤人員必須隨時保持高度警戒，避免可能

保護前方作業人員及病患安全。

危害發生，執行救災工作才能事半工倍。

2. 坡度道路
坡度道路因崎嶇，視線不佳，

二、常見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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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煞車距離，救災人員對於現場

(一)不安全工作環境

更應提高警覺並以器材車及救護車

1. 平面道路

為掩護，如上下坡車道應以消防車

Task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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脹後可能會造成燒傷，其成因是因氣

手剎車，開啟大燈及警示燈，警示

囊激烈的氣化和安全氣囊與皮膚的摩

來車以確保安全距離，避免不必要

擦所導至的，並非是氣囊一瞬間的爆

的傷亡。

開來造成的。當救災人員到達車禍現

工 作 研 討

頭朝上坡，救護車頭朝下坡，拉起

場時，如氣囊已爆開，就沒有進一步

(二)未穩固的車體

的危害存在。但是如果氣囊並未爆開

車輛穩固對救援者和傷者能提

時，救災人員在執行救助工作時就要

供一個安全工作環境，及避免救援過

特別注意操作程序。安全氣囊可能因

程中，因不必要的移動車輛而造成傷

電氣短路或靜電而引起氣囊爆炸。

者進一步的危害，車輛穩固方法相當
多，如使用頂舉裝備、放置輪止器或
木樁等穩固物質，並將輪胎洩氣以防

以下是防止氣囊因意外爆炸而產
生傷害的一些措施：

止車輛滑動。唯需特別注意的是救助

1. 避免靠近未爆安全氣囊的區域。

人員可能只注意到防止車輛前後移動

2. 移除蓄電池接線（需注意仍有微

穩固，而忽略上下晃動所造成傷害，
當救災人員進入車內執行破壞行動
時，會造成車輛上下晃動，此舉即可
能造成傷者進一步傷害或導致安全氣
囊爆開，危害到其它搶救人員的作業

電存在電容器內）。
3. 不要在氣囊安置的地方使用油壓
器材操作（如A、B柱)。
4. 利用方向盤覆蓋裝置，防止氣囊
突然爆炸。

安全。
(四)油壓破壞器材

(三)安全氣囊

油壓破壞器材是消防人員執行車

為使安全氣囊於事故時適時啟

禍救助時最主要破壞的工具之一，其

動，車輛必須藉助不同的感知器和診

操作方式是由一油壓泵驅動油壓剪、

斷模組系統來偵測，感知器測量車輛

油壓撐開器等工具以執行破壞，然因

的速度和減速的速度。汽車行進中，

每一供油管及回油管隱含高壓液壓油

電子感應器隨時接收車速變化、車

（供油管約720bar；回油管約300bar;

輛震動狀態、煞車形式等資訊，由微

1bar = 1.02kg/cm2），若因操作不慎

電腦處理比對後，一經判斷是發生撞

造成液壓油噴出，對於救助人員會產

擊，立即產生一電流脈衝，點燃氣囊

生相當大的危害，國外即有消防人員

內的三氮化鈉，引起一連串的化學變

因液壓油滲漏，液體在高壓下噴出，

化 ， 而 釋 出 大 量 的 氮 氣 N 2， 使 得 氣

經油皮膚引起針尖傷，隨後透過皮膚

囊在20至30毫秒內，以每小時230至

組織進入身體和器官引發肢體功能喪

320公里的速度充氣膨脹。當氣囊膨

失案例，故消防人員在進行救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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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壓撿破壞車體

◼ 油壓器材使用，具高危險性。

時應避免以下不安全行為：

◼ 消防人員使用油壓剪救難情況

4. 拆除輔助電瓶負極樁頭。
5. 戴絕緣橡膠手套，拆下HV電池

1. 切勿拉拖，甚至扭轉供油管路。
2. 供油管路轉彎直徑小於30公分
（約足球直徑）。
3. 高壓管線避免接觸銳利物及壓擠。
4. 操作時避免手握防扭結的彈簧。

的維修接頭。
6. 若HV電池維修接頭因為損壞或
其他原因無法拆下，則從引擎室
連接盒拆下HEV保險絲。
7. 車頂拆除切割時需注意SRS簾幕
式氣囊動作。

(五)油電混合車
獨特的油電混合車輛，在維修、

(六)壓傷症候群

工 作 研 討

保養、事故損壞、災難或救援時也需

車禍事故有絕大部分傷者是被方

要獨特的處理方式，若粗心大意的處

向盤或儀表板壓迫致無法脫困，此時

理，可能會遭受電擊死亡或嚴重之

救災人員到達現場，傳統救災方式是

傷害，其中以500 伏特電器組件與線

立即協助傷者脫困，將傷者送醫，然

路、具有強鹼性的HV電解液（氫氧化

而此舉卻可能引發患者「高血鉀症」

鉀potassium hydroxide）危害最大。

而危害患者生命安全。當傷者肢體被

救難人員處理毀損車輛時必須配戴絕

重物壓迫後即造成肌肉細胞缺乏氧及

緣手套，保護自己避免被電擊，以及

養份，使細胞壞死而釋出鉀離子進入

防止電解液潑出導致身體受傷害，油

血液，當救災人員急速將傷者脫困，

電車隔離高壓電系統的程序如下：

去除壓迫重物，即會造成過量血鉀及
毒素流往心臟，而造成心臟停止，救

1. 檔桿變換到P檔位。

災人員執行是項勤務時必須隨時觀測

2. 下駐車煞車。

患者生命徵象，防止可能危害。

3. 拔出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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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造成不必要的傷亡，救災人員尤其是現場
指揮官應時時耳提面命，注意同仁安全，防
止不必要的危害發生。

工 作 研 討

任數項工作，往往安全問題較容易被忽略，

註釋
註1：內政部警政署全球資訊網。
◼ 油電車隔離高壓電系統

參考資料

三、結論

1.英國公路交通事故搶救（RTA）
2.英國ICET車輛事故救援

由於我國消防體制及人力不足等問題，
無法與國外處理車禍意外事故時區分為指揮
官、駕駛(輔助手)、安全人員、救助小組、
醫療小組相比，我國可說是一位消防人員兼

3.http://www.toyota.com.tw" http://www.toyota.
com.tw
4.http://zh.wikipedia.org/wiki" http://zh.wikipedia.
org/wiki維基百科

外 傷 止 血 方 法

1.直接加壓法止血法

2.換肢抬高法

一般來說體外出血的控制，經由出血點的直

將出血的25肢體抬高公分以上的高度即

接壓迫，即可控制出血，是最有效最直接的

可控制靜脈出血，要注意的是壓迫法及抬

止血法。當加壓的壓力大於動脈的壓力時，

高要注意的是壓迫法及抬高法必須同步操

出血會停止，但時間不宜過長，且應盡速訟

作，才能達成最佳止血效果。

醫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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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風姿勢──正面迎風，並把冰斧插入雪地。

雪地攀登技術探討(二)

克服困難 挑戰極限
Discussion on Snow Climbing Skills. ( Part II)
文．攝影

消防署

蔡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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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主要是跌倒時，如何利用冰斧來滑落制

早上和太

動，而且跌倒又穿著冰爪時，尤其危險，若

陽下山前，雪會

跌倒時，想用膝蓋硬撐，如此容易造成骨

轉變成比較硬，

折，所以跌倒就讓自己摔出去是比較安全

此時穿著冰爪行

的，故必須學會滑落制動。

一

工 作 研 討

般而言，

動比較容易，因
為雪不會陷，但

(一)坐姿滑落制動：坐姿滑落制動是走

相對的危險度也

路時，腳向前滑倒時的自我保護技

會提高，在硬雪

術，平時訓練時，它的準備動作，

面若跌倒，可是

右手虎口由斧鏟下方握住，然後其

會快速滑落山

他4指伸過斧頭握緊，再拉近至肩胛

谷，所以非得在

骨旁，斧尖則朝身體的正前方與身

此時行動的隊伍

體成垂直狀，另外右手肘要靠近身

或救難隊，一定

體夾緊。而左手握住斧尖，握越尾

得把雪地攀登技

部越好並執於腰際間，如此就是滑

術訓練好，才能

落制動的準備動作，若是左撇子，

安全行走於此硬

則剛好是相反的握持手法。首先將

雪面上。另外，

握冰斧成滑落制動的姿勢，然後立

當太陽出來或陰

刻向鶴嘴方向翻身，用肩膀下壓冰

天時，雪反而會

斧斧鏟的部位，另外左手在腰際上

變鬆軟，此時會

拉斧尖。除了大腿要張開，小腿最

很難行走，縱使

好能抬高，如此的練習，當有一天

穿上雪鞋，也一

穿著冰爪行走跌倒時，滑落制動的

樣會陷落，此時行走不但費時，而且也非常

姿勢腳一定要抬高，不然腳非常容

費力。

肆、雪地攀登技術
首先是自保的技術，當此技術訓練純熟
後，才能再深入山區的雪地救人，而救人的
技術則需更上一層，這包括了心理和體能，
以及觀念上的成長。

一、滑落制動技術
這是雪地攀登時，使用冰斧自保的技

◼ 滑落制動技術－前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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斧插入雪地，這插入點正是身體的
兩腳與冰斧成3角頂立，以抵抗強
風，儘可能不要被風吹倒。
(六)冰斧在攀登中的握法：在此所說的
冰斧拿法，主要是攀登中的拿法，
一種是當支撐點的拿法，但其握斧
頭的方式與制動姿勢相同，如此
在滑倒時，立即可以拉起並轉成制
動姿勢，然後以制動姿勢來停止滑
◼ 冰爪攀登技術──冰斧三步上攀法

落。另外，在比較陡的雪坡上攀登

易被冰爪釘入雪面而推擠造成骨折

時，害怕隨時會跌倒滑落，可以雙

現象。

手將冰斧握成制動姿勢，但並不僵

(二)前摔滑落制動：前摔時，立即將冰

硬的把冰斧放於胸前，而是將雙手

斧的鶴嘴向下方雪面插入，如此身

握著冰斧輕鬆垂下於腰際，若滑倒

體也會受重力的衝擊，以鶴嘴為軸

時，可以立即恢復成制動姿勢，然

而轉到下方，此時要以制動姿勢，

後完成自救的動作。

用身體繼續下壓鶴嘴，讓自己停止
滑落。
(三)背 跌 滑 落 制 動 ： 當 向 自 己 背 後 跌

這是利用冰斧煞車方式，來達到快速安

時，需用腰力抬起頭和上半身，然

全的下降技術。在準備滑降時，最好把冰爪

後將鶴嘴向上，在大腿外側用力插

脫下放入背包，才開始滑降。

工 作 研 討

入，此時身體也會以鶴嘴為軸，把

(一)坐 姿 滑 降 ： 用 左 手 下 壓 斧 尖 入 雪

身體轉到下方，然後就可以恢復成

面，來阻礙下滑的速度不要太快，

制動姿勢，以身體來壓住鶴嘴，使

若太快時，立刻以坐姿制動姿勢來

自己停止繼續滑落。

停止下滑，等完全停止後，還可以

(四)前滾翻滑落制動：此前滾跌倒時，

重新再繼續滑降，或改成用走路下

立即要讓自己伸直雙腳向下，如此

山也可以，所有的決定，都需以安

就變成坐姿滑落了，就可以使用坐

全為第一考量。

姿滑落制動的姿勢來自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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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滑降技術

(二)蹲姿滑降：同樣的用左手壓斧尖入

(五)抗風姿勢：抗風姿勢，就是正在攀

雪面，來控制下滑的速度，若太快

登雪地的山峰時，不論是上攀或

時，立刻以坐姿制動姿勢來停止下

下攀，只要突然吹起一陣強風，就

滑。若您不是很熟練，請不要用此

可以感覺站不住，那時立刻要將身

方法滑降下山，因它有一定程度的

體的正面迎向風來的方向，並把冰

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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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走技術
(一)正 面 上 坡 步 伐 ： 身 體 保 持 直 立 站
姿，利用小腿的力量踢入雪面，

