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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調查的目的在於釐清起火原因，除了

提供刑事調查、民事賠償之參考依據外，最重

要的是將調查結果應用於火災預防工作上，防

止類似案例發生，進而達到減少火災之目的。 

火災預防之宣導工作有二項重點類別，一是預防火災之發生，二

則是火災後之正確應變與避難逃生。「新竹市 108年火災案例集」將

火災案例彙整成冊，內容包含電氣、菸蒂、炊事不慎、縱火、車輛及

其他類等常見 6大類火災原因分析，另外亦收錄本市市民遇火災時正

確應變成功滅火、住警器動作示警及消防安全設備發揮作用之案例，

可謂含括「預防火災發生」及「火災初期應變」二個重要宣導面向，

本案例集期能做為本局消防人員火災預防與宣導之參考，亦以各類火

災原因分析提醒市民注意用火、用電安全。 

世恭自擔任新竹市消防局長以來，對於推動火災調查工作不遺餘

力，106年向市府爭取編列 270萬預算汰換火災鑑定實驗室氣相層析

質譜儀，精確分析縱火溶劑成分類別，本市已連續 2年縱火破案率達

百分百。今年本局火災鑑定實驗室亦順利通過消防署火災證物盲樣測

試，顯示本局火災鑑定實驗室人員及分析儀器均符合標準。未來本局

將持續精進火災調查技術，強化火災鑑定實驗室功能，提供更優質之

火災調查服務。 

新竹市消防局 局長     謹識 

局長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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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案例 1：老舊除濕機故障引發火災 

發生時間：108年 6月 6日 02時許 

發生地點：西濱路一段 OO號 

火災概要： 

 本案除濕機已購買 10年，於晚間 12時睡前在更衣室

使用，約於清晨 4時家人發現於更衣室有火、煙冒出，立

即撥打電話通報消防局後，返回房間關門待援，火勢由消

防人員撲滅。本火災案造成除濕機嚴重燒燬外，濃煙波及

房屋內其他居室。 

預防對策： 

1、檢視家中除濕機是否為召回機種，若為公告召回檢修

之除濕機應主動與各廠牌維修站聯絡，相關資訊可至

新竹市消防局官網或標檢局網站查詢。 

2、定期清理濾網，將綿絮、灰塵清除以降低運轉負荷。 

3、使用除濕機若有故障情形，應立即停止使用並通知維

修站檢修。 

4、人有在時才使用，人離開前應關閉除濕機，以確保安全。 

5、建議於家中居室、客廳及梯間安裝住宅用火災警報

器，可及早偵知火災發生，提醒住民及時應變。 

照片 1 除濕機外觀燒熔並波及衣櫃 

照片 2 除濕機控制基板部分面積燒損 

照片 3 除濕機內部電源線發現有短路熔痕 

起火原因： 

 本火災案起火處位於 3樓主臥室內更衣室地面處，除

濕機外觀呈現由頂部往底部燃燒痕跡並波及附近衣櫃，檢

視除濕機控制基板部分面積燒損及內部電源線發現有短

路熔痕，研判起火原因為除濕機控制基板故障起火燃燒，

並引燃附近衣櫃。 

第一篇   電氣火災    



2 

 

 

 

 

火災案例 2：公告召回除濕機故障引發火災 

發生時間：108年 11月 6日 11時許 

發生地點：光復路二段 OO號 

火災概要： 

 本案除濕機於辦公室內使用 1個多小時後發生故障冒

煙情形，大樓火警自動警報設備動作，附近人員聽聞警報

聲後巡查發現火災位置，使用滅火器將火勢撲滅並通報消

防局。本火災案造成除濕機部分燒燬及辦公室有受煙燻情

形。 

照片 1 除濕機外觀部分燒熔 

照片 2 除濕機外殼燒熔內部受燒焦黑 

照片 3 除濕機內部電容發現燒損 

起火原因： 

 本火災案僅造成辦公室內除濕機燒燬，該除濕機經確

認為標準檢驗局公告召回機種，該除濕機外殼上方有燒熔

情況，機體內部發現有明顯受燒焦黑且電容明顯燒損，研

判起火原因為除濕機電容故障起火引發火災。 

預防對策： 

1、檢視家中除濕機是否為召回機種，若為公告召回檢修

之除濕機應主動與各廠牌維修站聯絡，相關資訊可至

新竹市消防局官網或標檢局網站查詢。 

2、定期清理濾網，將綿絮、灰塵清除以降低運轉負荷。 

3、使用除濕機若有故障情形，應立即停止使用並通知維

修站檢修。 

4、人有在時才使用，人離開前應關閉除濕機，以確保安全。 

5、建議於家中居室、客廳及梯間安裝住宅用火災警報

器，可及早偵知火災發生，提醒住民及時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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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案例 3：老舊冷氣機電源線劣化引發火災 

發生時間：108年 5月 15日 19時許 

發生地點：東大路一段 OO號 

火災概要： 

 本案建築物為出租套房，發生時由鄰居發現有濃煙從

門縫冒出，立即通報消防局前往搶救，後續由消防人員撲滅

火勢。本火災案造成臥室冷氣機燒燬，火勢及濃煙波及臥室

內物品。 

預防對策： 

1、冷氣機長時間不使用時，應將插頭拔除，除可省電亦

能防範電氣火災發生。 

2、定期清潔保養及清潔內部組件所堆積灰塵、污垢並檢

視電源線是否有劣化，破損或龜裂情形。 

3、家中老舊冷氣機如使用時發現有故障或異音，應立即

請維修站進行檢查或汰舊換新，以防火災發生。 

4、建議於家中居室、客廳及梯間安裝住宅用火災警報

器，可及早偵知火災發生，提醒住民及時應變。 

照片 1 冷氣機起火後波及臥室內物品 

照片 3 冷氣機內部電源線有短路熔痕 

起火原因： 

 本火災案起火處位於臥室冷氣機位置，以冷氣機本體

及下方擺設物燒燬嚴重，據使用人所述，冷氣機已多月未使

用且於承租約 10年來其插座未曾拔除，冷氣機於火災發生

前係屬於通電中狀態，經檢視發現其內部電源線受燒嚴重

並有短路熔痕，研判起火原因為冷氣機電源線劣化短路引

發火災。 

照片 2冷氣機本體受燒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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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 美容室內部空間嚴重燒燬 

照片 3 電熱毯溫度調節器受燒後殘跡 

照片 2 美容床角落木板碳化燒穿 

 

 

 

火災案例 4：電熱毯故障引發火災 

發生時間：108年 12月 23日 5時許 

發生地點：光華南街 OO號 

火災概要： 

 本案建築物於清晨發生火災，屋主於睡夢中聽見聲

響，下樓查看發現有明顯火、煙情形，立即通報消防局前

往搶救並返回樓上居室避難，後續由消防人員撲滅火勢。

本火災案造成美容室燒燬、其他居室有煙燻情形。 

預防對策： 

1、應選購檢驗合格貼有「商品檢驗標識」之電熱毯並

依說明書規定方式使用。 

2、使用時勿過度擠壓、摺疊造成電熱線故障，導致過

熱情況。 

3、若使用時有故障情形，應立即送回廠商維修。 

4、長時間不使用之電器應關閉或拔除插頭，以防發生

火災。 

5、建議於家中居室、客廳及梯間安裝住宅用火災警報

器，可及早偵知火災發生，提醒住民及時應變。 

起火原因： 

 本火災案起火處位於美容室美容床板角落處，美容床

木質床板角落受燒碳化嚴重並有燒穿情形，該處發現有電

熱毯嚴重燒燬殘跡，電熱毯電源接頭受燒損情形嚴重，關

係人表示於前晚 21 時離開時並未將美容燈及電熱毯關

閉，研判起火原因為電熱毯電源接頭故障引發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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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案例 5：延長線短路引發火災 

