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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鵬工業平鎮三廠火災
• 2018年4月28日晚間9時26分，位於台
灣桃園市平鎮區敬鵬工業三廠發生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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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泰山區工廠昨發生火警，造成2名消防員不幸殉職。
黃子騰攝

不幸殉職的勇消陳奕睿（25歲）、彭祥億（30歲）是新北市消防局泰山消防
分隊成員，陳奕睿是警專25期畢業，任消防員4年多，畢業後就在泰山分隊服
務，後來轉調新北市消防局第二大隊隊部，2個月前又調回泰山分隊；彭祥億
大學畢業服完兵役後報考消防員，2009年基特班畢業後分發至五股更寮消防
分隊，1個多月前轉調泰山分隊。



下午1時14分，泰山分隊獲報趕至泰山區中港西路137巷，發現
巷內有9間工廠，其中3間家具工廠冒出濃煙，消防員立即布水
線，並向多間工廠射水，避免火勢延燒，接著割開3間冒煙工
廠的鐵門，研判無火勢竄燒，於1時40分左右派遣陳、彭等3名
搜索小組成員進入濃煙最大的利塔傢俱倉儲工廠尋找起火點並
搜救人命。

消防局說，他們進入火場後，其中1人因為才剛救援完新莊另
起火警，空氣瓶氧氣不足，先退出更換氣瓶，陳奕睿、彭祥億
仍在屋內搜救，門外還派了數名消防員灑水降溫。

不料外部空氣突然灌入，悶燒的火星瞬間冒出大火，發生閃燃
現象，屋內一轉眼竄出大火，原本半蹲射水的消防員被強烈的
「轟轟轟」爆裂聲震得倒退好幾步，工廠陷入火海，指揮官立
即將射水隊員撤離至工廠後方滅火。





表1 2012-2015鐵皮屋火害紀錄

案例一 苗栗市維祥街增建鐵皮屋火警(2人死亡)

時間 2015年4月24日04:00

案例二 中和永和路頂樓違建鐵皮屋火警(1人死亡)

時間 2015年1月28日06：00

案例三 官田渡頭里鐵皮屋火警 (2間房屋半毀)

時間 2015年1月28日 09：47~10：28 (40分)

案例四 南苗市場鐵皮屋火警 (2人死亡)

時間 2015年1月27日 21：48~22：18 (30分)

案例五 中壢鐵皮屋塗裝廠火警(鐵皮屋全毀)

時間 2015年1月26日 14：00 (約5小時)

案例六 鶯歌區鐵皮屋磁磚廠火警(1人嗆傷)

時間 2015年1月22日 04：00



案例七 新屋鐵皮屋保齡球館火警
(二樓鐵架倒塌，6名消防人員殉職。)

時間 2015年1月20日 02：00

案例八 台中大里區工廠火警(鐵皮屋全毀 )

時間 2015年1月2日 06：30~(3小時)

案例九 泰山區鐵皮工廠火警
時間 2014年10月4日 02：42~03：22 (40分)

案例十 蘆洲汽車修車廠火警(5間全毀，3間半毀)

時間 2014年8月23日 04：00 (2小時)

案例十一 泰山區鐵皮屋工廠火警(2名消防人員死亡)

時間 2013年07月06日 13：14 (105分)

案例十二 新竹明湖路倉庫火警(五具焦屍)

時間 2012年3月12日 02：45 (30分)

表1 2012-2015鐵皮屋火害紀錄



圖7 鋼料之強度與溫度之關係

由圖7顯示，當整塊鋼料之溫度達到300ºC時，其降伏強度降低約22%，剩餘
78%之強度；若達到500ºC時，強度降低約52%，僅剩48%之強度，已低於一
般設計之容許強度，鋼料隨時有嚴重破壞之危險。若鋼料溫度達到600ºC，
強度降低約73%，只剩約27%之強度。一般冶金學另定義溫度於723ºC時，
鋼料內部之金相顆粒與材質均已明顯變質，稱為「變態點」。



圖8 CNS12514之升溫曲線

通常火警現場，在5~10鐘內溫度就會竄升到500~600ºC，是鋼
料保全的關鍵，有關材料之防止火害試驗，ISO 834與CNS 
12514都規定雷同之升溫曲線，如圖8。圖中顯示於5分鐘時，
溫度已達576ºC；於10分鐘時，溫度更高達678ºC。如此的高
溫鋼料均甚容易降低強度甚至軟化。