才不易發生疼痛狀況。
(三)倒 行 外 八 上 攀 步 伐 ： 腳 以 外 八 形
式，上身保持正直，大腿以半蹲姿
勢，背向上行走的攀登方法。

工 作 研 討

三、踢踏步伐：這是在雪地沒有穿冰爪

然後踩入向上站直，接著踢入第2
腳，如此依序完成上攀的步伐。

(四)美國式攀登步伐：一腳採向前踢入

(二)正 面 下 坡 步 伐 ： 身 體 保 持 直 立 站

冰爪的前4爪，像冰壁的踢踩法，

姿，利用體重力量的將腳跟向下踩

另一腳則向上向外成70度踩入雪

入雪面，接著踩入第2腳，如此依

面，如此一腳利用前4爪平踩，另

序完成下攀的步伐。

一腳全爪踩入雪面，如果平踩那一

(三)斜登步伐：內側腳，向前向上方目

腳累了，還可以換另一腳平踢踩

標踢入雪面，外側腳則向前上方

踏，適合攀登比較陡的雪坡，如此

水平踩入雪面，接著踢入第2內側

腳踝也比較輕鬆。

腳，再水平踩下第2腳，兩腳張開

(五)法國式攀登步伐：以交叉步伐，向

的形狀像37步伐，並採之字形上攀

上攀登或向下攀登的方法，但不論

法，如此依序完成上攀的目標。

步伐是上攀或下攀，出腳後，都是

(四)斜下坡步伐：內側腳，向下水平踢

向另一腳的前面交叉下踩。

入雪面，外側腳則向前下方目標踩

(六)配合冰斧3步上攀法：首先右手握

入雪面，接著踢入第2內側腳，再

斧柄尾端靠斧尖處，然後出力向左

水平踩下第2腳，兩腳張開的形狀

上方將鶴嘴打入雪面，當固定點，

像37步伐，並採之字形上攀法如此

接著左手握住斧頭拉住身體，右腳

依序完成下攀的步伐。

則跨過左腳踩入雪面，再來將左腳

(五)橫渡步伐：內側及外側腳，都是平
側踢向前行。

上拉至右腳的左上方一步距處，用
力踩入雪面，再將右腳上拉至左腳
右側，用力踩入雪面，此時面是朝

四、冰爪攀登技術：這是穿著冰爪行走

正下方，並蹲坐於雪坡上，而左右

於硬雪面的步伐

手仍然握在冰斧上，當已經非常穩

(一)外八正上攀步伐：腳以外八形式，

定和安全的蹲於雪面時，才拔出冰

上身保持正直，大腿以半蹲姿勢上

斧。再重新開始原來的動作，以右

攀的方法，如此讓腳背壓迫減少，

手握斧柄尾端靠斧尖處，然後出力

才不易發生疼痛狀況。

向左上方將鶴嘴打入雪面，當固定

(二)外八正下攀步伐：腳以外八形式，

點，接著左手握住斧頭拉住身體，

上身保持正直，大腿以半蹲姿勢下

右腳則跨過左腳踩入雪面，再來將

行的方法，如此讓腳背壓迫減少，

左腳上拉至右腳的左上方一步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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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用力踩入雪面，再將右腳上拉

下方，如此後就可以把冰斧埋入雪

至左腳右側，用力踩入雪面，此時

中，請選用上方的雪來埋冰斧，埋

面是朝正下方，並蹲坐於雪坡上。

好後再用腳踩緊雪面，如此就完成

再一次又一次重複原攀登動作。

一固定點了，可用來保護隊友上攀
或下攀，甚至於用來架設固定攀登

工 作 研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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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砍劈踏足點：這項技術不但可以照

繩的固定點。在硬雪時，埋冰斧的

顧隊友，甚至在救難時可以幫助遇

槽，也要挖25公分深。用冰斧來架

險之遊客

設固定點的技術，因為不需要攜帶

(一)正挖上坡步階：用冰斧的斧鏟挖4

一堆裝備，也能達到安全攀登一座

鏟，就要完成一可以讓半雙登山鞋

雪地的山峰。當然冰斧還有其他方

踩踏的點，一次要挖2個步階，才

法之固定點的架設技術，但以此方

算完成。

式最安全。

(二)擺動挖下坡步階：用冰斧的斧鏟擺

(二)雪樁固定點架設：其T型槽的挖法

動挖3鏟，挖出下方2個步階，然後

和方向與冰斧的固定點是一樣的，

下移2步，再向下挖出2個步階。

不論是挖的深度或扁帶的綁法，都

(三)擺動挖斜登、斜降或橫渡的步階：

與冰斧的做法一般，當然雪樁還可

同樣的用冰斧的斧鏟擺動挖3鏟，

以用垂直釘入法，但雪不能太軟，

與前一方式類似，挖上坡時，只是

不然要換比較長的雪樁，而且至少

先挖一步在上方鞋的前方，另一步

要同時用2支以上的雪樁，來架設

階則在那步階的再上一步。挖下坡

一固定點才是安全的。

時，則先挖一步階在下方鞋的前

(三)阻雪板固定點架設：在軟雪時阻雪

面，再挖一步階在該步階的下方，

板地是一架設固定點的工具，首先

依此類推。

它的面必須與攀登線成垂直，並於
雪面呈40度打入雪面，然後再用

六、固定點架設
(一)冰斧固定點架設：首先在攀登線的
點上，用鶴嘴劃2條15~20公分寬

鶴嘴在前阻雪板的垂直面下方拉一
細槽，再把鋼索放入，接著鉤上鉤
環，就完成固定點的架設了。

與攀登線成垂直的線，再把中間的

(四)雪 板 固 定 點 架 設 ： 這 是 一 新 的 設

雪挖掉，如果是軟雪要挖40公分

備，可以當簡易挖雪工具，也可以

以上深，寬要能放得下冰斧的長度

代替阻雪板來架設固定點，只是沒

為準，然後在冰斧的重心點正下方

有辦法用直接打入法，仍需挖一T

挖一垂直槽，接著把扁帶用水結連

型槽用放入的方法，再埋入雪板來

成繩環，用雙套結套在冰斧的重心

完成此固定點的架設工作，另外，

點處放入槽中，再把扁帶沿槽拉向

它的材質很輕所以也是一可以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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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水滴形固定點架設：水滴的直徑大

10.5mm直徑的攀登繩索，組一4人或5人繩

小，必須依當時雪的硬度來決定

隊（2人及3人是前項的應用款），並以2公

其大小，雪越軟就需挖的越大才安

尺長，6mm直徑輔助繩2條確保防護。技術

全，軟雪需1公尺以上，硬雪只需

最差者，上山排於繩隊最後位，下山時則排

30公分以上，放固定繩的槽要挖30

於最前位，如此才能增加團隊制動成功的

至50公分深。

機會。

工 作 研 討

地形，它最基本的形式是以1條50公尺長，

攜帶的工具。

(六)竹片雪樁固定點架設：首先必須找
一巨竹，劈成一長60公分、寬10公

伍、結論

分、厚達1.5公分的竹片，此竹片的
功能與雪樁的功能相當，甚至於超

目前山難搜救工作往往對於義消、山

過雪樁的功用，它不但不需花錢購

青及民間山區救難隊等民力的依賴過重，要

買，而且材質很輕，另外在隊員有

能蛻變為專業的山區搜救隊伍，除應逐年充

難時，還可以當背人的坐板或骨折

實硬體的裝備器材外，更須在軟體上建立完

時的固定板。

整的作業機制，提供縱向的聯繫依據及橫向
的溝通平台，並且持續辦理階段性的專業訓

七、固定繩架設

練及常態性的保持訓練，畢竟山區的攀登技

主要是在危險地區，使用固定點來完成

術、救難技能有別於我們日常的生活及工作

固定繩的架設，在雪地可以20公尺架設1固

習性，災難總在一瞬間，如未能具備純熟的

定點，然後在繩索頭尾以8字結掛上固定點

技術與技能，遑論救人就連保命都是件嚴格

的鉤環，中間的固定點用雙套結掛上，就完

的挑戰。

成1固定繩的架設，如此不但可以讓隊友安
全通過危險地形，更可以用來照顧保護受困

山區搜救員往往也是專業的登山者，本
身已經具備了攀登與登山安全的所有知識、

之遊客。

技術，所以成為一名專業的登山者，是所有

八、繩隊行進

山區搜救員須學習的目標；消防人員站在搶

繩隊使用時機之選擇是一門很深的學
問，因為它考量的層面很廣，氣候、地形、

救工作的第一線，更應提昇自己的技術層
面，以成為一名專業的登山者自許。

雪況、裝備器材、技術及隊友的能力等條件
都左右著繩隊行進的風險，因此它需仰賴
受過專業訓練且經驗豐富者，做最安全的選
擇、最合理的判斷。簡而言之，繩隊就是
以繩索串起隊伍，並由隊友間相互確保防
護，安全的通過危險路徑、雪坡、冰河等
◼ 滑落制動技術－前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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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候惡劣．搶救釣客．不幸殉職

悼

救難英雄黃碧山
The Brave Huang Bi-Shan – Drowned For Saving Lives
人 物 特 寫

文．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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㕽張沂芬 朱郅昌

年2月15日這一天，是宜蘭縣政府

分隊所電話響起，烏石港北堤外海有1位釣

消防局第一大隊頭城分隊最難過的

客落海，狀況十分緊急，指揮中心立即派遣

日子，因為堅守崗位16年的小隊長黃碧山因

第一大隊頭城消防分隊消防人員前往搶救，

為搶救1位落海釣客，而殉職了，消防分隊

持續搶救到2月15日下午6時，因天色昏暗

折損1名救人無數的優秀夥伴。

視線不佳，搶救工作無法繼續，俟翌日再前
往搶救。

「鈴、鈴、鈴……。」農曆年前2月的
一個午后，宜蘭縣消政府防局第一大隊頭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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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險惡，橡皮艇翻覆

Int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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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撞擊消波塊及海流牽引回拉，導致同仁

值班退勤時間，為把握黃金72小時救援時

駕駛的水上摩托車數度翻覆，搶救困難，也

間，仍毅然加入救援行列，尾隨同仁抵達現

在現場參與營救的頭城消防分隊代理主管林

場執行搶救任務，當天的氣候依舊非常惡

朝新，回憶當時景況難過地說︰「我一度接

劣，陣風近10級，海溫21度C以下，在執行

近他，摸到他的手，力搏無情大浪，想把他

過程中，故小隊長黃碧山與頭城義消副小隊

拉出來，無奈海浪來得快又急，一個瘋狗浪

長林有智所駕駛的橡皮艇，冒著東北季風及

又把我推離開了黃碧山…。」他指著自己手

海流潮汐轉換等無法掌控因素持續搜救，但

上被礁石不斷撞擊造成刮傷的手和手錶，回

因海浪過大不斷衝擊，兩人所乘橡皮艇約在

想起當時緊急狀況和惡劣的天候，難過到無

下午2時45分翻覆，黃碧山與林有智雙雙落

法言語，懊惱自己無力救起曾一起出生入死

海，林有智因位處較內側，奮力爬上消坡塊

16年，最親密的戰友黃碧山，眼睜睜地看

脫險，而黃碧山雖身處險礁區，也一度企圖

著他遭海浪襲捲，至今，林朝新仍無法相信

抓住橡皮艇，，仍力搏海浪試圖將橡皮艇翻

黃碧山真的走了。

人 物 特 寫

2月16日，故小隊長黃碧山雖然已過

正，卻遭無情的巨浪重重襲擊，一波波強浪
將他推向消波塊，頭部因撞擊礁石而意識昏
迷，漂流於海面。

救難殉職，震驚消防隊
一直救援到2月16日下午約3時50分，
救難人員始合力將故小隊長黃碧山營救上

現場參與搶救的同仁見狀，立即駕駛

岸，唯已無生命跡象，在岸邊待命的救護

海上摩托車緊急營救，雖數次接近故小隊

人員仍把握黃金時間，馬上實施CPR緊急

長黃碧山身邊，但因海浪衝擊力量實在太

救護，並就近送往陽明大學附設宜蘭醫院
急診室急救，該院
醫療團隊旋即進行
各項急救但仍回天
乏術，於當日下午
5時45分宣告急救
無效，殞失寶貴生
命，得年44歲，
1位救人無數的警
消英雄，就此殞落
大海，家屬哀慟欲
絕，於晚上7時將
黃碧山遺體運回家
中安置，2月17日

◼ 宜蘭縣政府消防局頭城分隊救護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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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台灣宜蘭地方法院檢察署完成相驗程序。

為援救1名在頭城鎮烏石港北堤燈塔附近落
海的釣客，黃碧山永遠離開他熟悉的宜蘭消

宜蘭縣政府消防局第一大隊大隊長陳慶

防大隊頭城分隊。

保說，這是宜蘭縣消防隊9年多來第一次發
生隊員緊急救難殉職事件，提起黃碧山這名

事故現場，救人如救火

愛將，陳慶保只有褒沒有貶，雖然消防大隊

2007年6月15日上午，台鐵北迴宜蘭大

全隊同仁陷入愁雲慘霧的悲傷氣氛中，隊上

里路段發生重大火車死傷事故，一輛由樹林

消防人員仍必須收拾起悲痛的情緒，隨時準

開往蘇澳的2719次區間電聯車，10點28分

備待命出勤，繼續做好救災救護工作。「救

於大里車站載客後，正要出站轉入車行線

援工作仍要繼續」陳慶保說，全世界任何救

時，不幸遭一輛剛維修完成，正要進行試車

災均潛在危險性，如山難、氣爆、火災、落

的3902次的兩輛連結修理機車頭，朝第2節

海等，但是，希望同仁黃碧山的犧牲，能喚

車廂攔腰撞上。

起更多人事先做好災害預防，才能將生命財
產損失降至最低。

宜蘭縣政府消防局出動所有轄區消防分
隊前往救援，頭城分隊隊員黃碧山和其他救

在同仁眼中，故小隊長黃碧山熱心助

難人員接到指示後，火速趕往事故現場，只

人，不論是消防莊備器材的使用、救援工作

見遭撞擊的電聯車第3節車廂幾乎全毀，造

經驗的傳承都無私奉獻，對新進同仁亦相當

成4死8重傷11輕傷的慘劇，現場狀況慘不忍

熱心，不論消防緊急救援的協助或是支援，

睹，滂沱的大雨中，火車相撞的畫面看起來

黃碧山都當仁不讓。大隊長陳慶保炯炯有神

格外慘烈，甚至還有遺體被押在火車底下，

的眼光裡透著萬般不捨與驕傲，遺憾的是，

電聯車的第3節車廂幾乎全毀了，扎實的鐵
皮翻捲扭曲，像
個被壓扁、破碎

人 物 特 寫

的易開罐。

現場哀嚎
聲四起，許多乘
客都全身是血被
夾在車廂當中動
彈不得，消防隊

Interview
78

立即用大型破壞
工具及油壓剪剪
開車廂鐵皮及座
◼ 同仁駕駛同款救生艇（如圖）救援落害海的黃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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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殉職的黃碧山（左）平日熱心公益，在颱風天陪同居民巡視菜園