發生時間：108年 5月 2日 8時許 

發生地點：吳厝街 OO號 

火災概要： 

 本案建築物屋齡約 50年，家中室內配線約 16年前曾

更換，屋主於上午 8 時外出約 50 分鐘就發生火災，鄰居

發現有濃煙從門縫冒出，立即撥打 119通報，後續由消防

人員撲滅火勢。本火災案造成 1 樓辦公桌附近燒損及 2、

3樓受煙燻。 

預防對策： 

1、外出離家時，應將不用電器產品插頭拔離插座，或關閉

安全開關。 

2、選用檢驗合格且有過載保護裝置之延長線。 

3、延長線使用應避免吊掛，以防電線轉折處產生半斷線現

象引發火災。 

4、家中延長線，應注意避免踩踏、遭重物擠壓造成被覆受

損引起火災。 

照片 1 辦公桌部分燒燬且牆壁有受煙燻 起火原因： 

 本火災案起火處位於辦公桌靠牆壁側下方地面處，據

住戶表示，其家中燈具近日有閃爍情形，於勘查時發現起

火處附近地面有嚴重燒燬之延長線，檢視延長線發現有短

路熔痕，研判起火原因為延長線短路引發火災。 

照片 2 延長線插座嚴重受燒後殘餘物 

照片 3 延長線芯線發現有短路熔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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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案例 6：大樓配電盤配線短路火災 

發生時間：108年 6月 16日 5時許 

發生地點：關新北路 OO號 

火災概要： 

 本案建築物 B1 樓梯間設有公共配電盤，該大樓警衛

於 5時許發現受信總機有動作情形，經查看發現配電盤內

有火、煙冒出，立即斷電並通報消防局前往搶救，由消防

人員使用乾粉滅火器將火勢撲滅。本火災案造成公共配電

盤內部及上方配電排線受燒損燬。 

預防對策： 

1、公共用電配電盤的設置場所應依「建築技築規則建築

設備編」設置。 

2、配電盤內配線應依「屋內線路裝置規則」裝設。 

3、大樓管委會或住戶應定期檢查配電盤配線及組件是否

有劣化破損或堆積污垢情形。 

4、老舊電氣設備會產生劣化情形，應定期更換組件，防範

配電盤火災發生。 

照片 1 配電盤內電線束受燒造成焦黑 起火原因： 

 本火災案起火處位於大樓 B1 樓梯間公共配電盤內，

配電盤內部上層有明顯受燒並波及天花板電線排線，經檢

視發現其內部電線束與 ATS匯流銅排長時間接觸，可能因

此造成絕緣被覆破損銅線裸露，研判起火原因為電線絕緣

被覆長期磨損導致銅線裸露，電線束銅線與匯流排接觸短

路引發火災。 

照片 2 電線束與匯流銅排接觸被覆破損 

照片 3 電線束發現芯線有短路熔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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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案例 7：老舊房屋插座過負載引發火災 

發生時間：108年 4月 4日 3時許 

發生地點：成功路 OO號 

火災概要： 

 本案建築物屋齡約 40年，家中室內配線未曾更換，於

清晨發生火災，屋主於睡夢中聽見聲響，上樓查看發現有

明顯火、煙情形，立即下樓避難，後續由消防人員撲滅火

勢。本火災案造成起火建築物 3樓居室嚴重燒燬並波及二

側建築物。 

預防對策： 

1、平常應注意家中是否有塑膠異味或燈具閃爍情形，可

能是過負載造成電壓不穩所引起。 

2、屋齡超過 20年之老舊房屋，應更換家中電氣線路。 

3、家中功率大之電器用品（電冰箱、微波爐及烤箱等），

避免接於延長線使用。 

4、建議於家中居室、客廳及梯間安裝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可及早偵知火災發生，提醒住民及時應變。 

照片 1 3樓居室物品嚴重受燒燬 

照片 2 冰箱及延長線共用插座 

照片 3 插頭刃片明顯熔斷情形 

起火原因： 

 本火災案起火處位於 3 樓居室電冰箱後方附近牆面

處，據起火戶住戶表示，火災發生前家中電燈曾有閃爍情

形且 40 年未曾更換室內配線，勘查時發現電冰箱後方受

燒特別嚴重並留有較低之火流燒痕，其牆面的電冰箱與延

長線插頭刃片有明顯熔斷情形，研判起火原因為冰箱及延

長線所共同使用插座造成老舊線路過負載起火，引燃木造

隔間牆面後擴大燃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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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案例 8：插頭積污導電引發火災 

發生時間：108年 3月 27日 12時許 

發生地點：竹光路 OO號 

火災概要： 

 本案火災發生時，由鄰居發現有濃煙從陽台冒出，立

即撥打 119通報消防局，後續由消防人員撲滅火勢。本火

災案造成客廳飲水機附近物品燒損及居室環境受煙燻。 

預防對策： 

1、長期未拔插頭之電器（如電冰箱、飲水機等）應定期

清理插頭，避免灰塵、毛屑堆積，造成積污導電現象

引發火災。 

2、如室內環境潮濕（如反潮現象）、滲水，應注意除濕

保持乾燥。 

3、飲水機屬電熱器具，平時應注意儲水槽水位外，使用

時亦需留意電源線及電氣組件是否有異常狀況，若發

現故障或異常情形，應送維修站檢修，確保使用安全。 

照片 1 飲水機嚴重燒燬並波及附近家具 

起火原因： 

 本火災案起火處位於客廳飲水機處，飲水機電源線插

頭於櫃子後方，使用約 1年未曾拔除，另檢視附近插頭發

現有堆積灰塵，因起火飲水機插頭處發現有異常受燒情

形，檢視其插頭刃片皆已受燒熔斷，研判起火原因為飲水

機插頭積污導電引發火災。 

照片 2 家中其他電器產品插頭有灰

塵堆積 

第一篇   電氣火災    

註： 

積污導電：絕緣物表面附有水分及灰塵或含有電解質之

液體等導電物質，絕緣物表面會流通電流而

產生焦耳熱，引起表面局部性水分之蒸發造

成帶電之附著物間發生小規模放電，使其絕

緣性受到破壞，形成異極間導電通路。（節錄

火災學） 

照片 3飲水機插頭刃片熔斷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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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案例 9：電池充電測試時引發火災 

發生時間：108年 4月 9日 4時許 

發生地點：東明街 OO號 

火災概要： 

 本案建築物屋主約晚上 10 點就寢時未將於客廳充電

測試的電池插頭拔下，屋主太太於清晨 4時許於客廳充電

處發現火、煙產生，立即使用滅火器撲滅，火勢於消防人

員抵達前已熄滅。本火災案造成自行組裝之奈米碳電池燒

燬及起火處附近物品受波及。 

預防對策： 

1、電池測試應委託符合安全規範之檢驗機構進行檢測。 

2、電池充電過程，周圍應盡量避免放置可燃物。 

3、電池應慎防穿刺、摔落或碰撞，以防造成電池內部短路

引發火災。 

4、建議於家中居室、客廳及梯間安裝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可及早偵知火災發生，提醒住民及時應變。 