表4 鋼料溫度與呈現之顏色

加熱溫度ºC 顏色 加熱溫度ºC 顏色

500 暗褐 900 正紅

600 褐紅 1,000 橘紅

700 暗紅 1,100 黃

800 櫻桃紅 1,300以上 黃白

有關鋼料溫度之計測，可用溫度計或其他儀器精確測出，
但在緊要關鍵之時刻，鋼料之溫度亦可依其表面所顯現之
顏色作概略判斷，鋼料之溫度與顏色之關係大致如表4所示。



鐵皮屋火害之搶救

由於鐵皮屋於失火後容易熔解甚至崩塌，綜觀前述諸多案例之火災歷時與損
傷，建議救火之要領如下。
一、除非屋內有人待救，否則不宜進入火場救火。
二、進入火場盡量從背風面進入，避免火勢與氣焰增長。
三、滅火之順序大致如下。

1.應先斷絕電源
2.降溫或覆蓋容易閃燃之化工材料或氣體，防止全面閃燃與氣爆。
3.如鋼料已呈現暗紅色，應對柱與梁之鋼骨結構射水，避免鋼料軟化而
倒塌。
4.消滅易燃或可燃固體材料之火勢，如木料、紙張與塑膠等。

四、非閃燃時，起火點如局限於某部分區域，最遲約30分鐘應退出火場；如
果全面燃燒，可能15分鐘就應該退場。實際撤離之時間應視火場之現況與鋼
料之變質審慎判斷決定。若閃燃時應即刻退出火場，有易爆氣體者應保持警
戒之安全距離。
五、盡量安排數組人員同時救火，人力不宜過度單薄。
六、入內或上樓必須先將鋼架射水降溫，否則不應貿然進入火場。因為鋼架
顏色尚未變紅時，強度有可能已降低不到一半，隨時有倒塌顧慮，非常危險。



2016.12.03





2017.12.13



桃園市蘆竹區大有街一家工廠14日凌晨發生火警，
位於2樓宿舍內有11名越南籍移工，5人及時逃出，
另有6人失聯，消防局火調人員撲滅火勢後入內搜
尋。 (圖：中央社)

2017.12.14



2018.01.29



2018.02.15



桃園市八德區一處鐵皮工廠15日傍晚發生火警，濃煙漫天報
案電話打爆119。(楊宗灝翻攝)



2018.04.29





新北市消防局今天凌晨1時39分獲報，
五股區凌雲路3段發生工廠火警，報案
人表示，已看到有火冒出，且有擴大延
燒的跡象，不清楚工廠內有沒有人受困。

消防局出動69輛消防車及100多人前往
搶救，消防人員到場時，發現現場為連
棟鐵皮屋工廠，不僅有火舌竄出，還有
大量濃煙冒出，經初步確認並無人員受
困火場內。

經過一個多小時撲救，於凌晨2時58分
將火勢侷限，3時20分控制火勢，4時16
分火勢完全撲滅，經清查，大火延燒室
內裝修及倉庫共兩間鐵皮屋，燃燒面積
約200坪，起火原因有待進一步鑑定調
查。



2018.05.23



彰化縣和美鎮線東路2段，生產車床、螺絲和塑膠模具等工廠和住家等4間工廠，今
天下午3點左右火警，400坪連棟鐵皮屋廠房全陷入一片火海，熊熊烈焰竄燒，冒出
火球，並不時傳出陣陣爆炸聲，警消人員總動員，還在和大火奮戰，火勢尚未控制，
目前未傳出傷亡。



4家工廠和住家，都位於和美鎮線東路2段，其中一家起火後，由於工廠
堆放都是易燃物，順著風勢，一下子就波及另外3家，全陷入火海，濃煙
壟罩半邊天，工廠人員急忙撤離，並未傳出有人員受困。



最近五年（2014–2018）總死亡（因公
殉職＋因公死亡）人數是 25 人，比更
前面的九年（2005–2013）加起來 23 
人還要多；因公受傷則沒有明顯趨勢。