位，一一將傷者拖出車外，和黃碧山一起參

順變，並繼承黃小隊長遺願，將3名仍在就

加該次重大鐵路事故救難的林朝新，回想當

學兒子扶養長大成人。

時情況說，黃碧山每遇災害事件發生，總是
置個人死生於度外，奮不顧身地搶救傷者，

同僚追思，不禁紅眼眶

像大里路段火車對撞事故，他也顧不得自己

談起殉職的黃碧山小隊長，分隊長張

全身沾滿傷者血跡，只想將車箱內傷者救出

瑞明雖然調至消防大隊頭城分隊才1年多，

儘快送醫，充分發揮出消防人員無私的大勇

與黃碧山相處時間不及其他同仁來的久，但

精神。

是提起故小隊長黃碧山的好相處和點點滴滴
仍有諸多不捨，多麼希望這次的意外只是一

故小隊長黃碧山原本有一幸福美滿家

場噩夢，他搖搖頭說：「實在太突然了，一

庭，於民國75年與吳素美小姐結婚，結22

切都發生得太突然了，黃碧山在隊上是個人

載伉儷情深，育有3子都乖巧聽話，家庭和

人稱讚的好同仁，昨天還在隊上一起待命，

睦、家道方興，詎料天妒英才，遭此巨變壯

沒想到第2天就天人永隔…。」對於夥伴的

年早逝，讓人為之惋惜。黃碧山同仁不幸殉

離開，隊上消防弟兄不捨地紅了眼眶。張瑞

職事件發生後，宜蘭縣政府消防局傾全力支

明猶記得自己岳母有一次身體欠安，故小隊

援協助家屬辦理後事，並派員赴黃家慰問家

長黃碧山得知後，很熱心的告知他那裡有可

屬遺孀，希望黃碧山太太吳素美小姐能節哀

以治療疾病的民俗療法，並親自帶領著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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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訪名醫，這件事情更讓張瑞明銘感在心。

為告慰其在天之靈，除追贈為宜蘭縣政
府消防局第一大隊頭城分隊小隊長，另為感

黃碧山出身宜蘭，家中世代務農，家
風勤儉純樸，雖為獨子仍乖巧聽話，自幼刻

佩黃碧山救人捨命精神，亦將為其爭取入忠
烈祠。

苦耐勞，待人和睦、處世認真，於75年退
伍後，曾至礁溪一家製鞋工廠工作，78年7

救災工作，一刻不停歇

月秉持服務人群、奉獻社會之胸襟，報考台

採訪接近尾聲，懷著沉重的心情，踏出

灣警察專科學校警員班127期，於79年4月

宜蘭縣政府消防局頭城消防分隊，對於這一

以優異成績畢業，分發至台北市警察局消防

群24小時待命，默默付出的打火兄弟頓時肅

大隊服務。

然起敬。筆者與大隊長陳慶保、分隊長張瑞
明、宜蘭縣政府消防局人事主任游依築小姐

事親至孝的他，於80年請調回故鄉宜
蘭縣警察局消防隊服務，自此展開了16年

訪談近2小時，更能體會他們救人如救火的
辛勞。

回饋鄉里為民服務的救護生涯，這段期間救
人無數，在消防救護工作上表現可圈可點，
深受各級長官肯定，也為同僚所欽佩。

宜蘭縣政府消防局第一大隊頭城分隊，
剛剛折損了1名兄弟黃碧山，而黃碧山的家
人頓時也失去支柱，必須靠時間來慢慢平復

故小隊長黃碧山才德兼備、任勞任

心中的痛楚，我們能為他們做些什麼呢？颱

怨，對上級各項交付任務均全力以赴，績效

風天儘量不要去海邊「製造危險」，平時也

卓越屢獲功獎。並於平日工作及警消勤務之

要做好防救災工作，才能免於人為災難或降

餘熱心地方事務，舉凡社區、鄰長地方之事

低天然災害的損傷，這是所有民眾都能夠做

皆全力參與，為人真切熱誠，處事勤奮認

到的。

真，深獲眾人肯定。其忠勇忠勤之表現，永

人 物 特 寫

垂不朽，如今不幸殉職，英勇救人甚至犧牲
自己生命的精神令人追思。

◼ 宜蘭縣政府消防局第一大隊大隊
長陳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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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城消防分隊代理主管林朝新

◼ 宜蘭頭城分隊小隊長張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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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預防
從你我做起
The Disaster Prevents Start
From You and Me
文

張沂芬 朱郅昌

家防火安全，以火災原因分類說明；

居

建築物火災以住宅類型居多，所佔比

例超過50%，火災發生以電氣為首，為落
實防範住宅及電氣火災，內政部消防署推行
「住宅防火對策暨防範電氣火災執行計畫」
行之有年，在全國消防團隊的共同努力下，
各縣市政府已展現具體成果，火災發生率逐
年下降，各項防火防災宣導資料建置於消防
署網路以供查詢，更積極推動相關住宅防火
因應措施，製作居家防火安全手冊，希望透
過劇具體數據及火災案例，強化大眾對住宅
火災防範的認知，隨時隨地提醒家人和周遭
親友，加強火災預防，達到「全民消防」的
目標。

嘴巴，採低姿勢沿牆面爬行。平時做好早防
災防火預防，當災害來臨時不但可以保住一

當火災發生時，火苗在樓梯間迅速往上

命，並將降低生命財產損失降至最低。

竄升，冒出大量濃煙影響逃生，很多逃生者
都是被濃煙嗆昏導致無法逃離火場。火災發

民眾如果能夠做好防災預防，就能減輕

生時，黑煙比火更可怕，含有一氧化碳和有

消防人員出勤負擔，很多災害的發生都是因

毒氣體，吸入太多會使人意識模糊而錯失逃

為事先沒有做好防災，例如常常見諸於新聞

命機會，通常，含有熱氣的煙迅速地瀰漫了

的瓦斯中毒悲劇，其實是可以避免的。當瓦

整個房間，會順著樓梯一直向上竄，在逃離

斯外洩時，若剛好接近火源，很容易造成瓦

時要注意儘量將身體放低，或者以毛巾摀住

斯氣爆，並引燃周遭可燃物釀成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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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防祝融毀山林
慎防
毀山林
Watch Out For Fire during Tomb Sweeping &
Ancestor Worshiping Period.
文

消 防署
防署

趙哲彰

防 災 宣 導

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

「清

項宣導文宣品，除印製精美宣導海報供各縣

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

市消防機關發放張貼外，發送宣導短片請各

指杏花村。」這首杜牧的清明詩一出口，濃

縣市消防機關洽請當地電影院、各有（無）

濃的清明節氣氛便呈現了。1年1度的清明

線電視及車站電視牆播放宣導，亦於6台無

節到來，對於注重孝道的國人來說，清明

線電視台（台視、中視、華視、民視、原住

節不僅代表後輩對祖先的敬重，同時更包含

民頻頻及客家頻道）之公益時段播出宣導短

著後輩對祖先的思念。因此在這個緬懷祖先

片，其主要目的就是希望將防火觀念深植在

的日子裡，國人為了感念祖先的恩德，均會

每一個人的心中，但防火觀念宣導並不能僅

攜家帶眷前往墓地祭拜祖先，在祭祀祖先的

靠消防人員單方面的推動，更應該是社會大

同時，也會將墓地周圍的雜草清除，並焚燒

眾一起來推廣，如此才可以讓火災確實遠離

冥紙、燃放鞭炮以示隆重。然而在此清明期

我們。

間，如因民眾掃墓祭祖焚燒冥紙、燃放鞭炮
不慎，而引發林野火災，甚至延燒波及周圍房

希望能藉由日常生活宣導環境的營造，

舍，不但破壞美好環境面貌，更威脅人民生命

提昇民眾防火意識；另外，民眾如有需要可

財產安全。為了保存台灣美麗山林環境美景，

逕向當地消防機關索取宣導海報及VCD。此

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在祭祖的同時我們是

外，內政部消防署亦頒訂「內政部消防署97

否也該思考如何預防林野火災的發生。

年度清明期間防火宣導指導計畫」，要求各
縣市消防機關據以執行，藉以強化民眾清明

82

為了預防民眾掃墓祭祖不慎引發林野火

防火觀念，同時於指導計畫中也訂定執行要

災，提醒民眾務必於祭祖後將墓地周圍的火

項，協請各消防機關配合辦理，確實將林野

苗熄滅，內政部消防署特將清明防火宣導列

火災發生的機率降到最低：

為重點宣導項目，依據預算編列情形製作各

一、協調轄內各鄉鎮市區公所事先清除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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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
二、針對轄內以往發生火災頻率高，地形崎
嶇及搶救不易之墓地處所研擬因應對
策，策定具體搶救作為。
三、協調各機關、團體、公司、工廠、媒體
等協助防災宣導。
四、協調轄內各級學校加強對學生之防火安
全宣導，藉由親子關係傳達各項清明掃
墓注意事項。

二、「不」讓冥紙飛揚：燃燒冥紙時，應在
旁留意其燃燒情形，以免因冥紙飛揚而
造成災害。
三、「不」隨意丟煙蒂：抽煙時，請注意勿

防 災 宣 導

墓周圍雜草，避免用火不慎，造成林野

隨意丟棄煙蒂，避免造成林野火災。
四、「不」放爆竹煙火：建議民眾使用環保
鞭炮代替燃放爆竹，如果必須燃放鞭
炮，也應格外注意周邊防火以及自身的
安全。
五、「記得」撲滅餘燼：離開墓地時別忘了

五、洽請轄內各有線電視及電影院播放「清

仔細檢查是否有未熄滅的火源，請妥善

明防火宣導標語」跑馬燈或各種防火宣

運用水源將餘火澆熄後再行離去，切勿

導短片，並於各墓地處所入口處懸掛防

因一時的不察、大意而造成無法挽回的

火宣導標語，以提高民眾防火警覺。

後果。

六、主要墓地處所派遣人車警戒，並於現場

六、「記得」隨手收拾垃圾：帶來或製造的

提供水源，供民眾於用火後澆熄火源，

垃圾，在離開墓地時，請舉手之勞一併

以防止因燃燒冥紙而延燒雜草，勸導不

帶走，以維護環境的整潔。

燃放鞭炮、不亂丟煙蒂等，以免不慎引
發林野火災。

消防單位在清明宣導期間都會在各地主
要之墓地處所調派人員車輛警戒，並於現場

事前多一分預防，就可以少一分火災

提供水源供民眾使用，因此提醒民眾出門前

發生後的懊悔，藉由消防機關全面性的宣導

記得攜帶可裝水之容器如水桶、寶特瓶、塑

作為，讓全國民眾都可以更加了解防範林野

膠袋等以方便裝水，不但可以洗手、熄滅紙

火災的重要，更讓民眾知道防患於未然的觀

錢餘燼，也可以用來簡單清洗墓園。

念。在祭祀祖先後的舉手之勞，確實將墓地
周圍殘餘的火苗撲滅，也許就因為你的一個
小動作，而避免了一場林野火災的發生。

如果不慎引發火災，請民眾不要驚慌，
先撥打119向當地消防單位求救，在附近主
要墓地待命警戒的消防隊會很快趕到滅火，

清明防火其實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只

如果火勢不大，可以試著用身邊現有的水源

需牢記「4不2記得」口訣：

進行初期滅火，若火勢已經延燒到一定程

一、「不」任意燒雜草：儘可能不燃燒雜

度，則要儘快離開現場，靜待消防人員前來

草，如有必要，應先將其除下後，再找

搶救，以避免民眾自身受到傷害。

空曠的地方燒棄，並在旁警戒，以免飛
火延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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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斯中毒，
可以避免
The Gas Poisoned
is May Avoid.
文

張沂芬 朱郅昌

防 災 宣 導

斯爐使用不當也容易引發火

「瓦

電器，如排油煙機或電風扇，然後儘速打開

災，在通風不良處所使用瓦斯

門窗，保持空氣通風。還有一點需更加注

爐烹飪、煮火鍋或是燒開水泡茶，因氧氣供

意，烹煮時留意火燄不要被風吹熄，爐火上

應不足，最易發生一氧化碳中毒事件，瓦斯

的湯汁不要盛裝過滿，以免溢出淹熄火燄。

爐使用後確實關閉瓦斯桶及瓦斯爐開關，桶
裝瓦斯的橡皮管要經常檢查，橡皮管不宜過

宜蘭縣政府消防大隊長陳慶保再三叮

長並加裝安全夾以防止脫落，就寢前仔細檢

嚀，隨時做好家庭防災，居家安全就多一層

查瓦斯爐具是否確實關閉，勿讓小朋友隨意

保障。

接觸瓦斯爐開關，正確安全使用瓦斯爐，以
成為人人必知、必學重要常識。使用瓦斯爐
時：應打開窗戶與戶外保持空氣流暢，在通
風不良的地方，儘量使用電熱器具烹飪、煮
火鍋、燒開水、泡茶等。