照片 1 充電測試中之電池起火自燃 

照片 2 受測電池起火後已嚴重燒燬 

照片 3 受測電池受燒僅剩內部隔膜殘跡 

起火原因： 

 本火災案起火處位於客廳大門附近地面處，該處發現

電池嚴重燒燬殘跡，並於木質地面留有局部嚴重碳化情

形，火勢波及旁邊家具，據屋主所述，為節省成本且無安

全防護下自行在家中客廳進行奈米碳電池充電測試，研判

起火原因為未認證及檢驗之奈米碳電池於家中自行測試，

於充電過程中發生故障起火引發火災。 

第一篇   電氣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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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案例 10：鋰電池充電時引發火災 

發生時間：108年 5月 15日 15時許 

發生地點：延平路三段 OO號 

火災概要： 

 本案建築物住戶於上午 7時接上鋰電池充電，於下午

3時 30分發生火災，火災發生時僅屋主太太及女兒在家，

住戶於 2樓下樓時發現有大量濃煙，隨即逃生至頂樓待救

並通報消防局，消防人員抵達後順利撲滅火勢。本火災案

造成起火處附近鞋櫃及雜物燒燬，及各樓層有受煙燻情

形。 

預防對策： 

1、應選購檢驗合格商品，勿購買來路不明之鋰電池及行動

電源。 

2、鋰電池充電過程，周圍應盡量避免放置可燃物。 

3、鋰電池充電時間避免過長，人離開家應拔掉充電設備，

才能確保安全。 

4、建議於家中居室、客廳及梯間安裝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可及早偵知火災發生，提醒住民及時應變。 

照片 1充電中之鋰電池自燃後，造成

下方物品燒燬 

照片 2 充電座發現有燒熔且下方發

現鋰電池受燒後殘跡 

照片 3 應選購檢驗合格標章鋰電池 

起火原因： 

 本火災案起火處位於鞋櫃處，於該處發現鋰電池嚴重

受燒後殘跡並於牆面留有充電座燒熔殘餘物，據使用人表

示，使用鋰電池充電座已連續使用超過 8小時，經檢視家

中同款未受燒之鋰電池並無檢驗合格標章，研判起火原因

為未經檢驗合格之鋰電池於充電過程中起火燃燒並引燃

下方物品。 

第一篇   電氣火災    



11 

 

照片 1 附近民眾持滅火器撲滅火勢 

照片 2 電器產品底部有受燒痕跡 

照片 3 員工丟棄未熄滅菸蒂遭風吹滾動 

位置 溫度（℃） 

中心部 700~800℃ 

外周部 200~300℃ 

吸菸時 840~850℃ 

 

 

 

 

火災案例 1：菸蒂引發火災 

發生時間：108年 4月 30日 17時許 

發生地點：公園路 OO號 

火災概要： 

 本火災案發生於公園路電器行門口處，火災發生時由

路邊民眾發現紙箱底部有明顯冒出濃煙及火舌，立即使用

滅火器滅火並通報消防局，民眾順利撲滅火勢。本火災案

造成電器產品右側底部燒損。 

預防對策： 

1、確認菸蒂完全熄滅後再丟置菸灰缸內，勿隨意亂丟菸

蒂。 

2、建築物、陽台及四周避免堆放可燃物品，防範菸蒂引

發火災。 

3、步行及工作時不要抽菸，以免任意丟棄的菸蒂掉落於

可燃物上，導致接觸起火可能。 

起火原因： 

本火災案起火處位於電器產品包裝紙箱右側底部位

置，呈現由下往上之燃燒痕跡，經調閱監視器發現為員工

於起火前 8分鐘隨手丟棄未完全熄滅之菸蒂，菸蒂遭風吹

滾動至電器產品包裝紙箱底部起火，香菸點燃時的溫度，

中心部分溫度為 700℃～800℃，表面溫度則有 200℃～300

℃，吸菸時中心部溫度可達 840℃～850℃（如表一），若

菸蒂掉落於可燃物上，極容易引發火災。 

第二篇   菸蒂火災    

圖一：香菸各部名稱 

表一：香菸點燃時各部溫度 

濾嘴 卷紙 

菸草 

雙層卷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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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 臥室床舖角落及木几受燒嚴重

碳化 

 

 

 

火災案例 2： 菸蒂引起火災 

發生時間：108年 11月 05日 12時許 

發生地點：錦華街 OO號 

火災概要： 

 本案建築物共有 3人居住，最後一位外出關係人於上

午 11時 30分許於臥室抽菸後便出門，離開約 1小時就發

生火災，樓下鄰居發現濃煙後立即撥打 119通報，後續由

消防人員將火勢撲滅，本火災案造成起火臥室部份燒燬。 

預防對策： 

1、應確認菸蒂完全熄滅後再置菸灰缸內，勿直接丟入垃圾

桶內。 

2、切勿於床上抽菸，以免菸蒂掉落於床墊、被褥等可燃物

上，引發火災。 

3、建議於家中居室、客廳及梯間安裝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可及早偵知火災發生，提醒住宅成員及時應變。 

 

起火原因： 

 本火災案起火處位於臥室床頭附近垃圾桶處，垃圾桶

僅剩底部殘留，垃圾桶底部發現有點狀燒穿痕跡，據臥室

使用人所述，於火災發生前曾在臥室內抽菸且於離開約 1

小時內發生火災。菸蒂屬於微小火源，依據火災學記載：

「點燃之香煙，其表面溫度約 200℃～300℃，中心溫度約

700℃～800℃」，未熄滅之菸蒂掉落於可燃物上，可能引

發火災，研判起火原因為菸蒂丟於垃圾桶內蓄熱起火燃燒。 

照片 2 床邊木几上菸蒂顯示住戶有吸

菸習慣 

照片 3 塑膠垃圾桶受燒後僅剩底部殘留 

第二篇   菸蒂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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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 行駛中發現車斗起火停放於路

邊滅火 

照片 2 車斗載運木板及可燃性雜物

受燒嚴重 

照片 3 車斗堆放紙張、木板及塑膠袋等

可燃物 

 

 

 

火災案例 3：菸蒂掉落車斗引起火災 

發生時間：108年 12月 19日 23時許 

發生地點：竹香南路北上路段 

火災概要： 

 本案小貨車當日由台南開往新竹，駕駛於高速公路行

駛時有抽菸，約經過 30 分鐘後由照後鏡發現車斗有起火

並冒出大量濃煙情形，立即使用滅火器進行初期滅火並通

報消防局前往搶救，後續由消防人員撲滅火勢。本火災案

造成車輛及所載運的貨物燒燬。 

預防對策： 

1、行車時若有抽菸，務必將菸蒂丟置於車內菸灰缸，不

可隨意往窗外丟棄菸蒂。 

2、車斗若載有物品，建議駕駛應以不燃或耐燃材質帆布

或紗網覆蓋保護，以防菸蒂掉落於貨物上引發火災。 

3、定期清理車內菸灰缸（其他容器），以防菸蒂引發火

災。 

 