2011 年每名消防員背著 1754 條人命，
這個數字到了 2016 年只降到 1678，
雖然國情不同，但這個比例顯然改善的
幅度很小。



2018.06.18



鳥松鐵皮工廠暗夜大火，火勢十分猛烈。記者徐白櫻／翻攝



高市鳥松區松埔路兩間鐵皮工廠凌晨大火，所幸沒有
人員受困。記者徐白櫻／攝影



堆滿尿布與貨物的倉儲工廠全遭大火燒火。記者徐白櫻／攝影



尿布倉庫緊鄰著貨運行，起火點還在釐清中。記者徐白櫻／攝影



2018.07.18



大雅區一家製造鋁合金的工廠發生火災，消防人員前往灌救。（記者歐
素美翻攝）



大雅區一家製造鋁合金的工廠發生火災，因工廠內有鋁、鎂等禁
水性物質，消防人員佈線採用泡沫灌救。（記者歐素美翻攝）



2018.07.18



2018.08.30

由於廠房內堆放塑膠、甲苯等易燃原料，造
成工廠後方不斷有火勢延燒，消防人員破壞鐵
捲門，分批入內搶救，但考量火場溫度高與氣
瓶容量限制等安全因素，只能在安全範圍射水
降溫滅火。屋主獲悉趕抵現場，見火煙不斷從
廠房冒出，心情萬分焦急。



2018年9月3日
今天早上七點多，新北市蘆洲區傳出鐵皮工廠大火，五間廠房當中，有三
間幾乎毀於一旦，經過兩百多位消防弟兄接連灌救，接近八點半火勢才熄
滅，所幸無人傷亡，而燃燒面積300多坪，其中有間重機維修廠損失慘重。

2018.09.03



2018.09.18



水線從四面八方灌進廠房，但火實在太大，一時間仍無法撲滅。
心慌抱怨消防隊搶救太慢，損失難以估計，還說5點多下班時一點異樣都沒有，但消防隊
員說，是先以避免延燒為搶救重點。
一場大火，從深夜11點多燒到凌晨5點多才熄滅，所幸所有人員都平安，也沒有延燒到附
近廠房，而失火原因則還要再調查。



2019.02.10





2019.02.27





彰化縣和美鎮一棟製作樂器的鐵皮工廠今晚驚傳火災，消防員全
力灌救。（記者湯世名翻攝）



彰化縣和美鎮一棟製作樂器的鐵皮工廠今晚驚傳火災，消防員全力灌救。
（記者湯世名翻攝）







奪走6條年輕消防員性命的保齡球館就是鐵
皮建築

2015.01.21



2015.01.29



2015.02.26



〔記者徐義平／台北報導〕內政部今發布「輕鋼構建築物
（鐵皮屋）火災防護及搶救對策研發成果」報告，表示鐵皮
屋如未施作防火被覆，則耐火性能不足，發生火災
即易崩塌，因此，倘若救災現場超過600°C，宜有撤離的準
備。

內政部表示，鐵皮屋由於構造簡易、施工快速，成為工廠、
倉儲量販店、大型營業場所常使用的構造型式，但因耐火性
能嚴重不足，一旦發生火災，建築物短時間內將迅速崩塌，
不但內部人員避難逃生困難，更常造成消防搶救人員重大傷
亡。

近年來，鐵皮屋火災占總體火災發生率約11%。為減少類似
火災的發生及傷亡，建築研究所針對輕量型鋼結構建築物進
行火災危害研究，發現鋼材在550°C至600°C時強度會折損
33%至50%，使柱樑接合部受力不均，持續加熱屋頂易坍塌。



為減少鐵皮屋火災的危害，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歸納實驗結果，
從「火災防護」及「搶救對策」提出改進建議，在「火災防護」
部分，建議加強鐵皮屋廠房火災安全風險評估機制，鼓勵業主
加強改善既有鐵皮屋的防火設施及消防安全設備，另規劃檢討
「建築技術規則」，將擴大建築物應為防火構造的範
圍。
在「搶救對策」部分，消防人員進入前，應觀測火場上層（熱
煙層）溫度，如超過600°C，宜有撤離的準備，若門窗開口處濃
煙變成黑色夾雜著黃褐色，且呈現滾動狀，有可能發生閃燃，
最好立即撤離；消防人員進入屋內進退路徑，宜儘量靠近主結
構鋼柱，減少遭受坍塌物掉落觸擊的風險。
內政部指出，未來將針對現行建管法規進行檢討，加強鐵皮屋
廠房安全評估機制及建築物使用者安全防災責任，以積極進行
火災的管理預防，同時也將強化與改進消防搶救的對策與教育
訓練，以減少類似火災事件的發生與確保消防搶救人員的生命
安全。



