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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 v 能說出各類型災害的成因與特性。 

E2  能分析災害發生的過程以及其與人、環境之間的關連性。 

E3  能了解災害預防的工作項目與步驟。 

E4 v 能分析出生活環境中引發災害的因子，並設法加以改善。 

E5  ※能了解本地可能發生哪些複合式的災害，並及早因應及防備。 

E6 v 能在災害發生時，採取適當應變措施與救援行動。 

E7 v 能了解不同類型災害發生後，處理及救援的順序。 

E8 v 能留意各項防災警訊出現異常，並做出正確之反應。 

E9 v 能留意各項防災設施是否可以正常操作使用。 

E10 v 能警覺自身生活空間的危險因子，並設法排除以維持安全環境 

E11  ※能覺察環境的安全狀況及永續性，並加以維護及改進。 

E12  能理解災害預防勝於災後的處理。 

E13  能體認防災是社會資本投入災害處理的最好方法。 

E14  能體認防災救護工作是個人應盡之責任。 

E15  
能主動將防災資訊傳遞給他人，並和師長或家人討論如何減少潛在危

險或災害的發生。 

E16  當有災害發生，有責任協助學校及社區進行防災及救護工作。 

E17 v 能操作生活中的各項防災、救援設備與器具。 

E18  能瞭解所處環境的避難路線與場所所在地方。 

E19  能在災害發生時選擇正確的避災方式與場所。 

E20  能在災後協助社區或學校進行災後救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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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火災爆炸之預防與應變 
3.1 火災爆炸發生的原因 

3.1.1 火災、爆炸之分類 

一、火災分類: 

(1) A 類火災:指建築物、家具等木材、紙張、棉織品、纖維物、橡膠

等固物可燃火災。 

 

 

(2) B 類火災:指石油類、有機溶劑、油漆類、油脂類等可燃性液

體及可燃性固體引起火災。 

 

 

 

(3) C類火災:指通電之電氣設備火災。 

 

 

(4) D 類火災:指可燃性金屬及禁水性物質火災，例如鉀、鈉、鎂、鋁、

鈦、生石灰、磷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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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爆炸分類 

1. 混合氣體爆炸:成一定比率之可燃性氣體與助燃性氣體混合氣體，一遇

火源則著火，迅即引起爆炸。 

2. 氣體分解爆炸:氣體分子如乙炔、乙烯等，於分解之際生熱之氣體，可

因本身分解之熱或摩擦衝擊等迅速引起爆炸。 

3. 粉塵爆炸:可燃性固體之微粉或可燃性液體之霧滴達一定濃度以上，散

佈於空氣中，如遇發火源及著火引起爆炸。 

4. 混合危險引起之爆炸:氧化性物質與還原性物質之混合物，於混合瞬間

發生爆炸或因加熱或衝擊而發生爆炸。 

5. 爆炸性化合物之爆炸: 化合炸藥在製造、加工或使用過程中不慎引起

之爆炸。 

6. 蒸氣爆炸: 水、有機液體或液化氣體等液態物質，於過熱狀態瞬間氣

化為蒸氣時之爆炸現象。 

 

三、火災、爆炸、危險性物質及發火源之關係 

氣體火災 
油料火災 
易燃性物火災 
電氣火災 
金屬火災 
過剩氧氣火災 

氣體分解爆炸 

混合氣體爆炸 

粉塵爆炸 

混合危險引起之爆炸 

爆炸性化合物之爆炸 

蒸氣爆炸  

火災 爆炸

發火源無險性

物質 

可燃性氣體 
可燃性液體 
易燃性物質 
可燃性粉體 
爆炸性物質 
自燃性物質 
禁水性物質 
混合危險性物質 

衝擊、摩擦

裸火 
高溫表面 
自然發熱 
絕熱壓縮 
電氣火花 
靜電火花 
光線熱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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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火災與爆炸發生之原因 

火災爆炸發生原因係根據造成火災爆炸的溫度發火源來源 

為主，說明如下: 

一、摩擦、衝擊 

工廠中之軸承，傳動軸或輸送帶等動力部份，因潤滑不良，卡住或校正失常以

致產生高熱或工具敲擊產生火花引起燃燒。 

二、裸火 

加熱爐、火爐等設備發出之火焰引燃可燃物。以及電(氣)焊火花引起之火災。 

三、高溫表面 

可燃物暴露於鍋爐、熱油管、排氣道、電燈等灼熱物引起火災。 

四、絕熱壓縮 

因絕熱壓縮致溫度上升，點燃霧滴的油料，如柴油引擎之點火現象。 

五、電氣火花 

由於電氣設備之操作、維護不當或短路過負載、接觸不良、漏電等原因引起可

燃物火災。 

六、靜電火花 

機械設備、物料與人體積存之靜電以及處理蒸發性可燃液體，由於靜電發生火

花，而引起可燃性氣體，粉塵與纖維著火爆炸。 

七、自然發熱 

油布、廢油、工業廢物、垃圾、廢棉紗、木屑等，若放置不處理因自燃而引起

火災。 

八、其他 

如光線、熱線、雷電、吸烟等發火源引起之火災。 

 