起火原因： 

 本火災案起火處位於車斗右後側角落處，以該處物品

及車斗底板受燒情形最為嚴重，據駕駛所述，於起火前約

30分鐘有開車抽菸並隨手丟棄。該貨車後車斗載運裝潢木

板及可燃性雜物，而該車斗未加蓋耐燃帆布保護，菸蒂等

微小火源掉落於可燃物上極易引發火災，研判起火原因為

菸蒂掉落於後車斗引起火災。 

第二篇   菸蒂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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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案例 1：油鍋過熱起火火災 

發生時間：108年 9月 24日 5時許 

發生地點：東門市場 OOOO號出租攤位 

火災概要： 

 本案攤商於上午 5點許開店準備營業，業者開中火熱

油同時整理開店事務，人離開一段時間造成油鍋起火，起

火燃燒波及附近攤位，附近攤商利用公設滅火器初期滅

火，因火勢已沿排油煙管延燒，消防人員抵達後順利撲滅

火勢。本火災案發生後造成攤位排油煙機設備及天花板上

方儲藏空間有燒燬情形，並波及二側攤位。 

預防對策： 

1、烹煮食物時要記得「人離火熄」，若需以小火燉煮，

記得設定鬧鈴或加裝定時裝置（如照片 3）。 

2、定期清理排油煙機油垢及檢查瓦斯管線。 

3、應於廚房裝設定溫式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照片 1 廚房環境受燒後情形 

照片 3 瓦斯爐具可加裝定時裝置 

照片 2 油鍋上方排油煙機嚴重燒燬 

起火原因：      

 本案起火處位於攤位瓦斯爐處，以上方排油煙機受燒

最為嚴重，據起火攤位關係人所述，於火災發生前有使用

油鍋熱油，因故離開攤位約 30分鐘後，返回時發現油鍋起

火燃燒。 

食用油加熱 5 分鐘油溫可達 160℃～220℃適合油炸

食材，但加熱 15～25 分鐘油溫升至 360℃以上，此時食用

油極有可能起火燃燒，研判起火原因為員工使用油鍋熱油

時間過長造成起火燃燒。 

第三篇   炊事不慎火災    

加熱時間 油溫度（℃） 狀態 

5分後 160~220℃ 油炸食材適合溫度 

10~15分後 220~320℃ 產生白煙及異臭 

15~25分後 360℃ 起火 

 

表一：食用油加熱溫度變化及狀態 

資料來源：日本機械工業株式會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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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案例 2：爐具燃燒不完全引發火災 

發生時間：108年 10月 18日 11時許 

發生地點：食品路 OO號 OO餐廳 

火災概要： 

 本案餐廳業者於上午準備開店營業，員工使用商業

用蒸籠並開中火預熱，約半小時後發現蒸籠背側有火、

煙等燃燒情形，立即通報消防局搶救，初期餐廳人員使

用滅火器將火勢控制，消防人員出水線將火勢撲滅。本

火災案造成蒸籠背側受燒嚴重並波及排油煙機。 

預防對策： 

1、定期檢查爐具是否有故障及燃燒不完全情形。 

2、經常清除爐具及排油煙管內之油污，避免起火後

擴大延燒。 

3、應於廚房裝設定溫式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照片 1 商用蒸籠背側受燒嚴重並波及排

油煙機 
起火原因： 

 本案起火處位於蒸籠排氣管附近，於排油煙機吸入

口、商業用蒸籠背面與壁面間受燒最為嚴重，研判起火

原因為商業用蒸籠因燃燒不完全產生紅火現象，導致火

焰進入排氣管引燃油垢，並延燒至排油煙機。 

照片 2 廚房蒸籠背側壁面及排油設備排氣

管留有明顯火流燒痕 

照片 3 蒸籠排氣管隔板堆積油污受燒情形 

第三篇   炊事不慎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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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案例 1：男女爭吵縱火引發火災 

發生時間：108年 5月 28日 00時許 

發生地點：水利路 OO號 

火災概要： 

 本案建築物於清晨發生火災，當時住戶在屋外與朋友飲酒聊天，鄰居聽見住警器動作的聲

響查看發現隔壁有煙冒出，立即告知住戶並通報消防局，火勢由住戶以水撲滅。本火災案因及

早通報並初期滅火僅造成衣物及木椅部分燒損。 

預防對策： 

1、建議於家中居室、客廳及梯間安裝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可及早偵知火災發生，提醒住民及時

應變。 

2、家中打火機、噴槍等火源，避免放置容易取得的位置。 

3、有家庭爭吵或感情問題，可尋求張老師等心理機構輔導。 

起火原因： 

 本火災案起火處位於客廳木椅位置，僅於椅面（背）表面發現受燒碳化痕跡，火勢僅侷限於

木椅處，依據屋主現場所述，當時於客廳木椅發現有衣物燃燒且之前與同居女子有爭吵情形，研

判起火原因為縱火因素引起。 

照片 1 住戶表示椅子上方衣物起火燃燒 照片 2 木質椅面(背)表面有部分受燒碳化 

第四篇   縱火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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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案例 2：車輛縱火引發火災 

發生時間：108年 8月 28日 18時許 

發生地點：牛埔東路 OO號 

火災概要： 

 本案為集合住宅地下室於晚間 18 時發生車輛火

災，大樓住戶發現車輛有冒煙情形，使用對講機通知警

衛室並通報消防局前往搶救，同時大樓其他住戶使用滅

火器將火勢撲滅，消防人員抵達時已無明顯火勢。本火

災案造成車輛部分燒損，未波及其他車輛。 

預防對策： 

1、大樓警衛人員應落實出入口管制工作。 

2、大樓公共空間應增加設置監視器安裝，以維護公共

安全。 

3、定期清理大樓走道、梯間等公共區域，避免堆積紙

箱、家具等可燃物。 

照片 1 住戶以滅火器順利撲滅火勢 

照片 2 起火處位於汽車下方地面並造成門

板受燒 

照片 3 駕駛座下方地面發現布料受燒殘跡 

起火原因： 

 本火災案起火處位於地下 1 樓停車格地面處，於

駕駛座底部附近發現燃燒痕跡，經檢視駕駛座下方地面

附近發現有布料受燒後殘跡，原車主並未發現異狀，以

為單純汽車組件起火，經消防局勘查後發現為縱火案

件，立即啟動檢警消縱火聯防機制，歷經多日偵查終將

嫌犯逮捕，但嫌犯未完全坦承縱火手法，警方依本局鑑

定結果再持績偵訊嫌犯，終於讓嫌犯坦承犯案過程及縱

火所使用之溶劑。 

第四篇   縱火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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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案例 1：小貨車停車後底盤高溫引燃雜草 

發生時間：108年 1月 10日 17時許 

發生地點：OO街工地停車場 

火災概要： 

 本案小貨車於當日有多次行駛紀錄，且本次行駛

約 10分鐘才停車熄火，不久後由工地人員發現車輛底

盤有起火燃燒並波及車斗物品有部分受燒情形，立即

通報消防局並由消防人員將火勢撲滅。本火災案發生

後造成小貨車底盤後側燒燬。 

預防對策： 

1、排氣系統於行駛中會產生高溫，接觸可燃物或可

燃性高壓氣體可能引發火災。 

2、停放車輛前應先確認底盤範圍是否有枯草或紙類

等可燃物，避免將車輛停放於枯草、紙類及垃圾

等可燃性物品上方處。 

 

