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範例 

 

一、施工作業及計畫 填 表 說 明  

（一）施工概要 

○○大樓第○○樓的 KTV 內部改裝（天花板換新、地毯換

新、重新隔間、廚房位置改變），另有關警報設備、灑水設

備、排煙設備、避難逃生設備、標示設備等消防設備亦重新

更換。  

施工概要的內容必須包含下列事

項： 

一、說明施工部分係增建、改建、

修建或室內裝修施工。 

二、施工部分及場所名稱用途。 

三、施工內容。 

四、進行設備的施工（如廚房設

備、空調設備等） 

五、進行消防設備的施工。 

（二）施工日程表 附件一 依附件一格式填寫 

（三）施工範圍 附圖一 繪製施工現場之平面圖 

（四）有無消防設備無

法動作情形 

□ □ 

有 無  

附件二 如有消防設備無法動作之情形，參

考下列事項，並依附件二格式填

寫：  

一、消防設備：參考範例及下列事

項填寫暫停功能的消防設設備之種

類、區域、暫停功能期間及替代措

施。  

1. 暫停自動撒水設備或水霧滅火設

備時，應加裝滅火器或室內消防栓

設備的水帶及加強其他消防用設

備。  

2. 火警自動警報設備或報警標示燈

的功能暫停時，應臨時裝設，以確

保其功能。  

3. 室內消防栓設備的功能暫停時，

需增加滅火器。 

4. 滅火器、逃生避難器具、標示設

備，可以移到他處設置，確保災害

發生時仍能發揮預期之功能。  

5. 火警自動警報設備設置無線方式

的中繼器(轉發器)時，應載明詳細情

形。 

6. 將移設的位置填在施工區域圖

裡。  

二、管理方法:因為施工妨礙消防設

備的功能時，應注意下列事項，制

定對策與管理方法等。  

1. 增加巡邏次數，強化監視體制。  

2. 功能暫停的消防設備的種類、停

止時間與停止部分，都要降到最低

限度。  

3. 停止各種功能的工程，在非營業

時間施工。 



4. 但是，醫院和飯店等營業時間達

24 小時的地方，應該白天施工。  

5. 現場施工負責人和防災中心保持

密切聯絡，互相掌握停止使用的消

防設備等。 

6. 施工完畢後要檢查，儘快復原暫

停功能的消防設備。  

（五）有無避難逃生設

備無法動作情形 

□ □ 

有 無 

附件三 如有避難逃生設備阻礙之情形，參

考下列事項，並依附件三格式填

寫：  

一、避難逃生設備與緊急出入口 

 

參考範例和下列事項填寫，因為施

工不得不暫停功能的避難逃生設施

等的種類、區域、受阻礙期間和取

代措施之概要。另外，新建工程中

的防火對象物中，沒有附件三的情

形，但是也要確保逃生樓梯等，做

好緊急用出入口的標示。逃生樓

梯、緊急用出入口等阻礙的話，應

引導前往其他的逃生設施逃生。 因

為外部裝修工程等而妨礙緊急用出

入口時，可在鷹架外部的網板上標

示緊急出入口。  

二、管理方法:因為施工妨礙逃生設

施等的功能時，應注意下列事項，

制定對策與管理方法等。  

 

張貼逃生指示圖。 現場施工負責

人，全面告知負責引導逃生的人。 

保持雙向逃生，而且儘量引導到戶

外樓梯逃生。 工程施工負責人，經

常確認逃生通道是否堆置障礙物。 

作業時間內的安全門，應保持可以

瞬間開放的狀態，同時要在不能使

用的出入口上標示清楚。  

（六）有無使用會產生

火源之設備 

□ □ 

有 無 

附件四 如有使用會產生火源設備之情形，

參考下列事項，並依附件四格式填

寫：  

一、參考範例所顯示的內容填寫用

火設備器具的狀況及有可能發生火

災之虞的機械器具的種類、數量、

使用場所，使用期間、時間、設置

方法。 



二、管理方法 

伴隨著工程的實施使用，有產生火

災危險等之用火設備器具時，注意

下列之事項，並訂定該管理方法，

並加以填寫。 使用用火器具及有可

能發生火災之虞的機械器具時，事

前取得防火管理人、現場施工責任

人之認可。 焊接、熔斷時之對策 

 