如何預防瓦斯爐產生氣爆？1.經常檢
查，避免瓦斯外洩。2.瓦斯爐無法點著時，
先行關閉，等到漏出去的瓦斯散去後再重新
點火。3.聞到瓦斯味時，千萬不可以開、關

84

Fire Prevention Propaganda
Fire Monthly 2008 March

防 災 宣 導

一氧化碳
致命無形殺手
Carbon Monoxide – The invisible Lethal Killer
文．攝影

消防署

張建興

隆巿樂利三街天驕社區於97年2月28

4戶人家共3死4傷意外，這起事件再次提醒

日傳出大樓住戶集體一氧化碳中毒意

民眾注意使用熱水器之安全。

基

外，事緣13樓套房陽台的瓦斯熱水器，疑因
門窗緊閉致瓦斯燃燒不完全，一氧化碳由浴

消防署統計，97年1月份的一氧化碳中

室通風管道間逐層往上飄向四個樓層，造成

毒發生狀況，計有14件、2人死亡及27人受

一氧化碳中毒症狀（日本高壓氣體保安協會2007/12發布）

CO%

Ppm(百萬分之1)

中毒症狀

0.005

50

在此濃度下，一天工作8小時，不會對健康生傷害。

0.01

100

5~6小時，會感受到身體有些微的異常。

0.02

200

吸入1小時以上的話，會有輕度的頭暈、頭痛。

0.03

300

1小時內，會有輕度的頭暈、頭痛。

0.04~0.05

400~500

1小時內，有輕度頭痛，3~4小時內，中度中毒。

0.06~0.07

600~700

1小時內，有輕度頭痛，2~3小時內，中度中毒。

0.1~0.12

1,000~1,200

30分內輕度頭痛，1小時~1小時半，中度中毒。

0.2

2,000

30分內輕度或中度頭痛，1小時內產生嚴重影響，2小
時內死亡。

0.3

3,000

30分內重度中毒，1小時內死亡。

0.4

4,000

30分內有生命危險或死亡。

0.5

5,000

5~10分內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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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較去年同期降低許多。分析災害原因，

定安裝，以確保燃氣熱水器之使用安全（如

絕大多數都是熱水器安裝在室內（如浴室）

圖1至4）。

或加蓋的陽台，造成燃燒所需的空氣不足，
又未裝置排氣管將廢氣排放至室外而導致事
件的發生。

由於液化石油氣或天然氣燃燒不完全所
產生的一氧化碳無色無味，不易察覺，所以
許多悲劇都是在不知不覺當中發生，如發現

為了改善民眾居家環境潛在的危險因

有人一氧化碳中毒時，首應立即打開門窗，

子，消防法於94年2月2日增訂第15條之1，

將中毒者移至通風處，鬆解衣物，並使中毒

從熱水器的安裝標準、承裝業管理機制、專

者下顎向上抬高，保持呼吸順暢。若中毒者

業證照制度及居家安全診斷等，建立一元化

無呼吸，則應立即實施人工呼吸，若脈搏無

的熱水器法令體系與安全機制消防法，規範

跳動則須立即實施心肺復甦術，並儘速撥打

瓦斯熱水器承裝業管理制度及裝修技術士證

119電話送醫急救。

照制度，民眾如有安裝熱水器之需求，應由

消防署呼籲，為防範一氧化碳中毒，應

合格之特定瓦斯裝修技術士，經正確評估安

提高警覺，隨時保持居家環境的「通風」狀

裝之環境，選用型式正確之熱水器，再依規

況，陽台如有加裝門窗之情形，應保持開啟

防 災 宣 導
FE式（半密閉強制排氣）熱水器安裝示意圖
◼ 圖1 法令規定適合於加蓋陽台使用之熱水器型
式。

86

RF式（屋外型）熱水器安裝示意圖
◼ 圖2 法令規定適合安裝在室外或為加蓋陽台之熱
水器安裝示意圖。

Fire Prevention Propaganda
Fire Monthly 2008 March

防 災 宣 導

狀態，以保持空氣流通。另外，熱水器要選
擇正確的「型式」，使用合格的「品牌」，
貼有CNS及TGAS檢驗合格標示，並要由合
格技術士安裝熱水器及注意平時的定期檢修
或汰換，以確保民眾自身生命安全。

◼ 圖3 錯誤的熱水器安裝及使用──熱水器未加裝
排氣管，且陽台加蓋又晾曬大量的衣物，致影響
通風。

◼ 圖4 正確的熱水器安裝及使用──選用正確熱水
器型式，並加裝排氣管、未晾曬衣物。

一 氧 化 碳 中 毒 處 置
三、撥打119將中毒者送醫急救。

一氧化碳中毒處置
一、關閉瓦斯爐及瓦斯開關。

二、輕啟窗戶，讓一氧化碳飄
散出去。

四、急救人員未到達前，將中毒
者移到現場的通風處。並鬆
開衣物，施救環境也要安全
無疑。

五、中毒者若無呼吸、心跳，可
施行心肺復甦術（C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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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利川市
物流中心火災省思
Reﬂection on The Logistics Center Fire in Icheon,
Korea.
文

廖為昌

韓國利川市
物流中心火災省思(註1)

(一)發生時間：97年1月7日上午10時

一、建築物概況

(二)燒損面積：伴隨多次爆炸及火災，

(一)發生地點

國 際 視 窗

１、起 火 建 築 物 位 於 韓 國 京
畿道利川市法面柳山裡
「KOREA2000」物流中心
（冷凍物流倉庫）。

45分左右。

該倉庫全部燒損。
(三)火險金額：約17億6,300萬日圓
（合計約新台幣近6億元）。
(四)傷亡情形：40人死亡（內含12名
中國朝鮮族工人）、17人受傷。

２、利 川 市 位 於 首 爾 東 南 方 約 5 0
公里，該起火建築物鄰近交流

International Wind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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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署

道，周邊亦有同1公司經營之
倉庫。

三、現場概述
(一)火災現場位於地下1樓，放置有大
量桶裝之冷媒（氟化物（註2）

(二)建築構造：地上2層、地下1層之

－ フ ロ ン ガス ） 、 氨 （ ア ン モ ニ

鋼架結構，建築面積約2萬9,583

ア）、液態瓦斯等多種化學物品。

平方公尺，其中地下層為起火層

復依現場跡象顯示，該處並無通風

（長約180米、約127米）。

換氣設施，而施工時亦無進行氣體

(三)建築用途：96年11月完工，預定
97年1月12日啟用。

濃度偵測。
(二)起火點疑似機械室，地下層現場有
57名工人正進行冷凍設備之冷媒灌

二、火災概況

裝作業及電氣配線工程作業，因熔

International Wind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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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作業，而現場使用之絕緣材質

焰、濃煙及有毒氣體瞬間擴散，造

（"矽氧樹脂" 矽氧樹脂），雖具

成多人逃生不及。

有隔音阻熱，立即凝固之便利，

(三)另 上 個 月 塗 裝 之 內 部 牆 面 及 天 花
板所用絕緣材質"矽氧樹脂" 矽氧樹
脂）所產生之揮發性氣體，亦可能
為造成火勢一發不可收拾之原因。

但接觸火源後即產生有毒氣體，

國 際 視 窗

接火花引燃溶劑並造成爆炸，因火

對人體有害。
３.據轄區消防局稱，依據「產業安
全管理安全作業指針」，進行熔
接作業時，務必確認周邊無可燃

四、搶救概況
(一)共計出動消防車103輛及消防人員

性物品，唯該場所完全未依規定
實施。

440人前往救災，另有警察2個中隊

４.依韓國建設產業基本法規定，因

及交通機動隊前往協助，但該場所

冷媒（氟化物－フロンガス）作

內部有間歇性爆炸及充滿毒性，進

業如發生錯誤即有產生爆炸危險

入救災不易。

之可能，因此規定應具有資格者

(二)復因該起火建築物周遭有毒氣體散
布之故，撤離附近600名居民。

五、安全檢查情形
(一)96年11月5日竣工許可。

始能進行，唯當時係由不合格者
進行此項作業。

(二)消防安全設備（施）未能發揮
功效

(二)96年10月24日消防安全設備合格。

１.據生還者及目擊者表示，地下1

(三)另 衍 生 農 地 移 轉 及 行 賄 等 後 續 問

層機械室起火後4-5秒，火勢瞬

題，業由司法單位展開調查。

間即吞沒整個倉庫，而火場未設
火警警報設備或替代性緊急廣播

六、安全管理問題
(一)在充滿可燃性物質情形下進行熔接

設備或器具。
２.另利川消防局亦指出，該場所面

作業：

積寬廣，而通向外部之門窗及通

１.現場內部施工人員，多為電氣、

氣孔並不足夠，係屬密閉空間，

冷凍或清潔公司所屬之按日計酬

消防人員僅能自出入口處進行射

人員，且有中國大陸之外籍勞

水。另一方面，所產生的有毒氣

工，並無簽訂勞動契約書亦無安

體，令整個地下層宛如「毒氣

全裝備，也未進行員工安全教

室」，而其內部所設之自動灑水

育，整體安全意識薄弱。

設備，亦未能啟動。

２.復疑因違約金問題而趕工，在安

３.經後續調查顯示，施工當時為便

全防護並未周全之情形下進行熔

利施工防止誤動，將自動灑水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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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及防火門由自動模式改為手動

化罹難家屬赴韓的簽證手續，以便

模式。

讓他們儘快到韓國處理後事。

(三)地下空間寬廣與間歇爆炸導致搶救

八、國內此類場所之相關法規概況

困難：
１.起火之地下1層可謂建構在地下

(一)建管單位

之建築物，如1個運動場大小，

１.新建造或將原建築物全部拆除而

其面積約為地上1樓的2倍且為鋼

重新建造者之建築物，主要權管

骨結構，隨時有崩壞之虞。

單位應為建管單位。

２.因有爆炸發生，有崩塌妨礙出入

２.建築法（註3）之相關條文概略

之情形，伴隨大量有毒氣體，消

如下：

防人員接近救援不易。

(1)第58條第1項第3款：建築物
在施工中，有危害公共安全等

七、善後概況

情形時，主管建築機關認為有

國 際 視 窗

(一)將於2月上任的韓國總統當選人李

必要時，得隨時加以勘驗，發

明博、秘書室長任太熙及發言人朱

現危害公共安全者，應以書面

豪英等一行人，於1月8日下午訪

通知承造人或起造人或監造

問京畿道利川，對遇難者家屬進行

人，勒令停工或修改；必要

慰問；青瓦台發言人、宣傳首席秘

時，得強制拆除。基此，得由

書千皓宣也向遇難者表示哀悼，並

主管單位要求業主加強施工中

向遺屬表示遺憾和慰問，另祈望受

安全檢查。
(2)第61條：建築物在施工中，

傷人員早日康復。
(二)目前韓國政府評估對事故原因、有

如有第58條各款情事之一

關部門初期因應措施等處理過程，

時，監造人應分別通知承造人

以及法律援助方案和

International Wind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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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制度的方案等，
全力做好善後工作，
並制定預防此類災難
再次發生的對策。
(三)韓國政府決定，1月
9日由韓德洙總理主
持制定政府援助對
策，以便儘快完成善
後工作和進行賠償。
韓國政府還表示將簡

◼ 火災引起爆炸，倉庫全部燒成灰燼。

International Wind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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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故得由主管單位督促業者

修改者，應即申報該管主管建

建立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自動

築機關處理。

檢查機制及實施安全衛生教育

(3)第63條：建築物施工場所，
應有維護安全、防範危險及預

訓練。
(3)第26條；有規範危險性工作

防火災之適當設備或措施。

場所，非經勞動檢查機構審查

(4)第64條：建築物施工時，其

或檢查合格，事業單位不得使

建築材料及機具之堆放，不得
妨礙交通及公共安全。

國 際 視 窗

及起造人修改；其未依照規定

勞工在該場所作業
２.勞動檢查法（註5）第28條：勞

(5)第 8 9 條 ： 違 反 第 6 3 條 至 第

動檢查機構指派勞動檢查員對各

69條及第84條各條規定之一

事業單位工作場所實施安全衛生

者，除勒令停工外，並各處承

檢查時，發現勞工有立即發生危

造人、監造人或拆除人6千元

險之虞，得就該場所以書面通知

以上3萬元以下罰鍰；其起造

事業單位逕予先行停工。而有立

人亦有責任時，得處以相同金

即發生危險之虞之情事，由中央

額之罰鍰。

主管機關定之。

３.基於上述，建管單位得要求業者
應於施工中建築物設置適當之設

(三)消防單位

備或措施，預防及搶救火災，且

１.消防法立法宗旨在於維護各類場

相關建築村料之堆放不得妨礙公

所使用後之安全管理，及規範火

共安全。

災搶救之必要措施，以建築物之
所有人或使用人為管理主體，而

(二)勞安單位
１.勞工安全衛生法（註4）

興建中建築物因無民眾使用，且
該工地係為營造、承造、監造公

(1)第14條：雇主應依其事業之

司及勞工為主體；因此，興建中

規模、性質，實施安全衛生管

建築物以建築法為主管法規，因

理；並應依中央主管機關之規

此，此階段消防法並無相關管理

定，設置勞工安全衛生組織、

規範。

人員。並對相關之設備及作

２.另消防安全設備則涉及會審會勘

業，應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

及危險物品管理等事宜，而防火

自動檢查。

管理有關增建、改建、修建及室

(2)第23條：雇主對於勞工應施

內裝璜等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事

以從事工作及預防災變所必要

宜，係規範於建築物啟用後，與

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

本案新建之情形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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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興建中（新建）建築物之安全