照片 1 火災發生時火勢由車輛底部引燃 

照片 2 車輛底盤後段處有火光冒出 

照片 3 車輛底盤排氣管發現有夾帶雜草

受燒痕跡 

起火原因： 

 本火災案起火處位於小貨車底盤後段位置，以小

貨車底盤排氣管後段附近受燒最為嚴重並波及車斗擺

放的物品，據駕駛所述，於小貨車停車前有行駛約 10

分鐘，停放短時間後，發現排氣管後段處有起火情形，

小貨車之排氣裝置於行駛中會產生高溫，車輛排氣管

表面平均溫度可達 426℃～538℃（資料來源：國防大

學蘭真博士 車輛火災事故預防與鑑定教材），研判起

火原因為排氣管高溫接觸枯草引起火災。 

第五篇   車輛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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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案例 2：小客車儀表板線路短路引發火災 

發生時間：108年 5月 9日 16時許 

發生地點：新竹市 OO停車場 

火災概要： 

 本案小客車由台中市行駛至本市停車場停妥後，駕

駛發現無法將鑰匙轉至熄火位置且發現擋風玻璃下方有

黑煙冒出。附近民眾發現立即通報消防局並使用滅火器

將火勢撲滅，消防人員到達時已無明顯火勢。本火災案造

成車輛駕駛座儀表板內側受燒嚴重及引擎室內側組件受

波及。 

預防對策： 

1、車輛應定期檢查電氣組件、配線使用狀況，如發現線

材劣化或連接處鬆脫應立即更換。 

2、車輛應避免加裝非原廠電器設備，以防電力過負載造

成火災危害。 

3、如有加裝車用電器，應在電器電源輸入端加裝保險絲，

以防火災發生。 

4、車輛行駛中若發現任何異常，應立即停車檢修。 

照片 1 車輛引擎室靠儀表板處明顯受燒 

照片 2 車輛儀表板已嚴重燒熔 

照片 3車輛保險絲有熔斷情形 

起火原因： 

 本火災案起火處位於駕駛座儀表板下方處，經檢視儀

表板內側電線，發現嚴重受燒且發現有短路熔痕，保險絲

亦有熔斷情形，本案車輛車齡為 11 年並已行駛約 30 萬

公里里程數，研判起火原因為儀表板內電線絕緣劣化造成

短路後引發火災。 

第五篇   車輛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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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案例 3：小貨車輪軸故障起火 

發生時間：108年 5月 28日 15時許 

發生地點：國道三號北上 OO公里處 

火災概要： 

 本案小貨車於高速公路行駛途中，駕駛發覺車底有異

音且方向盤有卡死情況，隨即於右側路肩停靠，下車發現

右側前輪有爆胎並起火燃燒情形，立即通報消防局搶救。

本火災案造成車頭燒毀，後車箱外觀靠近車頭處有受波及

變色情形。 

預防對策： 

1、載重車輛應定期保養檢修並檢查輪胎、輪軸及軸承狀況。 

2、運載車輛應避免超載，以免造成輪軸或軸承損壞。 

3、車輛行駛中若發現任何異常，應立即停車檢修。 

 

照片 1 火勢於右前輪起火後造成車

頭燒燬並波及後車箱 

照片 2 車輛右側前輪嚴重受燒 

照片 3 右側前輪 3顆滾子呈現不同

程度磨損 

起火原因： 

 本火災案起火處位於小貨車右側前輪處，據駕駛所

述，車輛行駛於高速公路時有異音及方向盤卡死情況。經

檢視右前輪軸 3 顆滾子各別呈現不同程度磨損及變形情

形，研判起火原因為右側前輪軸承滾子因故變形，造成軸

承無法正常轉動，持續行駛造成軸承過熱，引燃右側前輪

內側油泥及輪胎引發火災。 

第五篇   車輛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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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 火災發生後僅造成爐面物品燒燬 

照片 2電陶爐面及上方物品已嚴重燒熔 

照片 3 住戶外出時獨留寵物在家並未限

制活動範圍 

 

 

 

火災案例 1：寵物誤觸開關引起火災 

發生時間：108年 2月 4日 00時許 

發生地點：牛埔路 OO號 

火災概要： 

 本案建築物於清晨發生火災，大樓火警自動警報設

備動作，經由警衛確認後立即通報消防局，因屋主外

出，經消防人員破門搶救，所幸火勢僅於成長期，火勢

由消防人員撲滅。本火災案造成電陶爐及爐面上方物品

燒燬及壁面有受煙燻情形。 

預防對策： 

1、電陶爐上方避免擺放可燃物品，另於開關面板上方

可放置金屬蓋或金屬盤，避免寵物誤觸。 

2、留意家中寵物誤觸電器開關的危險，並做好電器產

品適當的安全保護措施。 

3、外出或睡前，最好將寵物放進籠子或限制活動範圍

並拔除不用之電器插頭，避免誤觸開關引發火災。 

 

起火原因： 

 本火災案起火處位於廚房流理檯附近，於電陶爐上

方物品受燒最為嚴重，據屋主所述，當時因外出而獨留

寵物在家，未關進籠內或限制其行動，本案電陶爐爐面

為觸控式開關，貓於活動時可能誤觸電陶爐開關，造成

電陶爐上方物品起火，研判起火原因疑因家中寵物誤觸

電陶爐開關起火，引燃上方所堆放的廚具、抹布等可燃

物。 

第六篇   其他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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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 廚房流理檯起火造成擺放物品受燒 

照片 2電陶爐爐面留有物品燒熔殘餘物 

照片 3 住戶外出時獨留寵物在家並未限

制活動範圍 

 

 

 

火災案例 2：寵物誤觸開關引起火災 

發生時間：108年 10月 30日 18時許 

發生地點：光復路 OO號 

火災概要： 

 本案建築物於下午發生火災，鄰居聞到煙味確認火

災後立即通報消防局，因承租人外出，經消防人員破門

入室後順利撲滅火勢。因陽台與房間之門板未關閉，導

致室內天花板、牆面及物品受嚴重煙燻，並造成電陶爐

及附近物品燒損。 

預防對策： 

1、電陶爐上方避免擺放可燃物品，另於開關面板上方

可放置金屬蓋或金屬盤，避免寵物誤觸。 

2、留意家中寵物誤觸電器開關的危險，並做好電器產

品適當的安全保護措施。 

3、外出或睡前，最好將寵物放進籠子或拔除不用之電

器插頭，避免誤觸開關引發火災。 

原因研判： 

 本火災案起火處位於陽台廚房流理檯附近，於電陶

爐上方物品燒燬最為嚴重，據使用人所述，當時因上班

而獨留寵物在家，未關進籠內或限制其行動，因本案電

陶爐爐面為觸控式開關，貓於活動時可能誤觸電陶爐開

關，造成電陶爐上方物品起火，研判起火原因疑因家中

寵物誤觸電陶爐開關起火，引燃上方所堆放的廚具、物

品等可燃物。 

第六篇   其他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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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案例 3：瓦斯洩漏引發氣爆 