1.在實施焊接、溶斷，使用噴燈等會

產生火花之作業，或柏油之溶解作

業時，在作業前必須要求散佈濕

砂，去除周圍可燃物、藉由不可燃

材料的遮蔽或是使用不易燃的板子

做遮蔽等措施。 

2.焊接、熔斷等作業時，必須充份要

求作業中之監視及作業後之檢查。 

3.實施滅火準備。  

三、用火設備器具之對策 

整理、整頓用火設備器具周圍。 做

好燃料之保管、補給。 檢查用火設

備器具。  

四、電氣設備之對策 

不超過容許電流。 在有可能產生漏

電之虞的情況，在回路中設置漏電

切斷器等。  

五、在燃燒廢材料時，必須準備滅

火器並配置監視人。  

（七）有無運用危險物

品作業 

□ □ 

有 無 

附件五 如有使用危險物品之情形，參考下

列事項，並依附件五格式填寫： 

一、危險物品 

在工程部份使用危險物品時，參考

範例並填寫該危險物品種類、數

量、使用場所、使用期間、時間、

堆積、設置方法等。  

二、管理方法 

伴隨著工程的進行，使用危險物

品，搬入大量可燃物的情況，應注



意下列事項並訂定管理方法。 

在工程部份攜入危險物品，必須是

必要且最小限度的量。 危險物品的

引火性或爆炸性物品，依照其特性

狀態加以適切的管理，同時在小分

裝的時候，放入容器密封，儘量貯

存在不燃性的保管倉庫內並上鎖。 

在臨時保管場所必須明確顯示使用

上之注意事項及處理責任人之姓名

及聯絡電話。 必須事前採取防止危

險物品容器或高壓氣體容器，因為

地震振動而翻落或掉下之措施。 在

貯藏或處理危險物品之場所，不可

實施會產生火花之焊接、熔斷作

業。 貯存或處理危險物品，必須先

取得防火管理人及施工現場負責人

之認可。  

   

（八）聯絡人 ○○水電行 林○○ 電話○○○○

○ 

施工現場電話○○○○○○○○ 

填寫工程主要承包廠商的姓名電話

及施工現場的聯絡電話。 

（九）緊急聯絡人 施工現場負責人 鄭○○ 

電話○○○○○○○○  

填寫施工現場負責人的姓名及電

話。 

（十）其他 裝潢負責人○○○電話○○○○

○○ 

水電負責人○○○電話○○○○

○○ 

消防設備負責人○○電話○○○

○○  

   

填寫其他工程小包負責人的姓名電

話。 

二、施工中的防火管理   

（一）預防火災  

1. 平時火災預防  

1.本次施工期間防火管理人得指定林○○、黃

○○為施工區域之防火監督人，詳如附件六。 

 