九、結論與建議
(一)韓國利川市物流中心火災分析可歸

管理，主要係建築法所規範，並涉

納如下：

及勞安及消防等權管法規，而內政

1.業者稱現場作業時，放置20－30

部消防署為確保此類場所之公共安

台換氣風扇進行換氣，但生還員

全，前訂有「施工中建築物預防火

工表示，起火當時該設備並未啟

災注意事項」，於92年3月26日以

動，僅有的1個換氣口，係位於機

消署預字第0920500579號函請內

械室內。各種跡證顯示，現象蓄

政部營建署參採，鑑於前述韓國利

積大量可燃（有毒）氣體，並進

川市物流中心火災案例之省思及國

行熔接作業，致造成此次傷亡嚴

內法規之業管權責，擬修訂該注意

重之不幸事件。

事項，函請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及內
政營建署參考，並副知全國各消防

2.依韓國現行消防法及建築法、工

機關。

場及倉庫等非商業用途建築物，
並無設置緊急出口之規範，事故
現場係為一大型建築物且地下層
面積寬廣，而緊急出口位於1樓且

國 際 視 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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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註1

參見網站：http://www.chosunonline.com/"

僅有1處，因此火災發生時作業員

http://www.chosunonline.com/（朝鮮日報－

工逃生不易。

網路日文版）
註2

3.據該國金教授表示，走廊處天花

Scripts/Query4B.asp?FullDoc=所有條文

板設有自動灑水設備，但未發現
熱感知探測器殘留，可能為該探

參 見 網 站 ： h t t p : / / l a w. m o j . g o v. t w /

&Lcode=D0070109
註3

參 見 網 站 ： h t t p : / / l a w. m o j . g o v. t w /

測器動作溫度範圍約為100－200

Scripts/Query4B.asp?FullDoc=所有條文

度，而現場溫度高達千度，故在

&Lcode=N0060001

未及啟動即被融解，縱使灑水設

註4

參 見 網 站 ： h t t p : / / l a w. m o j . g o v. t w /

備發揮功用，對此次因爆炸而迅

Scripts/Query4B.asp?FullDoc=所有條文

速擴散延散之情形，亦應無法發

&Lcode=N0070001

揮其初期滅火功能。因該爆炸係

註5

參 見 網 站 ： h t t p : / / l a w. m o j . g o v. t w /

一瞬間發生，並立即對生命造成

Scripts/Query4B.asp?FullDoc=所有條文

威脅，故事先預防為最佳良策，

&Lcode=N0070001

這次事故如能落實執行預防措
施，將不會造成此一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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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公路隧道設置
固定式滅火設備探討
The Installation of Fixed Fire Extinguisher in Long
Freeway Tunnel.
文．攝影

消防署

陳叁奇 吳品蓉

摘要
以往世界各國對於公路隧道設置固定式滅火設備之評價不一，但經過重大隧
道災例後，目前世界各國之趨勢大多傾向於設置固定式滅火設備，而我國長達
12.9 公里之「雪山隧道」內部並無固定式滅火設備，且於2007 年11 月15 日開放
通行大客車輛，在安全防護上更應重視，經分析探討世界對於長公路隧道設置固
定式滅火設備之趨勢，得我國長公路隧道確有設置固定式滅火設備之必要性。
In the past, many countries had different opinions in the road tunnels to equip
thefixed fire suppression systems. But after the catastrophic consequences of the tunnel
fires,it is a trend to equip the fixed fire suppression systems to protect the tunnels fire
safety in road tunnels. In Taiwan there are many road tunnels are built and the longest one
namedHsuehshan tunnel is long 12.9Km.In this study,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newest
trend in the world, the codes and new studies of the United State, Australia, the Europe
countries and Japan are collected. Finally the study shows that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road
tunnels to equip the fixed suppression systems in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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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引發火災造成12 死49 傷，隧道封閉3 個月

公路隧道之建造是全世界交通網絡開

而90年瑞士之Gotthard Tunnel因兩輛大貨

發之趨勢，而防護公路隧道消防安全則是

車對撞引發火災，造成20死4傷，隧道封閉

無止盡努力的目標。我國目前已有大量的

2個月。

長度不一的隧道公路已被完成，尤其是八卦
山隧道、彭山隧道及雪山隧道等被列為長隧

以近年來歐洲之重大隧道災例顯示，

道（依據高公局定義長度超過4公里者為長

通行大型車輛之危險度及其所達到的高熱釋

隧道）者備受矚目。然而，一旦隧道內發生

率，為造成重大傷亡及隧道結構崩壞的主

火災，有聯絡困難、狀況不明、救援急迫

因，而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目前有關長公路

性、進入搶救困難可及性低、濃煙大、溫度

隧道設置固定式滅火設備之世界趨勢為何，

高、疏散及避難困難、救災不易等特性（註

以先進國家之經驗做為我國設置固定式滅火

1）。於是乎研究隧道內各項設施設置、火

設備之借鏡，為本文所要探討之目的。

災發生時如何避難逃生、緊急應變程序及救

國 際 視 窗

援單位救援方式等各種研究結果亦顯重要。

貳、世界先進國家對於固定式
滅火設備之探討

自84年起全世界就已有713 人因公路隧

在世界重大隧道災例之前，世界各國

道火災而死亡。而88年至90年在歐洲至少

對於固定式滅火設備各有正負面不同評價，

發生三起重大的隧道火災，如88年法國與義

但由於重大災例之影響，世界各國開始積

大利交界之MontBlanc Tunnel 因一輛大貨

極研究有關長隧道內消防安全防護的妥適

車自燃引發猛烈火勢，造成39 人死亡、43

性，歐盟有5年7個計畫，而荷蘭TNO、

輛車毀損，隧道封閉整修將近三年；88年奧

挪威SINTEF、瑞典SP、法國CETU 及德

地利Tauern Tunnel 因大貨車追撞前方車輛

國 S T U VA 等 ， 及 透 過 合 作 進 行 U P T U N
（Upgrading Methods for Fire Safety in

2001年瑞士Gotthard Tunnel隧道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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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煙管道
排煙風機

通風系統排出
大量濃煙

Existing Tunnels）及L-surF（Large Scale
Underground Research Facility）等歐盟跨
國計畫，均進行全面性檢討與發展維護隧道
安全之研究。而美國也有新的NFPA規範出
爐，日本、澳洲更將固定式滅火設備列為基
本規範，以下即分別探討世界先進國家對於
固定式滅火設備之趨勢。

一、美國對於固定式滅火設備之探討
兩輛大貨車對撞起火

每隔250公尺
有一避難處

◼ ϶ສʦ-UZZNGXJ:[TTKRᎱལ̑ԓé

美國目前公路隧道各種設施標準是遵循
美國防火協會NFPA502（97年版）註2，該

International Wind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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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滅火設備），這個名稱即包含了灑水系統

設置之消防安全設備等均有詳細規範。

（Sprinkler System）、水霧系統（Water
Spray System）及細水霧系統（Water Mist

在93年舊版之NFPA502中，對於固

System），雖然在97年版之報告中仍未將

定式滅火設備用於隧道中的可靠度仍有疑

固定式滅火設備正式納入公路隧道設置規範

慮，因此未正式納入規範，僅在附錄中附

中，但是內容已有很大的變動。修改報告中

有隧道設置灑水系統（一般稱為Sprinkler

已強調可將固定式滅火設備視為整體消防及

System 廣義水系統）之簡單相關訊息。

人命安全設計中的一環，並且提出一些新的

但在最新版的NFPA97年版之附錄中，對

研究報告結果解釋反駁以往不贊成隧道內設

於Sprinkler System將修改為Fixed Water-

置固定式滅火設備的理由，整理如下表1：

國 際 視 窗

標準規範隧道長度分級，及對於各分級所應

Based Fire Fighting System（固定式水系
表1

NFPA 502 2008年版反駁不贊成設置固定式滅火設備之理由

項目

不贊成設置固定式滅火設備之理由

NFPA 502 97年版反駁內容

一

大部分的公路隧道火災都是發生在車子內
部及引擎室內，所以固定式滅火系統無法
有效滅火。

水系統滅火設備是為預防火勢的擴大及延
燒，並且在消防人員可以控制的情況下，
抑制火勢成長，並非以「滅火」為主要之
目的。

水系統滅火設備延遲啟動，則水霧灑在高
溫火災上將產生大量的水蒸氣，影響人員
逃生及救援安全。

現今火災實驗顯示這是沒有根據的，一個
經過適當設計的水系統滅火設備可以抑制
火災及冷卻隧道內環境。一台載重物貨車
(HGV)只要在10分鐘內就可超過熱釋放率
100MW，溫度可達攝氏1,200度，所以儘
可能的啟動固定式滅火設備是很重要的。

三

隧道通常是非常長及狹窄的，在縱向通風
下，熱氣通常不會停留於火災之上方，無
法確實滅火。

目前已有先進的火警探測系統可以有效定
位火災發生的位置，並配合固定式滅火設
備可以發揮最好的效果。

四

由於熱氣煙層沿著隧道上方蔓延，一些動
作之灑水頭並不完全在火源上方，在遠離
火災之位置開啟大量的灑水頭時，會造成
冷卻之效果，使煙層下降到道路面，阻礙
地面人員的救災行動。

經由實驗觀察發現上述現象並不會發生，
反倒是非火源上方的灑水頭可有效冷卻隧
道環境，以利人員逃生及消防人員救援。

天花板灑水頭動作會造成隧道內部人員的
恐慌。

這只是理論上的推想並無經過證實。在火
災事件中，用路人認為灑水頭的開啟對於
他們而言，是火災時安全的動作，甚至有
一些人類行為研究發現人們根本就不會
恐慌。

二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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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水系統滅火設備的啟動會擾亂整個穩定的
煙層層流，造成煙層下降嚴重影響人員生
命安全。

新的研究也發現這種理論也是沒有根據
的，事實上煙層根本不會在天花板上方成
穩定層流，即使是一般的空氣氣流也能破
壞穩定層流的機制。設置固定性滅火設備
能夠降低溫度及火災延燒的風險。

七

週期性的固定式滅火設備測試是不切實際
而且所費不貲。

全面性的固定式滅火設備之放水測試只有
在初期安裝時所為，往後例行性的測試可
透過與排水系統適當配合的機制進行。

由上述內容可知，與93年版相較下，

日本於隧道內設置水系統滅火設備已超

整體而言，NFPA502 97年版對於固定式滅

過40年的歷史，日本公路隧道消防安全係依

火系統已有較為正面設置之傾向，而目前美

道路公團「隧道非常（緊急）用設施設計要

國已有6座公路隧道裝設泡沫滅火系統之固

領」（註3），規範長度超過10公里或是長

定式滅火設備，設置原因是這些公路隧道通

度超過3公里且車流量多的隧道必須設置固

行無人護送的危險物品車輛。

定式滅火設備，日本按隧道長度以及每日平
均車流量將隧道分為AA、A、B、C以及D等
5級，其中AA級隧道（長度超過10,000公尺

二、日本對於固定式滅火設備之探討

之隧道）強制設置水噴霧系統，A級隧道則

單孔交通量（輛 /日）
40,000

在長度3,000公尺以上且車流量達4,000輛
日以上之單孔雙向隧道強制設置，其餘之A

20,000

國 際 視 窗

級隧道則視需要設置，整理如表2：
10,000

D

C

B

A

AA

4,000
2,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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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100

500

1,000

3,000
10,000
隧道長度（公尺）

◼ 日本隧道分級圖
◼ 日本公路隧道水噴霧滅火設備放射情形。
表2

日本設置滅火設備標準表

AA

A

B

C

D

滅火器

○

○

○

○

○

消防栓

○

○

△

水霧設備

○

△

設備

分級

備註：「○」表應設置，「△」表視需要設置。

備註

A級隧道，長度3,000m以上且車流量4,000
台 日以上之單孔雙向隧道設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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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之經驗，可以用於隧道火災之搶救，尤
其對於隧道內汽車火災之搶救，澳洲消防隊
認為固定式滅火設備對於在控制火災及限制

國 際 視 窗

澳洲消防隊認為，以建築物內設置灑水

火災成長上有很好的效果，他們也認為對於
更大型的卡車火災，固定式滅火設備會有更
高的效率，這也是為何澳洲大多數的公路隧
道均設置固定式滅火設備之主要原因。
◼ 日本公路隧道使用第2種消防栓滅火設備。