2015.02.27



2015.03.02



2015.03.24

桃園市消防局新制訂出鐵皮
建築物火災搶救標準作業流
程（SOP），與一般火災SOP
內容，兩相對比，差別在於
「有無支援」、「戰術運用」
先後順序，以及「指揮權移
轉」的時間點不同。
消防局表示，新制定的「安
全管制官救災職掌檢識表」
就是因應鐵皮屋火警而生，
內容包括確認任務編組、確
認無線電就災頻道、建立受
理報到表、掌握救災同仁進
入人數及時間等等。
部分基層對此說法「不以為
意」的認為，安全官制度本
來就是所有火場該有的東西，
用有無安全官制度來凸顯差
異，只是更突顯舊有流程的
「簡陋」。



2015.06.01

規劃檢討「建築技術規則」第69條規定，
擴大工業、倉儲類建築物應為防火構造之
範圍。











2018.09.11



未登記工廠補辦臨時工廠登記辦法
第 3 條
前條第一款未登記工廠於九十七年三月十四日前從事物品製造、加工之事
實，得以下列各款文件之一證明之：
一、九十七年三月十四日前既有建物證明文件及已從事物品製造、加工證
明文件各一：

（一）既有建物，得以下列文件之一證明：
1.建物使用執照。
2.房屋稅單、稅籍證明或房屋完納稅捐證明。
3.建物登記證明。
4.未實施建築管理地區建物完工證明書。
5.載有該建物資料之土地使用現況調查清冊或卡片之謄本。
6.接（用）水或接（用）電證明。
7.戶口遷入證明。
8.地形圖、都市計畫現況圖、都市計畫禁建圖或航照圖。



• 第 5 條
• 未登記工廠申請補辦臨時工廠登記時，應於一百零四年六月二日前檢附下

列文件，向工廠所在地之地方主管機關提出申請，供第一階段審查：
一、臨時工廠登記申請書。
二、第三條所列於九十七年三月十四日前從事物品製造、加工之證明文件。
三、主要產品製造流程圖。
四、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五、工廠負責人身分證影本；如為華僑或外國人，檢附在臺設定居所證明文件。

六、建築物配置平面簡圖及建築物面積計算表；如領有使用
執照者，必要時，併附使用執照清冊。
七、最近三個月內土地登記簿謄本及地籍圖謄本，其比例尺不小於一千二百分之一。但能以電子
處理方式取得者，免予檢附；如為都市計畫範圍內之土地，另檢附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八、廠地位置圖（套繪於二萬五千分之一經建版地形圖，標示出廠地位置）及土地使用現況配置
圖（另附土地清冊及現場照片）。
九、機器設備配置圖（加註使用電力容量、熱能），得與第六款之建築物配置平面簡圖合併繪製。
十、建築物或廠地非自有者，檢附所有權人同意書或租賃契約；如建築物或廠地屬國有者，檢附
申請人與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各分支機構訂定之國有基地租賃契約書。
十一、其他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 第 8 條
• 申請案件未經駁回而有下列情形，由地方主管機關於通知函記載申請人應檢附下列規

定文件，於通知之日起六個月內申請第二階段審查。
• 一、屬低污染事業且為環保法令管制之事業種類、範圍及規模者，應依環境影響評估、

水污染防治、空氣污染防治、廢棄物清理之類別，分別檢附環境保護主管機關出具之
各項核准或許可證明文件。

• 二、出具地方消防主管機關核發符合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
備設置標準、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
安全管理辦法之審查查驗核准或證明文件。

• 三、合法水源相關證明文件。
四、廢污水排注許可或同意文件。
五、位於山坡地範圍，經認定須擬具水土保持計畫者，應檢附核定證明文件。
六、已達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標準者，應檢附建築物結構安全證明書或鑑定報告書。
七、屬本法第十五條第五款規定有設廠標準之工廠，應檢附符合標準之證明文件。
八、屬本法第十五條第六款規定產品者，應檢附該法令主管機關出具之許可文件。
前項文件之檢附與申請期限，申請人如有正當理由，得申請展延之，但以一次為限，
且展延期間不得超過三十日；申請人逾期未申請者，地方主管機關不予補辦臨時工廠
登記，並通知申請人。