3.2 火災爆炸預防與應變 

3.2.1 火災、爆炸之危害 

一、火災、爆炸對人體之危害 

發生火災、爆炸時，對人體將產生下列危害: 

(一)有毒氣體 

除燃燒物為毒性物質或毒性氣體外，另於燃燒不完全情況下，其燃燒

生成物將產生一氧化碳或二氧化碳、氮氧化物等有害氣體而導致人員

傷亡。 

(二) 燻煙 

含有碳氫化合物之可燃性物質，在燃燒不完全之情況下，將產生大量

的燻煙或黑煙，影響火場中人員逃生困難，例如逃生能見度低，恐慌

感等。 

(三)高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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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油料燃燒的溫度高達 1000℃~1500℃，其強烈的輻射熱將引起皮

膚燒傷、灼傷、損壞腦部身經中樞、肺部因高熱空氣造成呼吸短促，

引起血壓下降、昏迷甚至死亡 

(四) 高壓 

發生爆炸時產生高壓，會使建築物或設備受破壞，致使人體受到爆風

或爆裂物打擊或傷亡。 

二、火災、爆炸對財產設備之損害 

發生火災、爆炸對財產設備之損害。 

(一) 高壓 

可燃性液體或氣體發生爆炸而高壓致使建築物或機械、設備、塔槽等

爆裂炸破，造成財產設備嚴重的損害，甚至鄰近的建築物或財產設備

亦受到損毀。 

(二) 高熱 

火災、爆炸時產生高熱，致使附近可燃物被波及引燃，而其不燃性物

料、設備，例如鋼架、鋼樑、管線等設備，因熱脹冷縮關係而產生彎

曲、潰裂、傾倒，水泥、保溫材料等物質發生粉碎，使財產設備之結

構強度減弱而損害。 

(三) 黑煙 

可燃性液體或氣體發生火災、爆炸在不完全燃燒的情況，將產生大量

黑煙或濃煙，致使建築物、原物料、成品、機械設備遭受煙燻而變色

或污染，造成財產設備等嚴重的損失。 

(四) 水損 

發生火災、爆炸後，在災害搶救過程中，可能使用大量的消防水或泡

沫，進行建築物或財產設備之冷卻及滅火，在災害搶救後將造成環

境、建築物或財產設備等使用消防水、泡沫等滅火藥劑之損害及善後

處理等問題。 

 

3.2.2 火災之滅火方法 

一、燃燒原理 

(一) 燃燒三角形原理 

物質燃燒必具備燃料、溫度、氧氣三要素。其中缺乏任一要素，將不

能繼續燃燒，因此我們可將此三要素比成三角形各邊，構成一正三角

形，稱為燃燒三角形。如圖 3-1。三角形任一邊被拆去時，三角形即

不能形成，換言之，缺乏任一要素則火焰不但不能繼續燃燒而且漸漸

熄滅，例如家庭中以液化石油氣燃燒水。水沸騰後只要將液化石油氣

(燃料)鋼瓶凡而關閉，燃料不再繼續供應，火焰就逐漸減少而熄滅，

達到滅火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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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燃燒三角形 

 

(二) 燃燒正四面體(三角錐)原理 

物質燃燒時，除了具備燃料、溫度、氧氣三要素外，另須具有連鎖反應，

方能夠成燃燒，在此四要素之間如缺任一要素，則不會發生燃燒，由此四

種要素，形成正四面體，稱為燃燒正四面體如圖 3-2 所示。 

 

 

圖 3-2 燃燒正四面體 

 

二、滅火方法 

將燃燒三要素中任一或二要素除去，火即熄滅，無法繼續燃燒。在一般油料

火災中關斷油源、冷卻設備，以滅火劑撲滅火源為主要採用之方式。 

(一) 隔離原理:除去可燃物。 

隔離的主要目的，係將燃燒中所需的燃料斷絕或隔離，使火焰缺乏燃料

而減低火焰傳播，達到滅火效果。 

例如油管漏油引起火災，關閉燃料進口凡而，停止油料輸送，可停止燃

燒。 

(二) 冷卻原理:降低燃燒物溫度 

冷卻作用主要目的，係除去燃燒所生的熱量及燃燒時所需的熱量，使燃

燒物之溫度降至著火點以下，則火焰熄滅。 

(三) 窒息原理:隔離或稀釋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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窒息作用主要目的,係隔絕氧氣與燃燒物接觸或稀釋火焰附近氧氣，使