日本在88年一次代表性的貨車火災事
故中，證明固定式滅火設備的效果，在此案

另依據PIARC（世界道路協會）96年
版資料顯示（註6）：

例中，由於消防隊和隧道之距離較遠，消防

(一)澳洲在城市隧道不限長度均安裝灑

隊到達救災地點費時17分鐘，而固定式滅火

水系統，而這些隧道使用都不超過

設備在火災發生後持續動作34分鐘，因而

11年，且使用以「水系統」為主的

有效局限火勢和支援滅火行動，使後續趕往

固定式滅火設備。

救援之消防隊得以順利撲滅火災（註4）。

(二)澳洲認為固定式滅火設備之優點比

日本在過去幾次公路隧道火災事件中記取教

以下的缺點來的重要：

訓，用以提供改善公路隧道安全的基礎，而

1. 灑水後造成煙層的擾亂。

隧道中最高等級的安全是用路人能「自主避

2. 灑水後濕潤空氣增加熱通量的。

難」到安全地點，如利用避難通道、緊急出

3. 灑水後蒸氣的產生。

口等進行避難，避難安全路徑決定在於個別
隧道情況。

(三)澳洲的觀點在於小型火災（在無灑
水的情況下）會成長為大型火災
（無法控制），澳洲認為固定式滅

三、澳洲對於固定式滅火設備之探討

火設備之快速動作（1~2分鐘）可

澳洲由澳洲防火協會邀集消防單位及其

以控制火災的規模和將成長為大型

他相關單位研商而定的公路隧道消防安全指

火災的危機降到最低，而缺點如煙

南90年版（Fire Safety Guidelines for Road

層的擾亂、能見度的降低等是被認

Tunnels）（註5），包含許多與公路隧道相

為是不如減少火災規模和降低閃燃

關的各項安全議題，係為提供可能參與隧道

危機來得重要。

搶救或是隧道設計人員參考。由於消防工程
發展迅速，該指南中所提及，各項系統可有

四、歐洲對於固定式滅火設備之探討

多重之選擇，雖然人命安全為第一優先考量

歐洲國家並沒有特別定義何謂長隧道，

之事項，簡明、經濟合理有效之系統也是設

但一般習慣上則稱超過5公里以上的隧道為

計者所應達成之目標。

長隧道，更長的隧道則一般被認為是屬於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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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期間及內容
研究專案

FIT

2001 年

2002年

2003年

2005 年

2006 年

整合歐洲隧道資訊網路及建立數據資料庫

DARTS

經濟有效耐用之隧道結構設計

Safe Tunnel

預防隧道交通事故

Sirtaki

發展先進的隧道管理系統

Virtual Fires

發展模擬隧道火災的電腦軟體

UPTUN

發展並提升既存隧道之安全性

SafeT
◼ 圖1

2004年

蒐集資料產出合適隧道規範

歐盟5年7個計畫簡介圖

別的隧道（註7）。歐洲國家目前對於公路
隧道固定式滅火設備之最新作法及重要研究
分述如下：

(一)重要公路隧道研究計畫

國 際 視 窗

歐洲於幾起重大公路隧道火災發

◼ 圖6

公路隧道設置細水霧滅火設備。

生後，使得歐盟非常重視公路隧
道安全之研究，並出資展開了為
期5年的研究（第5屆歐盟研究架
構計畫），這5年中要完成7大計
畫，每個計畫都有特殊之計畫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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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這7個計畫之期程及名稱，如
圖1所示（註8），每個計畫由數
個歐洲著名實驗室聯合執行。
◼ 奧地利Mona-Lisa隧道設置細水霧滅火設備

(二)於固定式滅火設備之研究
瑞典SP研究觀察發現公路隧

少熱釋放率，並且抑制閃燃的發

道事故發生時駕駛人習慣留在車

生，對於隧道結構的危害也相對

內，因此應有滅火設備的設置，

較低。奧地利有兩條隧道設有細

用路人才有較好的逃生環境。奧

水霧系統，1條是短隧道採手動

地利認為固定式滅火設備可以減

啟動，1條是長5.4公里的長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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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e Monthly 2008 March

短時間內可高達100 MW，甚

視煙層及人員逃生狀況才決定啟

至200MW，若非採取積極主動

動的時機，若無煙層則可使用，

之方式，難以有效防護隧道安

若有煙層則需待人員避難逃生完

全之最低需求。而固定式滅火

畢才啟動（因為細水霧啟動會影

設備之設置目的，並非要「撲

響能見度）。而法國在新建的

滅」火災，而是要「冷卻並控

A86公路隧道中，亦使用細水霧

制」火災，以減低火災所造成

滅火設備，用以防護隧道之安全

的危害影響。

國 際 視 窗

也是手動啟動，隧道營運者必須

（註9）。荷蘭亦在新建的A73公
路隧道中使用高壓氣體泡沫系統

2. 固定式滅火設備是有效的

（CAF）之固定滅火設備來因應

以往認為固定式滅火設備裝設

運送危險物品之策略。

在隧道內將導致用路人的危
險，主要的理由是啟動後會產

而在UPTUN WP2於96年8月

生高溫水蒸氣而影響用路人的

所公布之公路隧道及地下化設施

逃生安全。如今，實驗證明固

固定式水系統滅火設備工程指南

定式滅火設備可有效降低隧道

中，對於固定式滅火設備使用於

內的溫度，甚至撲滅火災。在

公路隧道中有全面扭轉的態度，

沒有受到抑制的燃燒火源而

由原先之質疑保留態度轉而積極

言，其在隧道內的溫度可以在

正面的認同，該篇研究成果可謂

很短的時間內達到攝氏1,000℃

係對於歐洲甚至全世界隧道設計

以上，而固定式設備的運作將

之重要文獻，重要內容摘錄如下

有非常大的助益。

（註10）：
3. 固定式滅火設備產生大量蒸氣
1. 公路隧道火災應有主動式防火

影響避難安全是不正確的

措施

以往反對設置固定式滅火設備

傳統的建築物火災是以抑制火

的主要原因在於，因產生大量

災並且積極撲滅火勢為原則，

蒸氣影響用路人避難安全，但

而之前對於隧道火災之火災風

在最近UPTUN 的幾個隧道火

險管理所原則係爭取火勢擴大

災實驗中發現，水蒸氣僅會產

發展前用路人逃生時間，及保

生在火源處。水的冷卻效果使

護隧道結構不被烈火破壞。然

得水蒸氣產生的地點都靠近在

而從很多火災實驗或是案例中

火源附近，兩相權衡之下，水

發現，隧道火災之熱釋放率在

系統的冷卻效果仍大於水蒸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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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所造成的危險。

的一些負面影響，如煙的毒性
及能見度等。

4. 固定式滅火設備會破壞煙層影

另一個反對設置固定式滅火設

叁、我國公路隧道滅火設備之
探討

備的爭議點，則是認為固定式

我國公路隧道目前均無設置固定式滅

滅火設備作動後將使煙層不穩

火設備，以我國雪山隧道為例，在滅火設備

定，甚至破壞其層流，使得煙

之設置上，每隔50m設有兩具9公斤滅火器

層無法穩定於隧道上方而到處

及口徑40mm及60mm之消防栓，出水量各

亂竄，進而影響用路人避難安

為130L

全及阻礙救援工作。然而，

編組及於隧道兩端公設消防分隊，以便快速

UPTUN 計畫研究顯示，在隧

就近赴援滅火。但分析雪山隧道於96年5月

道內即使是沒有使用固定式滅

13日發生通車以來第一起隧道火災事故，可

火設備，煙層也會在短時間內

以發現目前雪山隧道設置之消防栓為第1種

開始紊亂或下降，原因是由於

消防栓，若單靠一人之力，於接水帶、開關

熱氣流及排煙系統的關係。進

之間多有不便，是否該考量改以圓盤皮管式

一步說明，固定式滅火設備可

之第2種消防栓以方便用路人操作。再者，

以抑制火勢的擴大，減少大量

若火勢一發不可收拾，已非用路人初期可控

濃煙的產生。除此之外，水粒

制，或是用路人無執行初期滅火而逕行避難

子與煙粒子結合，可以降低煙

逃生（如我國八卦山隧道於96年7月13日之

響避難安全是不正確的

國 際 視 窗

International Wind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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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山隧道於96年10月18日舉行大客車火災演練。

min及400L

min，並有自衛消防

International Window
Fire Monthly 2008 March

國 際 視 窗

◼ 雪山隧道消防栓設備外觀圖。

◼ 雪山隧道消防栓設備內部圖。

火燒車事件），則在沒有任何固定式滅火設

設備之目的就是希望將救火反應時間減至最

備之防護下任由火勢成長直到消防隊到達，

低，在發生火災後，消防人員尚未到達現場

這段時間可能形成之火勢將視起火源之種類

前，藉由固定式滅火設備之迅速啟動，達到

而不同，甚者可使隧道溫度上升至1,000℃

控制火災、冷卻隧道環境及保護隧道結構之

以上，我國公路隧道是否裝設固定式滅火設

效果。

備仍值得評估。
長公路隧道內裝設固定式滅火設備之研
而經由分析世界設置固定式滅火設備之

究，為目前世界各國所關注之議題，無論是

趨勢，設置之目的並非為「撲滅火災」，而

設置「水系統」或「泡沫系統」之固定式滅

是對隧道火災施以「冷卻及控制溫度」，即

火設備，分別在效能及應用上各具優勢，尤

主要目的為「控制火災」，並營造一個用路

其是「細水霧」滅火設備，已受到多數國家

人得以安全避難逃生之環境，更可提供後續

推崇及使用。我國消防安全在火災發生數逐

救援單位一個得以進入搶救之環境。經由世

年下降之努力成果，為世界有目共睹，而保

界重大災例，可以發現大多數消防隊均無法

護民眾生命財產安全為無止境之目標，若能

順利進入搶救，即便有再優良之裝備車輛、

以目前世界趨勢潮流之設備防患未然，對於

再精進之訓練，無法得其門而入的話，亦是

我國公路隧道消防安全之防護將更有保障。

徒勞無功，由此方面來看，設置固定式滅火
設備確有其必要性。
註釋

肆、結論
影響公路隧道火災時避難安全的最主要

註1：簡 賢 文 ， 《 公 路 隧 道 火 災 防 救 專 題 研
究》，鼎茂圖書出版公司，1999年4月。

因素為「時間」，即發現火災的時間、發出

註2：NFPA 502, "Standard for Road Tunnels,

警報的時間、確定火源地點的時間、緊急應

Bridges, and Other Limited Access

變處置的時間等，而隧道內設置固定式滅火

Highways", 2008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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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3：道 路 厚 生 會 ， 《 日 本 道 路 公 團 設 計 要

二、沈子勝、簡賢文，「隧道火災緊急救援滅

領－第三集－第九篇（4）隧道緊急用設

火設施研究」研究案，交通部台灣區國道

施》，1997。

新建工程局，2006，1月。

註4：H.Mashimo, "Current State of Road Tunnel

三、NFPA 502, "Standard for Road Tunnels,

Safety in Japan", Public Works Research

Bridges, and Other Limited Access Highways",

Institute, Incorporated Administrative

2008 Edition.

Agency, Tsukuba, Japan, 2002.
註5：Australasian Fire Authorities Council, Fire
Safety guidelines for road tunnels, 10 Sep,
2001.

第三集－第九篇(4)隧道緊急用設施》，
1997。
五、H. Mashimo, "Current State of Road Tunnel

註6：PIARC, "Systems and equipment for fire

Safety in Japan", Public Works Research

and smoke control in road tunnels", 2007,

Institute, Incorporated Administrative Agency,

p.177~181.

Tsukuba, Japan, 2002.

註7：U.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FHWA,

六、Australasian Fire Authorities Council, "Fire

Underground Transportation systems in

Safety guidelines for road tunnels", 10 Sep,

Europe: Safety, operation, and emergency

2001

response , June 2006.
註8：Professor Gabriel Alexander Khoury,

國 際 視 窗

Common SAFET/UPTUN Safety philosophy

七、PIARC, "Systems and equipment for fire
and smoke control in road tunnels", 2007,
p.177~181.

leading to the global approach to tunnel ,

八、U.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FHWA,

Second international system, Lausanne 2006.

"Underground Transportation systems in

註9：U.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FHWA,

Europe: Safety, operation, and emergency

Underground Transportation systems in
Europe: Safety, operation, and emergency

International Window
104

四、道路厚生會，《日本道路公團設計要領－

response , June 2006.
註10："Engineering Guidance for water based fire
fighting systems for the protection of tunnels

response", June 2006.
九、P r o f e s s o r G a b r i e l A l e x a n d e r K h o u r y,
"Common SAFET/UPTUN Safety philosophy
leading to the global approach to tunnel",
Second international system, Lausanne 2006.

and subsurface facilities", work package

十、"Engineering Guidance for water based fire

2.5 of the research project UPTUN of the

fighting systems for the protection of tunnels

European commission, August 2007.

and subsurface facilities", work package 2.5 of
the research project UPTUN of the Europ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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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of Training
為

進救護判斷處置能力，達到緊急

救護實質效果，每1位接受過264小時

訓 練 紀 要

加強消防人員急救專業知能，增

學科、術科訓練並經考試合格取得中級
救護技術員資格的救護技術員，依救護
技術員管理要點規定，於訓練期滿2年
後，每年均應接受24小時以上之繼續教
育，始可延長合格證書效期1年。

文．攝影
台中縣消防局

97年度中級救護技術員複訓(以下
簡稱T-II複訓)1月23日起假台中縣消防
局4樓視聽教室舉辦4個梯次，而本次複
訓和往年最大不同處在於舉辦地點和測
驗方式。台中縣消防局新建辦公廳舍於
96年12月12日上午10時，也就是消防
局改制9週年的特殊紀念日正式啟用。
新建辦公廳舍內部面積總坪數達3353

政宏

台中縣消防局中級救護技術員複訓實錄

Gaining New Knowledge Through Reviewing Old
Materials & Beneﬁting The County Citizens.