建築法

• 第二十五條（無照建築之禁止）
• 建築物非經申請直轄市、縣（市）（局）
主管建築機關之審查許可並發 給執照，不
得擅自建造或使用或拆除。但合於第七十
八條及第九十八條 規定者，不在此限。 直
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為處
理擅自建造或使用或拆除之 建築物，得派
員攜帶證明文件，進入公私有土地或建築
物內勘查。



• 第二十八條（建築執照種類）
• 建築執照分左列四種：
一、建造執照：建築物之新建、增建、改建及修
建，應請領建造執照。
二、雜項執照：雜項工作物之建築，應請領雜項
執照。
三、使用執照：建築物建造完成後之使用或變更
使用，應請領使用執照。
四、拆除執照：建築物之拆除，應請領拆除執照。



• 第三十條（申請建造文件）
• 起造人申請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時，應備
具申請書、土地權利證明文件 、工程圖樣
及說明書。



• 第三十五條（通知改正）
• 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
對於申請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 案件，認為
不合本法規定或基於本法所發布之命令或
妨礙當地都市計畫或區域計畫有關規定者，
應將其不合條款之處，詳為列舉，依第三
十三條所規定之期限，一次通知起造人，
令其改正。



• 第五十八條（停工修改拆除）
• 建築物在施工中，直轄市、縣（市）（局）主
管建築機關認有必要時， 得隨時加以勘驗，
發現左列情事之一者，應以書面通知承造人或
起造人 或監造人，勒令停工或修改；必要時，
得強制拆除： 一、妨礙都市計畫者。 二、妨
礙區域計畫者。 三、危害公共安全者。 四、
妨礙公共交通者。 五、妨礙公共衛生者。 六、
主要構造或位置或高度或面積與核定工程圖樣
及說明書不符者。 七、違反本法其他規定或
基於本法所發布之命令者。



• 第九十七條（建築技術規則）
• 有關建築規劃、設計、施工、構造、設備
之建築技術規則，由中央主管 建築機關定
之，並應落實建構兩性平權環境之政策。



建造執照申請書
建造執照申請書 Ａ１１－１ 

年 月 日 
依據建築法第二十六條規定，主管建築機關依本法規定核發之執照，僅為對申請建造之許可，本申請案建

築物起造人或設計人，如有侵害他人財產，或肇致危險或傷害他人時，依法負其責任。 
下開工程遵章檢同建築計畫工程圖樣、施工說明書及其他有關證件申請核准給照 

此致        
縣
市政府

建設局
工務局  

起造人                        印 
【1.起造人】 
【姓名】                                   【法定代表人】 
【電話】                                   【傳真或 e-mail】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或扣繳單位統一編號】 
【通訊處】     縣（市）     鄉(鎮、市、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室） 

【2.設計人】 
【姓名】                                    【開業證書字號】 
【事務所名稱】                              【電話】 
【事務所地址】                                                 簽章 

【3.建築地址】 
【所屬行政區】                              【郵遞區號】 
【地號】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號等    筆 
【地址】 

【4.基地概要】 
【建築線指定】       年    月    日         字第        號 
【法定建蔽率】              ％              【法定容積率】         ％ 
【基地面積合計】         ㎡                【騎樓地面積】       ㎡ 【其他】          ㎡  
【土地使用分區或編定用地】 

【5.建築概要】 
【建築物用途】                              【設計建築物高度】               m  
【建築面積】                       ㎡       【總樓地板面積】                 ㎡ 
【設計建蔽率】                     ％       【設計容積率】                   ％  
【構造種類】                                【工程造價概算】 
【層棟戶數】    幢    棟  地上    層  地下    層  共    層      戶 
【總設計停車輛數】   輛  【法定輛數】   輛  【鼓勵輛數】    輛  【自行增設輛數】    輛 

【6.雜項工作物概要】 

【7.適用法令概要】 
□ 建築物防火及防火避難設施適用   年   月   日發布建築技術規則版本 

□建築物防火避難依內政部   年   月   日內授營建管字第             號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計計畫認可