發生時間：108年 5月 28日 16時許 

發生地點：西大路 OO號 

火災概要： 

 本案建築物戶外道路連日瓦斯管線施工，住戶於施

工期間在家中常聞到明顯瓦斯味，案發當日下午於廚房

打開瓦斯爐點火欲烹煮時，即產生氣爆情形。氣爆後造

成瓦斯爐具使用人頭髪受熱捲曲，流理檯下方抽屜向外

彈出，廚房物品受爆炸波影響有位移散落情形。 

預防對策： 

1、住戶如在家中發現有瓦斯洩漏情形，切勿開啟火源

或使用電子開關產品，應緩慢開啟門窗讓空氣流通

並應立即連絡瓦斯公司查修，找尋洩漏源並止漏。 

2、屋內排水管銜接室外污水管處，應做好填縫，以免

外部氣體沿管線縫隙擴散至室內。 

3、住戶應定期檢查熱水器或瓦斯爐具之瓦斯管線，如

有變形、腐蝕或過度生鏽時需即刻更換管線。 

 

照片 1 廚房流理檯抽屜受氣爆影響向外彈出 

照片 2 廚房天花板受氣爆影響有位移情形 

照片 3 流理檯下方排水孔發現有環狀空隙 

起火原因： 

 本火災案氣爆點位於 2樓廚房瓦斯爐處，檢視洗碗

槽下方地面管線銜接處有明顯環狀空隙，依天然氣物質

安全資料表記載：「天然氣主要成分為甲烷，屬易燃性

氣體，蒸氣密度 0.62，比空氣輕，可引起瞬間火災及回

火危害。」。研判天然氣洩漏後，沿排水孔縫隙至屋內

並蓄積於廚房，於住戶使用瓦斯爐點火時引發氣爆。 

第六篇   其他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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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案例 4：使用芳香劑不慎引發氣爆 

發生時間：108年 7月 15日 23時許 

發生地點：中華路二段 OO號 

火災概要： 

 本案火災發生於遊藝場之廁所儲藏室，火災發生

時由櫃台員工發現並通報消防局搶救，同時店內顧客

使用滅火器進行初期滅火將火勢撲滅。本火災案造成

儲藏室內物品部分受燒、廁所內天花板受損位移及物

品掉落。 

預防對策： 

1、芳香劑、殺蟲劑等都含有易揮發性之可燃性溶劑，

應避免放置於戶外或車內，白天陽光高溫照射易發

生瓶身爆裂或外洩意外。 

2、芳香劑、殺蟲劑存放於陰涼處所並遠離火源。 

3、於室內空間使用芳香劑或殺蟲劑時，應避免抽菸、

使用電器用品或其他可能產生火源之行為。 

 

照片 1 廁所天花板受氣爆影響有位移情形 

起火原因： 

 本案起火處位於廁所儲藏室，以儲藏室內部有明

顯受燒及走道天花板受波及有位移情形，據火災時現

場員工所述，員工於清掃完廁所後噴灑芳香劑，隨後於

儲藏室內休息並點火抽菸，瞬間發現四周起火，伴隨些

微氣爆現象。 

一般芳香劑中均含有醇類或烷類可燃性有機溶

劑，噴灑於空氣中若濃度達燃燒界限，遇火源即容易產

生爆炸，研判起火原因為芳香劑擴散達爆炸界限，遇火

源引發氣爆。 

照片 2 儲藏室內部存放大量清潔用品 

第六篇   其他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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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 儲物室內部物品燒燬、牆面木板

碳化 

照片 2 發電機附近地面發現有受燒燬之

電瓶 

照片 3 技工說明火災發生前添加油料情

形 

 

 

 

火災案例 5：可燃性油氣蓄積遇火花引發火災 

發生時間：108年 2月 8日 15時許 

發生地點：學府路 OO號 

火災概要： 

 本案建築物因停電關係，啟動儲物室發電機使用並於

燃料耗盡後，由水電技工添加汽油燃料，約 10 分鐘後啟

動發電機即引發火災，現場人員立即通報消防局前往搶

救，由消防人員撲滅火勢。本火災案造成儲物室嚴重燒燬

並波及附近建築物外牆。 

預防對策： 

1、應於通風環境下添加可燃性油料，避免油氣蓄積。 

2、各類機具皆應熄火加油，周邊嚴禁火、煙及電器啟動可

能產生之火花。 

3、不慎造成油氣揮發，應開窗通風（嚴禁使用電器產品及

開關電燈），避免產生火花引發火災。 

起火原因： 

 本火災案起火處位於儲物室發電機旁地面附近，該處

有一受燒之電瓶，依水電技工所述，為發電機添加完 95

無鉛汽油，約 10 分鐘後，以外接電瓶啟動發電機，地面

就起火燃燒。依 95 無鉛汽油物質安全資料表記載：「95

無鉛汽油的閃火點為-43℃～-38℃，為高度易燃易揮發性

液體，蒸氣比空氣重，遇火源立即引燃。」。研判起火原

因為可燃性油氣蓄積於地面處遇外接電瓶啟動時所產生

的火花起火，並引燃附近物品。 

第六篇   其他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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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 施工不慎起火造成頂樓物品及施

工器具燒燬 

照片 2 瀝青爐具起火後，火勢初期即由施

工人員以滅火器撲滅 

照片 3 地面有局部受燒破損情形 

 

 

 

火災案例 6：頂樓防水工程施工不慎引發火災 

發生時間：108年 7月 5日 10時許 

發生地點：長興街 OO號 

火災概要： 

 本案建築物頂樓施作防水工程，上午加熱熔化瀝青，

瀝青沸騰後不久即引發火災，火災發生後由員工使用自備

之滅火器將火勢撲滅。本火災案造成加熱爐具燒燬並波及

附近已完工之防水層。 

預防對策： 

1、防水工程於加熱瀝青時需特別留意瀝青沸騰外溢現

象，做好防護，避免引發火災。 

2、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施工現場應準備泡沫或乾粉

滅火器，並安排看守人員。 

3、雇用合格之工程公司或有技術證照人員施工，確保施

工品質及安全。 

起火原因： 

 頂樓防水工程施作通常需加熱熔化瀝青，進行塗布後

再鋪上防水毯，因此通常需長時間加熱瀝青，若加熱時間

過長或因風大造成瀝青外溢遭爐火引燃，即容易引發火

災。本案因施工時，長時間加熱瀝青，造成瀝青沸騰外溢

遭底部爐火引燃起火。 

第六篇   其他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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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 監視器顯示繞境隊伍手持蜂炮施放 

照片 1 2樓楊台衣物有受燒情形 

照片 3 陽台地面發現爆竹燃放後殘跡 

 

 

 

火災案例 7：燃放爆竹引發火災 

發生時間：108年 9月 1日 20時許 

發生地點：警光路 OO號 

火災概要： 

 本案建築物 2樓陽台有堆放物品及晾曬衣物，據附近

鄰居表示晚間有宮廟繞境隊伍經過，不久該 2 樓陽台就冒

出濃煙，鄰居發現後通報消防局前往搶救，由消防人員將

餘火撲滅。本火災案造成陽台所晾曬衣物部分燒燬及室內

煙燻情形。 

預防對策： 

1、宮廟燃放爆竹應遠離住宅及可燃物。 

2、宮廟繞境活動前，應先行公告繞境日期及路線。 

3、本市燃放爆竹應遵守「新竹市爆竹煙火施放管制自治條

例」規定。 

4、燃放完畢之爆竹煙火盒應用水澆灌確認完全熄滅。 

起火原因： 

 本火災案起火處位於 2樓陽台曬衣架處，調閱附近監

視器顯示於 9月 1日晚間約 19時 47分有宮廟繞境隊伍於

起火建築物前手持蜂炮向上燃放，經過 18 分鐘後，消防

局受理火災通報，檢視該建築物 2樓陽台及門口道路地面

處皆發現爆竹燃放後殘跡，研判起火原因為燃放爆竹煙火

引燃晾曬於陽台之衣物。 

第六篇   其他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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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 頂樓物品燒燬情形嚴重 