2. 防火監督人林○○、黃○○的任務： 

協助防火管理人執行防火管理工作。 

施工現場的巡邏、監視。 

施工結束後的安全確認。 

施工現場的進出管制。 

施工中防火管理，參考下列事項，

並依範例格式填寫：  

（一）預防火災部分必須包含： 

1.平時火災預防：  

1.指定施工區域之防火監督人，並依

附件六平時火災預防編組表編排。 

2. 明訂防火監督人之任務： 



用火、用電的管理。 

抽煙的管理。 

避難設施的維護管理。 

施工現場的清潔整理。 

滅火器、室內消防栓的維護管理。 

地震時的初期處置。 

其他。 

3. 防火監督人林○○、黃○○必須依附件七

「平時自行檢查記錄表」，針對施工區域每日

進行檢查，發現異常狀況，立即通報防火管理

人，並於每月彙整一次資料，陳報防火管理人 

施工現場負責人鄭○○，必須於開工前及施工

結束後一天內，向防火管理人報告施工內容及

情形。 

2. 防範縱火  

1.本次施工期間，建築物外部及樓梯間放置可

燃性材料，必須以不燃性材料披覆綑綁，並妥

善保管。  

2.施工現場負責人鄭○○必須於施工結束後，

確認施工場所已經上鎖。 

3.施工期間，除工作人員外，非經施工現場負

責人鄭○○、防火監督人林○○、黃○○或防

火管理人同意，不得進入施工區域，必要時的

裝設自動感應照明燈及監視器，並加強巡邏。  

抽煙管理 

1.○樓休憩室為專用吸煙室，該室門口貼有

「吸煙室」字樣。 

2. 防火監督人林○○、黃○○於每日施工完畢

後，必須收集煙蒂並丟入施工區東側之不燃容

器內。  

3.抽煙場所周圍不可放置可燃物。 

防止擴大延燒 

1. 東、西側防火門、南側防火鐵捲門周圍，不

可放置可燃物或妨礙關閉之物品。  

2.施工中，防火門及防火鐵捲門應盡量保持在

關閉狀態。 

協助防火管理人執行防火管理工

作。 

施工現場的巡邏、監視。 

施工結束後的安全確認。 

施工現場的進出管制。 

用火、用電的管理。 

抽煙的管理。 

避難設施的維護管理。 

施工現場的清潔整理。 

滅火器、室內消防栓的維護管理。 

地震時的初期處置。 

3. 防火監督人必須依附件七「平時

自行檢查記錄表」，針對施工區域

每日進行檢查，發現異常狀況，立

即通報防火管理人，並於每月彙整

一次資料，陳報防火管理人。 

4. 施工現場負責人，必須於開工前

及施工結束後一天內，向防火管理

人報告施工內容及情形。 

2. 防範縱火： 

1. 施工期間，建築物外部及樓梯間

放置可燃性材料，必須以不燃性材

料披覆綑綁，並妥善保管。  

2.施工現場負責人必須於施工結束

後，確認施工場所已經上鎖。  

3.施工期間，除工作人員外，非經施

工現場負責人、防火監督人或防火

管理人同意，不得進入施工區域，

必要時得裝設自動感應照明燈及監

視器，並加強巡邏。  

3.抽煙管理 

1. 指定專用吸煙室，並於門口貼有

「吸煙室」字樣。 

2. 防火監督人於每日施工完畢後，

必須收集煙蒂並丟入不燃容器內。 

抽煙場所周圍不可放置可燃物。  

4.防止擴大延燒 

1. 防火門、防火鐵捲門周圍，不可



3. 施工結束後，防火門、防火鐵捲門務必關

閉。 

4. 施工結束後，防火監督人林○○、黃○○應

再確認防火區劃的狀況。  