通知書辦理 

□ 建築物耐震設計適用內政部   年   月   日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版本 
【8.備註】 
【第一次掛號日期】    年   月   日             
【第一次通知改正】    年   月   日            【核准日期】    年   月   日 
【發照字號】      字  第        號            【日期】        年   月   日 
【領照日期】          年   月   日            【竣工期限】 
【領收人】                                    【簽收人】 
註：1.粗框部分申請人免填。2.基地面積應填使用面積。 



【7.適用法令概要】 
□ 建築物防火及防火避難設施適用   年   月   日發布建築技術規則版本 

□建築物防火避難依內政部   年   月   日內授營建管字第             號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計計畫認可

通知書辦理 

□ 建築物耐震設計適用內政部   年   月   日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版本 

建造執照申請書

【7.適用法令概要】
□ 建築物防火及防火避難設施適用 年 月 日發布建築技術
規則版本
□建築物防火避難依內政部 年 月 日內授營建管字第
號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計計畫認可通知書辦理
□ 建築物耐震設計適用內政部 年 月 日建築物耐震設計規
範及解說版本





建築技術規則

• 簡稱技術規則
• 為中華民國目前建築管理及設計的主要依
據

• 依建築法訂定，內容包含建築設計施工編、
建築構造編、建築設備編等三個部分

• 目前共計有三十二章



第三章 建築物之防火
第三節 防火構造

第六十九條 下表之建築物應為防火構造。但工廠建築，除
依下表C類規定外，作業廠房樓地板面積，合計超過五十平
方公尺者，其主要構造，均應以不燃材料建造。



第七十條 防火構造之建築物，其主要構造之柱、樑、
承重牆壁、樓地板及屋頂應具有左表規定之防火時效：

層數主要構造部份 自頂層起算不超過
四層之各樓層

自頂層起算超
過第四層至第
十四層之各樓
層

自頂層起算
第十五層以
上之各樓層

承重牆壁 一小時 一小時 二小時

樑 一小時 二小時 三小時

柱 一小時 二小時 三小時

樓地板 一小時 二小時 二小時

屋頂 半小時
(一)屋頂突出物未達計算層樓面積者，其防火時效應與頂層同。
(二)本表所指之層數包括地下層數。



第七十三條 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樑、柱、樓地板，應依
左列規定：

一、牆壁：
(一)鋼筋混凝土造、鋼骨鋼筋混凝土造或鋼骨混凝土造厚度在七公分以上者。
(二)鋼骨造而雙面覆以鐵絲網水泥粉刷，其單面厚度在三公分以上或雙面覆
以磚、石或水泥空心磚，其單面厚度在四公分以上者。但用以保護鋼骨之
鐵絲網水泥砂漿保護層應將非不燃材料部分扣除。
(三)磚、石造、無筋混凝土造或水泥空心磚造，其厚度在七公分以上者。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可具有同等以上之防火性能者。

二、柱：
(一)鋼筋混凝土造、鋼骨鋼筋混凝土造或鋼骨混凝土造。
(二)鋼骨造而覆以鐵絲網水泥粉刷其厚度在四公分以上（使用
輕骨材時得為三公分）或覆以磚、石或水泥空心磚，其厚度在
五公分以上者。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可具有同等以上之防火性能者。



三、樑：
(一)鋼筋混凝土造、鋼骨鋼筋混凝土造或鋼骨混凝土造。
(二)鋼骨造而覆以鐵絲網水泥粉刷其厚度在四公分以上（使用
輕骨材時為三公分以上），或覆以磚、石或水泥空心磚，其厚度
在五公分以上者（水泥空心磚使用輕骨材時得為四公分）。
(三)鋼骨造屋架、但自地板面至樑下端應在四公尺以上，而構架下面無
天花板或有不燃材料造或耐燃材料造之天花板者。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可具有同等以上之防火性能者。

四、樓地板：
(一)鋼筋混凝土造或鋼骨鋼筋混凝土造厚度在七公分以上。
(二)鋼骨造而雙面覆以鐵絲網水泥粉刷或混凝土，其單面厚度在四公分
以上者。但用以保護鋼骨之鐵絲網水泥砂漿保護層應將非不燃材料部分
扣除。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可具有同等以上之防火性能者。