照片 2 金爐附近地面嚴重受燒情形 

照片 3 金爐未加重物固定，易因頂樓風大

遭吹倒 

 

 

 

火災案例 8：燃燒金紙引發火災 

發生時間：108年 10月 14日 11時許 

發生地點：中華路四段 OO號 

火災概要： 

 本案建築物為社區式的連棟透天，頂樓起火後由

鄰居發現立即通報消防局前往搶救，因頂樓地面鋪設

人工草皮，導致火勢初期相當猛烈，消防人員到場後

順利將火勢撲滅。本火災案造成頂樓人工草皮及冷氣

室外機嚴重燒燬並波及相鄰建築物。 

預防對策： 

1、燃燒金紙應於空曠處，金爐應放置於不可燃之地

面處。 

2、燃燒金紙時周邊嚴禁放置可燃物，以免灰燼飄散

起火。 

3、燃燒金紙應全程在旁警戒並準備滅火器或水桶澆

熄。 

4、金爐應穩固放置，並避免於頂樓或高樓處所燃燒

金紙，以免於使用過程中被風吹倒。 

起火原因： 

 本火災案起火處位於頂樓金爐附近地面處，該處地

面及附近人工草皮嚴重燒燬燒失，據屋主表示，火災發

生前於頂樓燃燒金紙，因故離開約 5分鐘，再返回時已

發現頂樓起火，研判起火原因為燃燒金紙不慎遭風吹

倒，火勢引燃地面人工草皮植被，造成擴大燃燒。 

第六篇   其他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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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案例 1：排油煙管火災，員工以滅火器順利滅火 

發生時間：108年 3月 9日 19時許 

發生地點：經國路 OO號 

火災概要及初期滅火過程： 

 本火災案發生於某燒烤店內，疑因客人烤肉時，食材油脂過多引燃燒烤爐面起火，火舌同時

被吸入排油煙管內，造成排油煙管延燒，店內員工發現後立即通報消防局前往搶救並使用滅火器

進行初期滅火，於消防人員抵達前順利將火勢撲滅並將起火燃燒之集油槽及排油煙管移至室外降

溫。本火災案僅造成爐具受燒及排油煙管燒燬，未造成火勢擴大。 

火災發生前店內員工就發現客人有將大量肉片放於烤盤上炒肉之動作，有提醒顧客並告知店

長，不久後烤盤即有火光冒出，且於桌底產生濃煙，店內員工立即啟動自衛消防編組，將店內顧

客疏散、並通報消防局及使用滅火器進行初期滅火。本火災案因店內員工火災初期應變得宜，於

火災發生後疏散客人並成功滅火，未造成人員受傷並將財物損失降至最低。 

照片 1 烤肉爐起火後，火勢引燃排油煙管油漬 照片 2員工使用滅火器初期滅火 

 

照片 3起火餐桌底部排油煙管附近物品有燒燬情形 

第七篇   火災初期應變、住警器動作及消防安全設備發揮作用案例    

照片 4 火災初期火勢即被撲滅，現場

留有使用過之滅火器 

（一）火災初期應變得宜 以滅火器順利滅火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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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 火災發生後僅造成電視機燒燬，未造成延燒 

照片 3 電視機電源線因劣化發生短路起火 照片 4 火災初期住戶使用滅火器撲滅火勢 

照片 2屋主自行購置二氧化碳滅火器 

 

 

 

火災案例 2：電視機火災，屋主以滅火器順利滅火 

發生時間：108年 5月 3日 8時許 

發生地點：東大路 OO號 

火災概要及初期滅火過程： 

 本火災案起火建築物為透天建築，火災時屋主正於 1 樓，由路人看見窗外濃煙冒出通知屋

主，屋主查看後立即通報消防局前往搶救並使用二氧化碳滅火器進行初期滅火，於消防人員抵達

前火勢已由屋主撲滅。本火災案僅造成電視機燒燬，並波及附近家具。 

本案建築物 1樓為水電行店面、2樓做為置物間及房間使用，因店內有大量水電材料之可燃

物，因此店家於 1樓設置多支二氧化碳滅火器，火災發生時立即至 1樓取滅火器將火勢順利撲滅。

因火災時家中設有滅火器，並瞭解滅火器使用方法，初期應變得宜，將財物損失降至最低。 

第七篇   火災初期應變、住警器動作及消防安全設備發揮作用案例    

（一）火災初期應變得宜 以滅火器順利滅火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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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案例 1：炊事不慎火災，住警器動作 

發生時間：108年 3月 25日 5時許 

發生地點：新莊街 OO號 

火災概要及住警器動作情形： 

 起火建築物為 5 樓以下透天建築，因屋主於燉煮食物時不小心睡著，造成食物燒焦產生濃

煙，所幸廚房外之住警器即時動作發出警報，屋主發現火災後立即通報消防局並以屋內自備之

滅火器初期滅火，火勢於消防人員抵達前，屋主已將火勢完全撲滅。火災發生後僅造成廚房鍋

具及排油煙機部分燒損，客廳有受煙燻情形。107年 6月 13 日消防局為該住戶安裝住宅用火災

警報器，住警器於火災發生時發揮作用，加上屋主初期應變得宜，未讓火勢擴大，把財物損失降

至最低。 

新竹市消防局自 105年起推動「4年 6萬顆」住警器推廣專案，協助市民全面裝設住宅用火

災警報器(住警器)，於 108年底已裝設超過 6萬顆，服務推出以來，新竹市共有 20件住警器發

出警報，讓 9名住戶成功逃生應變案例，有效減少財物損失及人命傷亡。5樓以下住宅尚未安裝

住警器之民眾，可向各消防分隊申請，居家各空間都應裝設住警器，安全防護才能無死角。 

照片 1 現場廚房以瓦斯爐附近受燒嚴重 

照片 3 廚房門口天花板裝設住警器 

照片 2 屋主初期使用滅火器將火勢撲滅 

照片 4 107 年消防人員為該住戶安裝住警器 

第七篇   火災初期應變、住警器動作及消防安全設備發揮作用案例    

（二）火災初期住警器動作示警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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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案例 2：炊事不慎冒煙，住警器動作 

發生時間：108年 6月 11日 15時許 

發生地點：中華路五段 OO號 

火災概要及住警器動作情形： 

 本案起火建築物為 5 樓以下透天建築，因鄰居聽到住警器警報聲，出門查看發現隔壁住家

窗口冒出濃煙，立即通報消防局前往搶救，起火戶屋主於消防人員抵達前及時返家關閉爐火。

本火災案造成廚房烹飪食物燒焦，鍋具受燒變色，廚房有些許受煙燻情形。 

本案因屋主於下午烹煮食物未關閉爐火即外出，經過一段時間後食物燒焦冒出濃煙，所幸

該住戶於 106 年 10 月 17 日自行至朝山消防分隊領取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並安裝於客廳牆面位

置，住警器即時發出警報，由鄰居聽見後協助通報，最後有驚無險，幸未釀成災害。 

照片 1 現場住警器安裝於客廳牆面位置 照片 2 火災時住警器動作情形（住戶提供） 

照片 4 消防人員於災後向住戶實施防火宣導 照片 3 離家未關閉爐火，造成食物燒焦冒煙 

第七篇   火災初期應變、住警器動作及消防安全設備發揮作用案例    

（二）火災初期住警器動作示警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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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案例 3：電氣火災，住警器動作 