燃燒物因缺氧而發生窒息滅火的效果，在空氣中氧氣的濃度約 21%，如

其濃度降至 15%以下時，則火焰因缺氧關係而慢慢熄滅下來。 

(四) 抑制原理:抑制連鎖反應 

當油料著火燃燒時，其引燃進行狀況，可說是一種連鎖反應，在其燃燒

過程中，產生游離氫離子(H+)和氫氧離子(OH.)，這些連鎖反應亦就是燃

燒現象。欲破壞燃燒的連鎖反應可利用氟、氯、溴、碘等鹵化烷類之滅

火劑。 

                Hα + X. → HX + α.

OH. + HX → H2O + X.

Hα是含有氫的燃燒物，X是鹵族元素，X. 奪取燃燒物中的H+ 行成HX，

然後與燃燒物中的OH. 中和分離出X. 循環作用而抑制連鎖反應，因其會

奪取H+和OH.所以對於燃燒現象具有負觸媒(阻止氧化反應)的效果而抑

制燃燒進行。 

 

3.2.3 火災與爆炸之預防 

一、危險物品分類 

(一)第一類危險物品(氧化性固體)： 
氧化性物質氯酸鹽、過氯酸鹽、過氧化鉀、過氧化丁酮、硝酸鹽、高錳酸鹽。 

(二)第二類危險物品(易燃固體)： 
著火性物質黃磷、硫化磷、紅磷、硫磺、鎂粉、鋁粉、鋅粉、鋁箔鎂帶及閃

光粉、鐵粉。 
(三)第三類危險物品(發火性固液體及禁水性物質)： 

著火性物質金屬鉀、鈉、碳化鈣、磷酸鈣、生石灰。 
(四)第四類危險物品(易燃液體)： 
引火性物質可燃性或易燃性液體。 

(五)第五類危險物品(自反應物質及有機過氧化物)： 
爆炸性物質硝酸酯類、纖維類、硝基化合物。 

(六)第六類危險物品(氧化性液體)： 
腐蝕性物質發煙硝酸、發煙硫酸等。 

二、火災與爆炸之預防 

(一)第一類危險物品 

此類危險物品有氯酸鹽、過氯酸鹽、過氧化 A、B、硝酸鹽以及高錳酸鹽。在一

般情況下為不然性物質，但是，因含有多量氧氣，能使其他物質燃燒，故稱為氧

化劑。 
這些物質經加熱、衝擊、摩擦等作用後即能分解放出氧氣，而與可燃物混合時或

激烈分解下，很容易進行激烈的氧化作用，而引起燃燒或爆炸現象。 
其中，過氧化物 B 內之鋁金屬過氧化物，係與第三類危險物品一樣，與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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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即予分解發熱，此一特性必須特別注意。此外，過氧化物 A 中，丁酮過氧化

物或過氧化苯等之有機過氧化物具有可燃性與第五類危險物品同樣之危險性，對

於衝擊等作用特具敏感性，即其爆炸危險性特大。 
 
 
 

 

 

 

加熱、衝擊、摩擦 可燃物急激

氧化(爆炸) 
危險物品分

解放出氧氣

可燃物 
葛可燃物

第一類危 

險物品 

圖 3-3 第一類危險物品 

 

(二) 第二類危險物品:可燃性固體 
此類危險物品有黃磷、硫化磷、磷之單體及其化合物、硫磺、金屬粉 A、B等易

燃物，比較低溫時就能著火，即星星之火亦能引起燃燒。因此如跟加熱體、火花、

高溫體或氧化劑接觸時，更易增大著火性，尤其若其本身具有毒性者，當燃燒之

際，將產生更具危險之毒性氣體。此外，金屬粉與水或酸接觸時亦會發熱，燃燒

時具高溫，故若利用水滅火時，將會誘發爆炸燃燒，此點必須特別注意。 

 

 

 

 

 

較低溫加熱 第二類危險物品 

(可燃性固體) 
著火 

圖 3-4 第二類危險物品 

 

(三) 第三類危險物品:禁水性物質 
此類危險物品有金屬鉀、鈉、碳化鈣、磷酸鈣、生石灰等禁水性物質。這些物質

與水作用，將會引起發熱反應，除生石灰外，更易產生可燃性氣體而具有危險性。

如: 
CaC2+2H2O→Ca(OH)2+C2H2 (乙炔，極易燃燒) 