第四節 防火區劃

第七十九條 防火構造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在一、五○○
平方公尺以上者，應按每一、五○○平方公尺，以具有一
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與該處防
火構造之樓地板區劃分隔。防火設備並應具有一小時以上
之阻熱性。
前項應予區劃範圍內，如備有效自動滅火設備者，得免計
算其有效範圍樓地面板面積之二分之一。
防火區劃之牆壁，應突出建築物外牆面五十公分以上。但
與其交接處之外牆面長度有九十公分以上，且該外牆構造
具有與防火區劃之牆壁同等以上防火時效者，得免突出。
建築物外牆為帷幕牆者，其外牆面與防火區劃牆壁交接處
之構造，仍應依前項之規定。



第七十九條之二 防火構造建築物內之挑空部分、昇降
階梯間、安全梯之樓梯間、昇降機道、垂直貫穿樓板之管
道間及其他類似部分，應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
牆壁、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與該處防火構造之樓地板形成
區劃分隔。昇降機道裝設之防火設備應具有遮煙性能。管
道間之維修門並應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及遮煙性能。



第四章 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

第一節 出入口、走廊、樓梯

第二節 排煙設備

第三節 緊急照明設備

第四節 緊急用昇降機

第五節 緊急進口

第六節 防火間隔

第七節 消防設備



危險物品、毒性化學物質風險高

• 違章工廠閃避各項環保公安稽查危險物品
管理不良

• 低污染工廠並未禁絕危險物品與毒性化學
物質運作場所

• 非危險物品與毒性化學物質燃燒依舊會產
生有毒、有害物質（例如：資源回場費廢
輪胎、廢五金，金屬加工業去脂劑、溶劑
等）



廠區配置

• 無適當規劃，廠區內道路設置不當，不利
救災車輛進出與配置

• 危險物品存放無適當隔離與防護



火災擴大可能性高

• （建築與消防 - 無建築執照與使用執照）
• 未依據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設計
與施工，無防火區劃，缺乏具有一小時以
上之阻熱性防火時效之牆壁、防火門窗等
防火設備。

• 非防火構造建築物之外牆及屋頂，未使用
不燃材料建造或覆蓋。

• 管線穿牆或穿樓版未施做適當防火填塞。
• 缺乏適當疏散通道與逃生門



外部環境 – 非工業區/農地

• 廠外道路狹窄且無環繞道路，不利消防車
輛通行與救災

• 無適當消防水源
• 無足夠之消防救災能量（地方政府未因違
章工廠聚集提高消防能量）

• 消防水無法適當攔阻截流收集







火場危險性高、消防人員救災風險
高

• 大多為鐵皮屋工廠，無防火被覆，防火時
效不足，鋼構易在大火中倒塌。

• 內部通道狹窄、光線不足



2017.07.06



屏東萬丹鄉一間塑膠棧板工廠昨早突然竄出大火，屏東縣消防局出動76車
次共197人搶救，火勢延燒29小時，消防員救援2天1夜，才將火撲滅，並
進行殘火處理，由於整晚沒睡，隊員們累到直接癱坐在地上休息，令人不
捨。











結論
違法設置高風險違章建築工
廠易發生大火，全民承擔，
還要消防人員冒險救災。

知法玩法！

草菅人命！



終結違法工廠，讓消防員安全回家。



















保險

• 違章工廠購買適當保險意願值得懷疑
• 違章工廠並不一定都能順利投保足夠的產
險

• 保險未涵蓋農損或土地污染損失









































上市公司「泰豐輪胎」中壢廠2017.01.17下午發生火警，
三千坪的廠房近半陷入火海，火勢一發不可收拾，熊熊烈
火夾帶濃煙，景象駭人，消防、義消近三百人搶救六個小
時，晚間九點五十分才撲滅。（記者李容萍翻攝）