溫故知新 造福縣民

Fire Monthly 2008 March

坪，空間規劃良好且寬敞舒適，足以容
納每1梯次將近80名學員上課所需，本
局T-II複訓終於首度回到局本部辦理，
足資紀念。另為因應署長盃緊急救護技
術操作評比增列普通(抽籤)組比賽，本
次複訓特將學科測驗改為救護情境抽
背，測驗內容以去年署長盃評比題庫為
準，期望能厚植同仁參與署長盃評比，
積極為台中縣消防局爭取榮譽。
鑒於近年來國內社會型態日趨複
雜，各種天災人禍不斷，且民眾對於緊
急救護服務品質要求普遍提高，強化救
護技術員緊急救護技術實有其必要。所
以希望每一位同仁都能把握1年1次的複
訓機會，重新溫習各項救護技能，運用
於到院前緊急救護工作，提昇傷病患到
院前緊急救護品質，延長傷者生命並降
低傷病患死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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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前金區一民宅，火
舌自7樓處竄出。

搶 救 紀 實

不畏烈焰
深入火場

◼ 民宅發生火警，受
傷民眾送醫救治

ਣͥ˝ۂۯᆈຄˁʲዽཕ̒ᙲ
Fearless of Raging Fire & Going Deep into The Scene Kaohsiung Ciangin Branch Put Out Fire at Jhong Shan
Heng Road.
文．攝影 㕽高雄市政府消防局 陳振林
雄市政府消防局南一中隊前金分隊於

此起火警在南一副中隊長、大隊長、局

97年1月30日凌晨0時35分接獲119

長及支援人車（南二中、苓雅、北大十全、

通報，指前金區中山橫路121號7樓之1發生

大昌）投入救災，高雄市政府消防局局長並

火警，分隊接獲通報後即由小隊長朱銘仁率

親臨指揮，成立排煙、搜索小組逐層搜索，

領同仁共6車15人馳赴現場搶救。分隊抵達

同仁齊心奮力搶救，疏散受困住戶共計15

現場後，發現10層建築物中的7樓處濃煙密

人，火勢終在凌晨1時6分撲滅，總計出動

佈，且有火舌自窗戶竄出，情況危急。

20車66人參與搶救。火警中1人死亡（經檢

高

察官初步襄驗死者身上有可疑刀傷，疑起火
指揮官朱小隊長立即指揮同仁部署車

前死亡）、1人受傷，起火原因正由警方及

輛，由前金12占中山橫路及瑞源路口地下

鑑識科待查中。前金分隊進行殘火處理，並

消防栓，中繼供水2線分別為前金11、前金

於現場實施防火宣導至4時30分始整理裝備

31，朱小隊長並率領前金11同仁佈署1水線

返隊待命。

往7樓搶救，當抵達7樓，發現門口通道有高

此次任務前金分隊到達迅速外，指揮

溫及濃煙冒出，同仁除利用室內消防栓1線

官任務分配詳盡、指揮若定，救災人員不畏

防護外，並出水控制火勢，隨即發現1名全

烈焰濃煙深入火場，將人命搜索為第一優先

身燒焦之死者躺臥門前。同仁將死者移至安

考量，且水源持續不斷，才能在最短時間內

全通道後，即強行入室繼續搶救，終於將火

撲滅火勢，順利完成任務，並適時安撫受災

勢控制並撲滅。前金31車昇梯後，分別於

戶，及就現場民眾實施防火宣導，提昇民眾

7、8及9樓順利救出6人，其中1名傷者由新

防火意識。

興91車送大同醫院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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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鄰
險遭波及
＜彰化消防搶救伸港鄉化工廠火警＞
Neighboring a Oil Tank & Nearly Aﬀected by The Fire
– Changhua Fire Bureau Rescued a Chemical Factory
in Shenkang Township.
文．攝影

彰化縣消防局

蔡佳洲

搶 救 紀 實

化縣消防局救災救護指揮中心於97年

彰

時，由於該化學公司工廠有使用第四類毒性

1月30日晚上11時49分，接獲多位民

化學物質異丙苯，故此消防救災人員搶救時

眾報案指稱，轄內伸港鄉彰濱東十二路1號

格外小心，除於爆炸火警附近安全處成立化

某化學公司發生工廠爆炸火警，救災救護指

災處理前進指揮所外，並會同行政院環保署

揮中心獲報後立即派遣第一大隊、和美消防

中區毒災應變隊人員、中區毒災諮詢應變中

分隊、伸港消防分隊、線西消防分隊、東區

心人員及環保局人員搶救，搶救時發現係該

消防分隊、鹿鳴救助分隊、彰化救助分隊等

化學公司的化學反應爐爆炸，使得爆炸火勢

單位，出動水箱車8輛、化學車3輛、器材車

危及隔壁工廠雜草，且火勢險些危及油槽，

2輛、水庫車3輛、救護車1輛、救災指揮車

情況十分危急，所幸在該化學公司自衛消防

1輛及消防人員30名、義消弟兄13名、消防

編組人員，以及消防救災人員迅速搶救撲滅

替代役男3名前往火災現場搶救，並同時橫

火勢下，未使毒性化學物質異丙苯受波及而

向通報自來水公司、台電公司、警察局、環

釀成更大的災害。

保局、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區勞動檢查所及
中區毒災諮詢應變中心、行政院環保署中區

現場由環保局人員進行3處消防廢水圍

毒災應變隊等單位，派遣人員協同前往現場

堵工作及進行水樣、空氣有害物質檢測環境

處置。

監控，而監測值皆在安全範圍值，使此次爆
炸火警財物損失降至最低，且未造成任何人

在轄區伸港消防救災人員率先抵達現場

108

員傷亡，搶救爆炸火警任務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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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e Monthly 2008 March

搶 救 紀 實

◼ 西屯分隊消防人員協助車禍傷者脫困。

暗夜 車 多 救援困難
řԿၲŚˁͥп˶˝ዓʎಖθᎩ
Dark Nights &Packed Traﬃc Increased Rescue Diﬃculties.
文．攝影

臺中市消防局

張凱閔

擊出口匝道之護欄，車頭全毀、擋風玻璃碎
裂、車門嚴重扭曲變形，並停於外車道上，
現場ㄧ片狼藉並有汽油味，駕駛座有1名女
性乘客因車門變形而受困於車內，不斷哀嚎
且滿臉血漬。

由於夜間視線不良，且中彰快速道路上
◼ 救助人員及救護人員協助傷者脫困後，為其上頭部
固定器及固定帶。

行駛車輛車速快又多，嚴重影響救助人員救
助作業，現場指揮官小隊長蕭一平見情況危

台

中市消防局第一大隊西屯分隊於97年

急，立即指揮分組進行救助，第1組人員鍾

2月2日凌晨0時46分，接獲救災救護

明勳、康世倫、高德維管制交通及使用照明

指揮中心通報，指稱中彰快速道路南下車道

燈照明現場；第2組人員葉文閔、陳杰祺、

近市政路出口發生車禍，急需派員前往救

翁吉賢使用電動油壓剪剪開變形之車門，並

助，西屯71、61、91等3車10人立即出動前

協助西屯91救護人員利用長背板及頸圈將傷

往救助。

者救出，交由第3組救護人員周正斌、陳柏
岳包紮止血後送醫，由於現場車輛翻覆及滿

救護人員火速趕到現場後，發現車禍為
1輛小轎車逆向行駛於中彰快速道路上並撞

地汽油，嚴重影響交通，西屯救助人員將現
場清除後，始收拾裝備返隊待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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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人救己

哈姆立克法 搶救愛子
Saving Others & Ourselves : Heimlich Maneuver –
Rescuing The Beloved Son.
文．攝影

周秀貞

的一年又開始，新年新希望，高雄市

是由前任分隊長林錦煌引薦加入，剛開始必

政府消防局婦女防火宣導隊終於併入

須接受消防專業訓練，讓筆者學到許多關於

義消，此事雖然值得慶賀，但礙於年齡上的

消防方面的知識。印象最深刻的是，剛剛學

規定，有些姐妹卻必須強迫退休，令人有些

會哈姆立克法，想不到第一個救到的人居

不捨。進入婦宣隊已經有5年的時間，當初

然是自己的兒子。因為那一天他在吃飯的時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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㕽高雄市政府消防局

Volunteer Ga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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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不小心噎到了，筆者立刻實施哈姆立克

有時候，看到電視上報導有關火災的消

法，幸運的救了他一命。那時候就在想，如

息，筆者都會很難過，如果每一個人平常就

果不會哈姆立克法，當時一定沒有辦法讓兒

有警覺心，都具備如何使用手提式滅火器、

子獲救，所以，我覺得這真是一個可以救人

大樓的室內消防栓，以及如何避難逃生等消

救己的志工團體。

防常識，應該就不至於有那麼多人枉送性
命，造成那麼多家庭支離破碎了，這是最讓

受訓結束後加入大昌婦宣隊，開始從

人感嘆的事。

事防火防災宣導的工作，才發覺原來宣導的
工作並不是想像中的那樣簡單。每當在做居
家防火宣導時，碰到住戶拒絕，都會非常洩
氣，心想，為什麼大家一點危機意識都沒
有，一定要等到災難發生的時候，才怪消防
人員來得太慢。有一件事讓筆者印象很深
刻，有一家賣水煎包的店家，拒絕我們入室
做居家防火宣導，並表示他不會那麼倒楣
啦！結果過了幾天後，筆者才發現，他因為
使用瓦斯不慎引起火災，損失慘重。那時筆

◼ 本武里居家防火宣導，講解防範煮食不慎的方
法。

者就在想，如果他當初接受我們的宣導，有

待在隊上這幾年，認識了很多朋友，宣

了消防常識，是否可以避免掉這場火災或把

導時大家互相扶持，互相關心勉勵，但是有

災害降到最低。這件事讓人感覺到世事無

很多姊妹卻因為工作的緣故離開了隊上，讓

常，人不能預料什麼時候會發生事情，所以

人感到很不捨，因為她們每一位都相當的優

平時就要做好預防的工作。

秀。尤其是有些姊妹，即使生活上有種種的
不如意，也不會訴苦，還是每
天笑容滿面。帶給我們歡樂，
卻把委屈往肚子裡吞，還常告
訴我們，人要把握現在，活在
當下。所以筆者很感恩，這些
好姐妹讓筆者成長，學習到許
多的消防知識，受益良多。今
後還要秉持熱忱服務的心，為
防災宣導工作、與民眾的居家
平安繼續努力。

◼ 寶獅里居家防火宣導，講解煙霧探測器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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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宣姐妹
志 工 園 地

寓教於樂的消防體驗
Education Through Entertainment – The Fireﬁghter
Experience
文．攝影

傅月珠

鑑於火災發生時，民眾驚慌失措，不

活動中特別規劃多項體驗項目，首先是

知如何處置，以致初期火災無法有效

讓學童體驗如何使用緩降機下降逃生，並指

滅火，造成生命及財產損失，因此縣內各級

導學童親自操作緩降機「掛」「丟」「套」

學校特別舉辦防火宣導教育及體驗，讓學童

「束」「推」之要領，學習正確的操作技

親自操作，及學習如何臨危不亂等基本防

巧，操作的學生仿如電影「蜘蛛人」男主

火觀念及演練。這次活動分成6類：1.消防

角，在空中盪來盪去，驚叫聲不斷。其次是

常識講解、2.滅火器操作演練、3.緩降機逃

消防常識講解以及有獎徵答，學童非常踴躍

生演練、4.室內消防栓操作演練、5.濃煙體

爭相搶答，過程中有位小朋友哭了，原因是

驗、6.CPR心肺復甦術學習。

教官沒有點他作答，婦宣姐妹們，當我們見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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㕽南投縣政府婦女防火宣導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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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學童如此認真，用心踴躍舉手作答，你可

防災知識，成為防火的新尖兵，落實防火教

以放心了，妳的辛苦講解沒有白費。

育往下紮根之工作。縣內火災發生率逐年降
低，可見防火宣導發揮功效，防火、防災及

連日來婦宣姐妹奔波於埔里地方各級學

逃生技能是不分季節，不論年齡，唯有持續

校，執行防火、防災、避難等宣導，採親自

落實舉辦防火宣導工作，才能提昇民眾及學

演練、鼓勵、缺點改進等方式，讓學童能做

童防火防災知識及加強災害應變技能，將災

到正確操作方法，學生均薰陶於寓教於樂的

害減到最低，甚至消於無形。

演練中，過程生動活潑、樂趣橫生，成功的

防火、防災避難逃生等常識講解與宣導
及模型示範過程生動活潑，以寓教於樂的方

結合宣導教育與訓練功效。

式，成功的結合防火宣導教育與訓練，期能
每年的119擴大防火搶救演習，又熱鬧

達到預防勝於治療的功效。

的展開了，由第二大隊埔里分隊主辦，從策
劃到執行，期間經無次數的兵棋推演，所有
消防人員，從警消、婦宣、義消、鳳凰志

◼ 落
實防

火宣導

，加強

學童防

火防災

知識

工，各同仁莫不全力以赴參與演習，大伙風
雨無阻，一次再一次的演練，只為了確保社
會大眾生命及財產安全。

曾經發生大火的埔里酒廠在97年1月17
日辦理119勤務演習，更具有深刻意義。這
天雖然寒流來襲，風雨如晦，但演習照常
舉行，這次活動除了一般的
火災搶救、車輛破壞、大量
傷病患處置等演練。此外，
主辦單位將防火宣導分成5
站：1.緩降機解說及示範；
2.濃煙體驗；3.滅火器解說
與操作；4.防火常識宣導；
5.各項救災器材展示。冀望
透過防火宣導提昇民眾防
火、防災及避難逃生等基本
應變能力，讓消防觀念能灌
輸在每個學童心中，時時注
意防火並進而帶動家庭成員