尤其金屬鉀、金屬鈉與水作用後急劇反應，引起爆炸燃燒，其危險性最大。因此

必須將其存貯在石油等之保護液體，同時避免與濕氣、水分接觸。火災時，不可

用水或二氧化碳等滅火劑來撲救。除了使用乾燥砂或 D類亁粉滅火器或防火布來

覆蓋外，其他滅火措施皆很困難。 

 

 

 

 

 

發熱

水或濕氣

第三類危險物品

禁水性物質 
產生可燃性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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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第三類危險物品 

(四) 第四類危險物品:可燃性液體 

此類危險物品，可稱為易燃性或可燃性液體，從乙醚開始，其種類繁多。閃火點

低之液體，在常溫下可因火焰或火花而引火燃燒，而閃火點高之液體，如被加熱

至閃火點以上時，則與閃火點低之液體所具有的危害性相同。 

一般而言，這些可燃性液體所產生之蒸氣均較空氣為重，若與適當量之空氣均勻

混合後，遇到火源時，即會引起劇烈爆炸的危險性。因此，易燃性蒸氣在下列三

種情況下將會著火燃燒: 

1. 該蒸氣之燃燒必須與適當量之空氣混合 

2. 燃燒的發生必須達到適當的爆炸範圍。 

3. 發生氧化反應時，必須要有足夠的點火熱能存在。 

其中以第(2)項為例，例如空氣中含有大量之可燃性氣體，因其濃度高於燃燒上

限(Upper Explosive Limit 簡稱 UEL)，即使遇火亦不會引火燃燒，假使空氣含

量過多時，則其濃度低於燃燒下限(Lower Explosive Limit 簡稱 LEL)，此時遇

到火亦不會引起燃燒。 

能發生混合氣燃燒時的濃度範圍謂之燃燒範圍，濃度高之限界值謂之上限

值，濃度低之限界值謂之下限值。 

在一般火災預防上係採用密閉儲槽的措施，其最大原因，當為保持氣體濃度

在其燃燒下限值以下。同時必須注意另外一點，即當氣體濃度在燃燒上限值以上

時，雖然當時無危險性存在，但其濃度很容易被空氣稀釋而達至燃燒範圍，驟而

發生危險。例如裝有易燃性液體的空桶，其殘留液體很容易蒸發而使桶內之氣體

濃度高過其燃燒上限，但因空氣的流入而降到燃燒範圍內，則具有爆炸或燃燒之

危險性。由於一般油料蒸氣之比重較空氣為重，所以容易流入側溝或下水道等低

漥處，更易漂流至頗遠之處，一旦遇到火源時，極容易肇致燃燒，因此需要十分

謹慎。 

此類危險物品，除了二硫化碳等若干物質外，大部份皆比水輕。除了含有氫

氧基之醇類外，大多不容於水，因此燃燒時用水撲救，容易引起火面擴大而增加

滅火困難。又非導性的第 4類危險物品，在處理中容易蓄積電荷而產生靜電，即

有火災發生可能。 

 
引火

可燃性氣體

與氧氣混合
著火

第四類危險物品 

可燃性液體 

 

 

 

 

 
置放在空氣中 

圖 3-6 第四類危險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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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第五類危險物品:自燃性物質 

此類危險物品有硝酸酯類、纖維類、硝基化合物以及含氧之可燃性物質。 

當此類危險物品燃燒時，其本身所含之氧元素迅則跟其他可燃物發生氧化作用，

故其燃燒很迅速，並具有爆炸之可能。 

可燃物與氧氣共存時，如遇火源極易發生危險，因此必須避免加熱、衝擊、摩擦

或其他藥品接觸，纖維或硝化棉等在長時間的貯置中，會自行分解引起自然著

火，所以貯存之際，必須注意室溫、濕氣及通風等條件。 

硝酸酯類中之液體危險物品則必須依照第 4類危險物品之安全規則處理。 

 

第五類危險物品 

自燃性物質 

 

加熱、衝擊、摩擦 

爆 炸 

圖 3-7 第五類危險物品 

 

(六) 第六類危險物品:強氧化性強酸類 

此類危險物品有發煙硝酸、發煙硫酸等具有強氧化力之強酸類。 

此類危險物品雖為不燃性物品，但為強烈氧化劑，分解時放出氧氣，如與有機物

等混合時，能使其氧化而著火燃燒。如與水相處時亦會發熱或爆濺熱水，故其盛

器必須密閉。發生火警時，切不可使用水柱，避免熱水、酸滴飛騰而發生意外。

此外，因其為腐蝕性的強酸類，故在處理上必須特別注意。 

 