放置可燃物或妨礙關閉之物品。  

2.施工中，防火門及防火鐵捲門應盡

量保持在關閉狀態。 

3. 施工結束後，防火門、防火鐵捲

門務必關閉。 

4. 施工結束後，防火監督人應再確

認防火區劃的狀況。  

（二）互相聯絡的機制 

1.防火管理人、防火監督人必須指導、監督施工現場負責人

鄭○○，如何編組，並協議彼此編組間的配合措施。 

2. 施工現場負責人，開工前、工程結束後、進行熔接、熔

斷、切割等工作前、使用危險物品施工前，必須向防火管理

人報告。 

3. 施工期間請施工現場負責人鄭○○自備一具無線對講機，

發生狀況得隨時與中控室聯絡。 

4.防火管理人、防火監督人與施工現場負責人，施工期間的

每月十日定期開會，以瞭解工程進度及防護計畫中需要調整

修正的內容。  

（二）互相聯絡的機制請依下列規

定辦理：  

1.防火管理人、防火監督人必須指

導、監督施工現場負責人，如何編

組，並協議彼此編組間的配合措

施。 

2. 施工現場負責人，開工前、工程

結束後、進行熔接、熔斷、切割等

工作前、使用危險物品施工前，必

須向防火管理人報告。 

3. 施工期間，施工現場負責人必須

於發生狀況時，能夠隨時與中控室

聯絡。 

4. 防火管理人、防火監督人與施工

現場負責人，必須於施工期間的定

期開會，以瞭解工程進度及防護計

畫中需要調整修正的內容。  

（三）地震對策 

1.平時的地震對策 

1. 地震發生時，施工區域的東側及西側各劃定一個緊急避難

區域（如逃生避難圖所示），施工區域的自衛消防編組隊長

必須指揮避難引導班，引導施工人員至緊急避難區避難。  

2.地震時，必須執行下列規定： 

防止施工機具倒塌的措施。檢查用火、用電設備的安全措

施。施工鷹架倒塌、施工材料掉落飛散的防範措施。  

3.地震後的安全措施  

1.施工現場負責人鄭○○關閉電源及火源開關，防火監督人

林○○、黃○○立即趕赴施工現場再做確認。  

（三）地震對策請依下列規定辦

理：  

1.平時的地震對策  

1.地震發生時，施工區域必須劃定一

個緊急避難區域（並標示於逃生避

難圖），施工區域的自衛消防編組

隊長必須指揮避難引導班，引導施

工人員至緊急避難區避難。  

2.地震時，必須執行下列規定： 

防止施工機具倒塌的措施。 

檢查用火、用電設備的安全措施。 

施工鷹架倒塌、施工材料掉落飛散

的防範措施。 



2. 地震發生後，以保護人身安全為第一考量。  

3. 施工現場負責人鄭○○如有發現因地震而造成損害，必須

立即向防火監督人林○○、黃○○報告，林○○、黃○○再

轉報防火管理人，必要時防火管理人得停止繼續施工。  

2. 地震後的安全措施 

1. 施工現場負責人必須關閉電源及

火源開關，防火監督人必須立即趕

赴施工現場再做確認。 

2.地震發生後，以保護人身安全為第

一考量。 

3. 施工現場負責人如有發現因地震

而造成損害，必須立即向防火監督

人報告，再轉報防火管理人，必要

時防火管理人得停止繼續施工。  

(四)自衛消防編組： 

自衛消防總部 

自衛消防隊長—自衛消防副隊長—指揮所

通報班

（陳○○） （林○○）、黃○○

滅火班○○○

避難引導班○○○

施工第一區班長 通報班○○○

（鄭○○） 安全防護班○○○ 

救護班○○○

   