發生時間：108年 4月 3日 20時許 

發生地點：長安街 OO號 

火災概要及住警器動作情形： 

 本案建築物為 5 樓以下透天建築屋齡約 25 年，一樓出租供食品雜貨店使用，店內室內配線

未曾更換，因老舊電源線短路引發火災，所幸火災時，鄰居聽見住警器聲響，查看發現隔壁鐵捲

門門縫有濃煙冒出，立即通報消防局前往搶救，火勢由消防人員順利撲滅。本火災案僅造成 1樓

走道部分物品燒燬，及部分居室受煙燻。 

該住戶因於 107 年 7 月 5 日由消防局安裝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並裝設於 1 樓走道上方天花板

位置，火災發生時所幸住警器即時發出警報，鄰居發現後協助通報，因此才能夠於初期由鄰居聽

見警報器聲響發現火災，立即通報消防局，未讓火勢擴大，財物損失降至最低。 

照片 1火災發生後造成走道部分物品受燒燬，雜

貨倉庫未受波及 

照片 3 火勢初期即由消防人員撲滅 照片 4 受災戶警報器外殼已燒熔但仍持

續發出聲響 

照片 2 火災初期屋內冒出濃煙消防人員

到場破壞鐵捲門入室搶救 

第七篇   火災初期應變、住警器動作及消防安全設備發揮作用案例    

（二）火災初期住警器動作示警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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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案例 4：室內配線火災，住警器動作 

發生時間：108年 4月 14日 08時許 

發生地點：新香街 OO號 

火災概要及住警器動作情形： 

 本案起火建築物為 4 樓透天建築，火災發生時對面社區警衛發現該建築物 3 樓窗戶有冒出

濃煙，並聽到住警器聲響，立即通報消局前往搶救並通知屋主返家，消防人員迅速到場於火勢成

長階段將火勢撲滅。本火災案僅造成 1樓餐廳部分物品燒燬，其他居室受濃煙波及。 

本火災案因天花板室內配線短路起火，所幸該住戶於 108年 3月 15日由消防局前往安裝住

宅用火災警報器，火災發生住警器即時發出警報，由對面社區警衛聽見後協助通報，因住警器發

揮通報作用，將財物損失降至最低。 

照片 2 火災於成長期即被撲滅，未造成嚴

重財損 

照片 3 消防人員於火災初期到場，順利將

寵物救出 
照片 4 現場發現即時動作之住警器 

 

照片 1 消防人員迅速到場撲滅火勢，未造成

延燒 

第七篇   火災初期應變、住警器動作及消防安全設備發揮作用案例    

（二）火災初期住警器動作示警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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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4 火災時排煙設備正常啟動發揮排

煙功能 

 

 

 

火災案例 1：機台火災，排煙及警報設備即時動作 

發生時間：108年 7月 9日 1時許 

發生地點：篤行路 OO號

 

火災概要及消防安全設備動作情形： 

 本火災案發生於科技公司廠房，現場工作人員發現其中一部測試機台有濃煙冒出，立即使用

廠內二氧化碳滅火器進行初期滅火並通報消防局前往搶救，由消防人員將火勢撲滅。 

火災時由員工發現並以二氧化碳滅火器滅火，雖未能將火勢完全撲滅但已抑制火勢成長，另

因廠房設有消防排煙設備，於火警自動警報設備動作後，連動排煙設備啟動，順利將火災所產生

的濃煙排出，因此本火災案僅造成測試機台燒燬並未造成嚴重煙損。本火災案因火災時員工初期

應變得宜及消防安全設備正常動作，發揮警報及排煙功能，將財物損失降至最低。 

照片 1 火災造成機台內部線組燒燬 

照片 3 廠房受信總機顯示起火位置 

照片 2機台上方警報器於初期發出警報 

第七篇   火災初期應變、住警器動作及消防安全設備發揮作用案例    

（三）火災初期消防安全設備發揮作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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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案例 2：配電盤火災，警報設備即時動作 

發生時間：108年 9月 13日 18時許 

發生地點：光復路 OO號 

火災概要及消防安全設備動作情形： 

 本火災案建築物位於某大學展覽館內，裝潢壁面設有公共配電盤，該校警衛於晚間發現火

警自動警報設備動作，依受信總機確認火災位置位於展覽館內，經查看展覽館發現配電盤內有

火、煙冒出，立即斷電並通報消防局前往搶救，同時校方人員使用乾粉滅火器將火勢撲滅。本火

災案僅造成公共配電盤內部及部分裝潢受燒損燬。 

本案起火展覽館內設有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並連線至警衛室，當展覽館發生火災時，其上

方天花板所設置之偵煙式探測器立即動作並連動分區警鈴發出警報，另外警衛依受信總機面板

燈號確認火災位置，火勢初期即由警衛及師生使用滅火器共同將火勢撲滅，火災發生後僅造成

配電盤燒燬。本火災案因火災時消防安全設備正常動作發揮警報功能，學校員工初期應變得宜，

將財物損失降至最低。 

照片 3配電盤內部起火造成開關及線路燒燬 

照片 1 起火配電盤上方天花板有設置偵煙式

探測器 
照片 2受信總機顯示火警區域位置

 

照片 4警衛使用校內滅火器進行初期滅火 

第七篇   火災初期應變、住警器動作及消防安全設備發揮作用案例    

（三）火災初期消防安全設備發揮作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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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案例 1：電氣火災，正確避難獲救 

發生時間：108年 1月 28日 5時許 

發生地點：埔頂一路 OO號 

火災概要及避難應變情形： 

 本火災案起火建築物為透天建築，2 樓陽台發生火災，警衛於巡邏時發現火災後立即通報

消防局，大樓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不久後亦隨即動作，但因起火處位於 2樓陽台，火勢引燃陽台

雜物後，濃煙及高溫隨即往屋內流竄，造成 3樓 2位女性住戶發現火災後無法下樓逃生。所幸

受困之住戶瞭解火災中關門就地避難之觀念，發現樓梯間已充滿濃煙及熱氣後，立即關上房門，

並以濕毛巾塞住門縫，阻隔濃煙進入房內。不久消防局救災人員即抵達現場，順利架梯由窗外

將 2名受困民眾救出。 

新竹市消防局提醒大家，若不幸遭遇火災，務必記得： 
1、要冷靜：遭遇火災時，應保持冷靜，熟記火災應變三步驟：示警→應變（冷靜判斷避難、                      
           逃生或初期滅火）→報案。 

2、要關門：若逃生路線受阻或房門外已是高溫及濃煙，記得關上房門就地避難，若時間允
許，以濕毛巾塞住門縫，阻隔濃煙進入房內，以爭取更多逃生及避難時間。 

照片 1 救災人員抵達火災現場時，火勢已相當

猛烈 

照片 3 房間內外二個世界，關上房門確實能

暫時阻隔濃煙及高溫之威脅 

照片 2 受困住戶發現無法下樓逃生，即關

上房門並以濕毛巾塞住門縫 

照片 4 救災人員抵達火災現場後順利架

梯救出受困民眾 

第七篇   火災初期應變、住警器動作及消防安全設備發揮作用案例    

（四）火場正確避難獲救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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