◼ 向民眾宣導緩降機操作要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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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護心聲

獨居老人
處境堪憐
First-Aid Experience Elderly People Living Alone
- Their Situations Needed
Public’s Attentions.
文．攝影

㕽南投縣政府消防局鳳凰志工
蔡蓓茱

志 工 園 地

最

近因為上班繁忙，讓筆者比較少到消

指數一度到97，可是一直都在93、94間上

防隊執勤，今天剛好有空，故此到消

下，不是很穩定，故而將病人送到醫院作最

防隊值班，早上到中午就在值班台後方平安

好的處置。

的度過。下午1時10分接到一通救護的119
電話，報案人並沒說是什麼病情，到達現場

這位病人雖然不是很嚴重的病情。但是

以後詢問報案人跟病人是什麼關係，才得知

讓筆者感觸良深的是，這個家庭的成員只有

是病人的鄰居。

老伯伯和一個中風而且講話不清楚的老婆，
兩人互相照顧，鄰居表示，他有一個兒子也

老伯伯已經80歲了，問他哪裡不舒
服？他沒辦法回答。報案人說不知道他吃了

躺在醫院，孫子都不成材，不願照顧老人，
真是讓人看了於心不忍。

什麼藥，也不知道他吃藥吃了多久。救護員
先把老伯伯抬上擔架並測量生命徵象，病人

獨居老人一直是受到社會關注的問題，

121、血氧92，

希望政府機關可以好好重視這個問題，不要

對聲音有反應、血壓145

所以趕忙給他保暖、面罩給氧，給氧後血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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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這些老人家無依無靠沒人照顧。

消防署訊

危險物品運輸
強化 安全管理

◼ 「危險物品運輸」強化安全管理研討會

Transportation of Dangerous Goods – Strengthening
Safety Management
文．攝影

為

消防署

趙勇維

強化「危險物品運輸」安全管理，遂

示不同與加重罰則之措施與對策」等6項措

由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督請交通部

施，以強化本安全管理方案之完整性。

研訂後續安全管理方案，並於97年1月31日
召開研商會議，以提供交通部修正「危險
物品運輸」安全管理方案之參考。

另對於有關「要求危險物品運輸槽車上
的緊急聯絡電話必須可24小時通聯，並提
供緊急應變諮詢」、「要求危險物品運輸車

此次會議由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執

輛全天候開大燈行駛」與「要求危險物品運

行秘書陳文龍主持，邀集銘傳大學都市規

輸車輛增加標示（包括駕駛姓名與檢舉電話

劃與防災學系教授馬士元等多位災害防救

等）」3項措施，由交通部依權責協商運輸

領域學者專家，以及交通、經濟、勞工、

業公會辦理，並加強宣導周知。此外，亦請

營建、消防與環保等32個中央權責機關與

交通部參考美國要求大貨車周邊裝設反光條

地方政府，會商研提相關審查意見。會中

之規定，依權責納入業務範疇辦理，以強化

經各機關代表與學者專家充分討論後，交

危險物品運輸車輛夜間辨識之安全，確保人

通部於本安全管理方案項下增列「研究評

民生命與財產安全。

估加強稽查危險物品槽車內容物與外部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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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 燃氣安全管理
防範 一氧化碳中毒
Reinforcing The Management of Gas
文

吳克輝

於97年2月15日桃園縣龍潭鄉大北京

揮政府分工合作之精神以確保民眾燃氣使用

涮羊肉火鍋店及2月28日基隆市天嬌

之安全，應由各部會共同建立一套完善、全

社區發生一氧化碳中毒造成人員傷亡之公安

面之燃氣使用安全管理制度。黃副執行長特

意外事件，凸顯國內政府機關對於相關燃具

於會中說明國內提升燃氣使用安全管理及強

（熱水器、瓦斯爐具等）之使用、管理及宣

化防範一氧化碳中毒為當務之急，期望各與

導工作仍有強化空間，另對於建築物之通風

會之政府單位能本權責檢討現行法令規定及

法令亦有檢討及修正之必要。

落實執行，並藉由與會學者專家提出適當建

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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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措施，以提供日後政府單位實施改革之方
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副執行長黃季

向及作法。

敏特於3月17日上午9時，邀集中央警察大
學消防學系教授陳火炎、陳金蓮、黃敬德、

此次會議已就「加強燃氣熱水器安全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前顧問林熾昌等4名相關

功能」、「改善建築物燃氣熱水器使用環

領域專家學者，以及經濟部、交通部、勞委

境」、「強化運輸車輛安全設備設置及運輸

會、內政部（營建署、消防署）等各相關部

管理」及「加強液化石油氣容器安全管理」

會及各縣市政府，就國內提昇燃氣安全管理

等事項，達成初步共識，另需再行協商部分

及強化一氧化碳中毒之防制工作，進行討論

將擇期再召開會議討論。副執行長黃季敏期

及研商可行之策進作為。

望能藉由會議之召開，建立各政府機關間安
全管理溝通平台，強化各機關間之橫向聯

現今國內燃氣主要分為天然氣及液化石
油氣兩大區塊，其相關管理權責涵蓋許多部
會機關，並非單一機關所能負責，故為能發

繫，以完善提升國內燃氣安全管理及防範一
氧化碳中毒相關政策之推行。

Firefighting Tidbits
Fire Monthly 2008 M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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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縣訊

愛一直 閃亮
中庄分隊增添藝術風
Love Flares – Artistic Flavors Added to Chuang
Chang Branch
文．攝影

高雄縣政府消防局

何鴻義

雄縣政府消防局為使新建消防救災據

高

吳守哲、樹德科技大學視覺傳達係副教授蘇

點之建築物能融入公共藝術文化氣

志徹、高雄縣政府消防局大隊長蘇榮欽、科

息，並提供洽公民眾一藝術觀賞景點，特依

長王國泰、沈豊益等專家學者擔任徵選委

據「公共藝術設置辦法」，於96年度中庄分

員，並由參選之4位藝術家提出藝術作品建

隊新建工程中設置公共藝術，並於96年4 月

議書，分別向徵選委員簡報，最後在藝術家

26日起由高雄縣政府消防局行政科科長翁

激烈競爭中，由全體委員評定嘉義縣的謝明

勝豐擔任召集人，並邀請正修科技大學藝術

憲先生所創作之陶壁「愛一直閃亮」獲選第

中心主任吳守哲、樹德科技大學視覺傳達係

1名，該藝術品經鑑價、議價後價值新台幣

副教授蘇志徹、東方科技大學美術系講師王

14 萬3,600元整。相關徵選結果報告書於96

慶忠、退休老師暨業餘畫家陳文龍、高雄縣

年11月16日經高雄縣公共藝術審議委員會審

政府消防局分隊長郭明忠、設計建築師林彥

議通過。

忠等專家學者召開執行小組會議，經多次研
討設置計畫會議後，於96年7月29日經高雄

謝明憲歷經2個多月之創作，中庄分隊

縣公共藝術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採公開徵

新建工程公共藝術「愛一直閃亮」終於97年

選方式辦理，並於95年8月21日上網公告徵

2月20日設置完成，高雄縣政府消防局特邀

選，公告期間為利藝術家及民眾參與了解公

請台南科技大學美術系副教授陳水財先生協

共藝術，高雄縣政府消防局特於95年8月31

助驗收通過。該公共藝術設置地點為中庄分

日假設置現場辦理公開說明會。

隊入口大廳牆面，作品高度4公尺、寬度2.7
公尺，立於室外往內看，亦可觀賞到該優美

蕭副局長國斌擔任徵選委員兼召集人而

之藝術創作。相信本公共藝術啟用後除增加

於96年9月14日，邀請台南科技大學美術系

民眾觀賞藝術創作機會外，亦使得消防建築

副教授陳水財、正修科技大學藝術中心主任

顯得更柔和、更貼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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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訊
優良消防管理消費場所

基市府頒認證圖章
Excellent Fire Management Places – Keelung
Government Will Issues The Authentication Design
文．攝影

基

基隆市消防局

李孟展

隆市政府為發展觀光，吸引民眾至轄
內優良消防管理場所消費，也兼顧市

民消費之安全，97年度起由基隆市消防局
推動公共消費場所「優良消防管理」認證工
作，以強化轄內消費場所經營業者之防火責
任，並提高場所防火管理機制及消防安全，

消 防 花 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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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97年1月22日下午2時30分，假基隆市中正
區信二路299號2樓（防災大樓）邀集轄內場
所業者召開說明會，同時由張市長通榮親自
公布認證標章之圖案。

◼ 基隆市張市長通榮親自公布認證標章圖案

照及營利事業登記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
保險、近1年未受消防單位及主管建築機關

基隆市消防局參考日本東京都火災預防

處罰外，仍需通過消防局相關消防管理活

條例自95年10月1日開始實施之「優良防火

動（模擬火災發生時員工之初期滅火、通

對象物認定表示制度」，以落實防火管理工

報、避難引導等）之演練，通過之場所將

作，提高防火管理機制，期藉由推動公共消

頒給業者認證標章，張貼於營業場所明顯

費場所「優良消防管理認證」工作，以表揚

可見處，讓消費者可以確保身處安全之消

優良消防管理之公共消費場所，並能提供民

費場所，進而提高消費者上門之意願。另

眾安全消費場所之選擇。

將於基隆市消防局及基隆市政府相關網站
公告場所名稱，經連續認證2次以上者將不

認證對象以取得營利事業登記之公共消
費場所為主；認證條件除應請領合格使用執

定期公開表揚，以提供民眾安全消費場所
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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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縣訊
台北縣政府消防局

獲贈 災情勘查車
Taipei County Fire Bureau Received Donated
Disaster Perambulator Cars.
文．攝影

台北縣政府消防局

李勝傑

北縣議員廖正良先生，有感於消防救

台北縣議員廖正良先生，對地方建設的

災、救護工作之重要，並表示對消防

努力和用心投入一直是有目共睹。廖議員也

人員救災救護之表現予以高度肯定，且為充

是現任的秀峰分隊顧問團團長，長年不遺餘

實外勤大隊機動救災效能及救護訓練品質，

力的提倡災害防救事宜，為建設更幸福更平

故捐贈災情勘查車1輛及救護教具1批，贈車

安的城市指標盡心盡力。

台

典禮於97年2月3日上午10時，假秀峰消防
分隊車庫舉辦。

由於台灣北部山區多雨，往年汐止市
區常受淹水之苦，山路塌方、高樓大火等，
市民生活在不安之中，廖議
員感受到市民心中的恐懼，
也更堅定充實消防救災能力
的重要。這一次廖議員捐贈
1部災情勘查車及救護教具
給台北縣政府消防局第六救
災救護大隊，實為充滿愛心
和遠見的具體作法，相信廖
議員的義舉對消防、救災的
品質提昇會有極大的幫助，
亦對廣大縣民生命財產的保

◼ 廖議員與市長、市民代表及警、義消大隊長合影。

障，增添重大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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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署訊
修正評比考核

提昇救災能力
Correcting The Evaluation
uation in Or
Order
der to
Enhance The Ability of Disaster Relief
文．
．攝
攝影
持續提昇消防人員人命救援能力，熟

為

受測者需「戴上」空氣面罩之規定，並將

練救災裝備器材使用技巧，消防署特

受測者「跑步」動作修改為「前行」暨適

於3月13日上午9時30分邀集全國各級消防

度調整本項原訂評分標準。

機關代表，共同針對已實施多次成效斐然之

5.本案實施頻率將視日後各級消防機關接受

「內政部消防署強化各級消防機關救災能力

此次會議修正內容所進行評比考核成效再

評比考核規定」進行內容修正討論，並由副

行檢討。

消 防 花 絮

署長李明峯親自主持會議。此次會議經與會
人員熱烈討論取得下列共識並作成決議：

6.刪除原訂消防機關應定期提報普測成績之
規定，改以消防署專函通知日期取代。
7.將澎湖縣政府消防局接受抽測人數下修，

1.消防署各港務消防隊自97年上半年起納入
本案實施對象，並確認各隊參加抽測人數
與成績評定方式等相關配套措施。

Firefighting Tidb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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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瑞民

2.於「基本繩結」測驗項目操作說明文字敘

以因應該局轄區特性，並配合調整其機關
總分評定方式與受測人員名單通知時間。
8.調整各級消防機關受評成績消防署函告公
布方式。

述中，明訂部分繩結須加打半扣之要求，
並對違反規定或繩結有鬆脫之虞者提高加
計秒數懲罰額度。

上述評比考核規定，經各級消防機關代
表於會議中充分溝通完成修正，並經消防署

3.以單一組別評分標準取代「基本繩結」、

再次函頒實施後，相信將有助於落實消防人

「橫渡架設」及「捲揚器低所救出應用繩

員訓練工作，同時讓民眾生命財產及同仁執

結架設」等測驗項目原訂不同分組評分標

勤安全獲得更為充足之保障。

準。
4.針對「負重訓練」測驗項目操作內容增加

2008 M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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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署訓練中心營運管理規劃概況

防災訓練新視野
政策專欄 Policy Column

工作研討 Task Study

化學品管理與
化災應變機制探討

雲梯車維修管理及
經費問題剖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