1.自衛消防編組必須有自衛消防編組

總部及施工區域編組二大部分，自

衛消防編組總部成員為原有自衛消

防編組成員所擔任，編制包括：  

自衛消防隊長 

自衛消防副隊長 

指揮所 

通報班  

2. 施工區域編組由現場施工人員所

組成，視工作人員多寡得分為：  

滅火班 

通報班  

避難引導班  

救護班  

安全防護班  

3.施工現場如分為很多不連貫之區

域，必須是情況於每一施工現場增

設必要之編組。  

（五）通報消防機關  

1.有下列事項必須向○○消防隊報備： 

1. 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大幅變更（含編組成員

大幅變動）時。  

2.自衛消防編組訓練時。  

3.施工有可能產生火災，而消防安全設備又無

法正常動作時。  

2.本次施工樓層消防安全設備均無法正常動作，經與○○消

防隊協商後，相關之替代設備詳如附件二。  

（五）通報消防機關 有下列事項必

須向消防隊報備： 

1. 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大幅變更

（含編組成員大幅變動）時。 

2. 自衛消防編組訓練時。 

3. 施工有可能產生火災，而消防安

全設備又無法正常動作時。 

2. 施工樓層消防安全設備無法正常

動作時，必須與當地消防隊協商

後，將相關之替代設備詳係填寫於



附件二。  

（六）逃生避難路線 

1.施工區域之逃生避難圖，業已張貼公告於施工區域的出入

口、施工人員休息室、施工現場、各樓梯口。  

2.逃生避難動線不可堆放物品，妨礙逃生。  

3.確保兩方向逃生避難原則。  

（六）逃生避難路線  

1.施工區域之逃生避難圖，須張貼公

告於施工區域的出入口、施工人員

休息室、施工現場、各樓梯口。  

2.逃生避難動線不可堆放物品，妨礙

逃生。  

3.確保兩方向逃生避難原則。  

（七）防火區劃 

1.本次施工之防火區劃的位置標示於逃生避難圖上。 

2. 防火監督人林○○、黃○○、施工現場負責人鄭○○，不

定時巡視防火區劃，發現有破損或異常狀況時，應立即報告

防火管理人，同時立即修復。  

（七）防火區劃 

1. 施工之防火區劃的位置應標示於

逃生避難圖上。 

2. 防火監督人、施工現場負責人，

須不定時巡視防火區劃，發現有破

損或異常狀況時，應立即報告防火

管理人，同時立即修復。  

三、施工期間，施工人員的教育、訓練及施工中消防防護計

畫的宣達 

  

（一）防災教育 防災教育實施期程： 

1.本次防災教育及防護計畫的講授，預計二個梯次，每次一

天，講習日期為○○年○○月○○日及○○年○○月○○

日，講習負責人為防火管理人陳○○，實施對象為全體員工

及施工人員。 

2.. 防災教育的內容  

實施對象 實施內容 

全體員工 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的介紹。 貫徹下列遵

守事項。 

火氣使用管理、吸煙場所的指定。 

逃生設備及防火避難設施之維護管理。 

危險物品的管理。 發生災害時之應對要

領。  

施工負責

人、防火

監督人及

防火管理

人之協調

事項 

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的內容。 確定各自的

任務分擔與責任範圍。 貫徹日常的火災預

防。 貫徹利用「平時自行檢查紀錄表」自

行對施工區域檢查。 貫徹災害發生時，施

工部分與非施工部分之聯絡方式。  

其它：有雇用臨時的外籍勞工時，應實施個別防災教育。  

（一）防災教育必須包括防災教育

的實施時間、內容及其他，其填寫

內容如下，並請參考範例填寫。 

1. 防災教育實施期程必須包括梯

次、每梯次時間、講習日期、講習

負責人及實施對象。  

2.防災教育內容包括：  

1.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的介紹。 貫

徹下列遵守事項。 

2.火氣使用管理、吸煙場所的指定。

3.逃生設備及防火避難設施之維護管

理。 

4.危險物品的管理。 

5.發生災害時之應對要領。  

6.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的內容。 確

定各自的任務分擔與責任範圍。 

7. 貫徹日常的火災預防。 貫徹利用

「平時自行檢查紀錄表」自行對施

工區域檢查。 



8. 貫徹災害發生時，施工部分與非

施工部分之聯絡方式。 

3. 其他  

（二）訓練： 訓練種類及實施期程。 

訓練種類 實施日期 參加人員 訓練內容 

滅火訓練 施工前 全體人員 滅火器的操

作。 

室內消防栓

的操作。 

通報訓練 施工前 全體人員 報案的技巧

及要領。 

場所內部互

相聯絡的要

領。 

避難引導訓

練 

施工前 全體人員 確認施工部

分的逃生路

線。 

引導逃生的

要領。 

其它。  

（二）訓練：訓練必須包括訓練種

類、對象、參加人員、內容及其

他，請參考範例填寫。 

（三）告知施工中之消防防護計畫相關事宜。 

1. 防火管理人透過先前的防災教育和訓練，讓所有員工及施

工人員了解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的內容。 

2. 施工人員不同時，應予以告知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的相關

內容。  

（三）告知施工中之消防防護計畫

相關事宜。 

1. 防火管理人透過先前的防災教育

和訓練，讓所有員工及施工人員了

解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的內容。 

2. 施工人員不同時，應予以告知施

工中消防防護計畫的相關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