台中市后里廢棄輪胎堆置廠今天下午傳出火警，濃煙直竄天際，目前火勢已
控制，台中市環保局表示，業者去年12月也曾傳出火警，依照空污法開罰新
台幣500萬，持續督導業者善後。
台中市消防局下午接獲民眾通報，后里一處廢棄輪胎廠傳出火警，大量濃煙
直竄天際，消防人員到場發現，現場為2樓高的鐵皮結構建築物，內部存放
廢棄輪胎，未聽見有人呼救，立刻佈署水線搶救。下午3時火勢控制，無人
員傷亡。
台中市環保局表示，火警發生地點為登嵙股份有限公司在后里區設立的廢輪
胎堆置廠，去年12月11日也曾傳出火警，今天下午再次發生火災，經查該場
址不是列管的毒化物運作場所。
環保局指出，為求謹慎，環保局人員現場使用五用氣體偵測器，初步未檢測
到異常；另以鋼瓶進行空氣汙染物採樣作業，並採取緊急應變，擴大監測範
圍，加派空品監測車進行移動監測中。
廠區周邊已有明顯粒狀汙染物及異味散布於空氣中，環保局表示，以違反空
污法，依裁罰上限予以告發重罰500萬元，後續將督促業者善後。
在后里上班的李小姐表示，本來以為是烏雲，準備入屋去躲雨時，又聞到刺
鼻味，發現這是火災濃煙，放眼望去整個天空黑濛濛，趕緊關上窗戶，取消
外出。
環保局依據該時段盛行風向，啟動跨局處橫向聯繫，分別通知民政局、衛生
局、教育局通報所屬機關、鄰近學校、幼兒園、醫院等敏感族群，減少戶外
活動或進行防護措施。





















后里輪胎廠房大火，釀成
大量空污，隨著北風擴散，
豐原、潭子、北屯、中北
東區、太平、大里、霧峰
等區，空氣盒子顯示空品
不佳。（蔡淑媛翻攝自臉
書）



〔記者蔡淑媛／台中報導〕后里區安眉路一間由登嵙公司設立的千坪廢輪
胎堆置處理廠，昨天下午傳出大火，至今仍在悶燒，產生大量空污、臭氣
不散，疑似瀝青或塑膠味散佈，嚴重影響中部地區的空氣品質，市府半夜
2點多公佈成立「空氣污染事件緊急應變小組」，採最嚴格標準以火場為
圓心半徑4公里內學校皆納緊急應變範圍，宣布災場附近學校雖不停課、
但停止學校戶外活動，盧秀燕也在稍早宣佈，鄰近災區僅100公尺的泰安
國小學生今天將移校教學。

市府表示，衛生局與教育局提供口罩給學校，今天上午7點學童到校前送
達，也將抽調各地衞生所醫護人員進入災埸附近學校，協助校方及校護觀
察及預防師生不適，市府6點也宣佈市長盧秀燕要在6點半前往泰安國小關
心后里廢棄輪胎倉庫火警案。

市府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委託中央大學大氣科學系模擬后里廢輪胎火災
事件汙染擴散分析，將採取最嚴格標準以火場為圓心半徑4公里內的學校
皆納緊急應變範圍，包含台中市后里區區立托兒所義里班、台中市后里區
區立托兒所廣福班、台中市后里區區立托兒所忠厚班、台中市后里區區立
托兒所后里班、私立釆豆幼稚園、立佳欣托兒所、私立唐森托兒所、私立
日月昇托兒所、私立來來托兒所、大光幼稚園、國立台中啟明學校、台中
市立后綜高級中學、私立小幼優托兒所、台中市后里區后里國民小學共17
所學校。



后里火場空污也隨著北風吹向豐原、潭子、北屯、中北東區、太平、
大里、霧峰等區，仍聞仍到臭氣，臉書天氣即時預報甚至指彰化、南
投都可能波及注意，台中市指出，不停課乃考量因家長上班，學童在
家無人照料，因此不停課，由學校及政府集中孩子統一照料，然而雖
然不停課，但將停止學校戶外活動，並提供口罩給學童。
而以火場為圓心半徑2公里內的愛幼托兒所、台中市后里區泰安國民小
學、台中市后里區區立托兒所公館班學校，除停止戶外活動及提供口
罩以外，也進一步由衛生局通知各衛生所醫護人員支援學校提供必要
醫療照護。

市府表示，登嵙公司設立的千坪廢輪胎堆置處理廠在昨天下午已依空
污法重罰5百萬，目前全市仍有疑似瀝青或塑膠味散佈，同時餘火仍在
燃燒，消防局徹夜搶救至今，目前現場灌救滅火中，空品監測車也已
設置於后里國小，24小時監控空品現況，後續將持續監測掌握空氣品
質狀況，環保局也將追蹤採樣監測河川水質。多項可能狀況均將追蹤
更新，全力要將傷害及影響降至最低，捍衛市民及學童健康。（8:45
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