 
發熱、爆濺 接觸

接觸
有機物

水 

氧化、發熱、著火

第六類危險物品 

強氧化性強酸類 

 

 

 

 

圖 3-8 第六類危險物品 

 

此類危險物品具有上述各項特性，但不外乎包括「火災發生之危險」和「擴

大危險」二大事項。其中火災發生之危險係因其反應的活性大，尚大於第 4類危

險物品之反應性。由於所需之點火熱能小，但反應之傳播迅速，因此跟反應活性

大之物品，具有同樣危險性。另外，火災的擴大危險特性，除了著火、引火與燃

燒迅速外，一旦引起燃燒時，滅火工作亦較為困難與危險。 

危險物品混雜在一起時，其危險程度並非為每一個危險性的總合，而是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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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危險性的相乘積。 

3.2.4 火災爆炸時之應變 

火災逃生應變方式 

  (一) 火災搶救 

1.火災之發見與警報 

發生火災之目擊者或火警自動警報設備或自動撒水設備發出警報時，居

民、員工、管理員或值班人員等，應即趕赴事故現場查看火災狀況，經確

認後，應利用緊急電話、行動電話、按手動報警機通報防災中心或管理員

有關火災位置及火災物品種類等。 

2.火災通報與聯絡 

管理員接獲火災通報後，立即向內部作火災廣播及聯絡防災害中心，通報

消防隊，若初期火災火勢已很猛烈，並通報消防隊及有關單位請求支援。 

通報時，應很鎮定及正確撥對電話號碼並簡略報告下列事項，並請對方複

誦： 

（1）火災種類（火災或救護）。 

（2）火災地點及樓層。 

（3）建築物名稱。 

（4）火災狀況。 

包括起火位置、燃燒物種類、燃燒程度、有否受困與受傷人員等待救護。 
3.初期滅火 

初期滅火的目的，期望早期發現火災，立即採取緊急應變措施與滅火，以免

火勢擴大及延燒。根據火災分類以燃燒物種類而異，選用適當的滅火器或消

防設備進行滅火。 

（1）初期火災滅火時機 

初期火災滅火，除自動撒水設備撒水頭溫度達到其設定溫度時能自動操作

啟動裝置自動滅火外，均需依賴現場人員操作滅火器或室內消防栓進行滅

火，其滅火時機，以下列情形作為判斷： 

a. 火勢尚未擴大延燒至天花板、窗簾或易燃物時，得以滅火器或水桶

先行滅火。 

b. 工廠或建築物火災尚未產生閃燃前，可採用室內消防栓制壓火勢。 

c. 事故現場指揮官或滅火班，經火場狀況判斷後，無安全顧虞時，尚

可繼續滅火。 

（2）初期火災滅火要領 

a. 依據燃燒物種類及火災分類，就近取用附近的滅火器進行滅火。 

b. 依據火場面積大小，由一人或數人同時使用滅火器聯合滅火。 

c. 滅火班人員抵達火場時，迅速將最近的室內消防栓打開，拉出消防

栓內之消防水帶噴射水霧滅火（C類火災除外）。 

d. 若一線消防水帶噴射水霧無法滅火時，可以立即使用同一樓層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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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樓層之室內消防栓噴射水霧聯合滅火。 

e. 消防水帶噴射水霧滅火時，應考慮其射程，儘可能接近火源，採用

低姿勢，直接對燃燒物噴射水霧滅火。 

(二) 火場逃生要領 

1.火場逃生引導 

發生火災之際，如果濃煙瀰漫，為考量人員安全須先避難逃生，若未

見煙霧須否立即考慮人員疏散避難，視災害規模大小，有否毒性或有害氣

體洩漏及遠近火場等條件而定，若有疏散避難之需，必須由消防編組之避

難引導班人員或熟悉現場環境路線的人員引導至建築物外部安全場所避

難，並須清點人數。 

 2.火場逃生引導判斷 

（1）起火層在二樓以上時： 

起火層及直上層的人員，應立即避難；若初期火災無法撲救，須

以室內消防栓滅火時，則起火層以上各層人員均應避難；若室內

消防栓亦未能滅火時，則全棟建築物人員均須避難。 

（2）起火層在一樓或地下層時： 

起火層、直上層及地下層之人員均須避難；若初期火災無法撲救，

須以室內消防栓滅火時，則全棟建築物人員均須避難。 

3.火場逃生方法 

（1）發見火災時： 

保時冷靜立即與管理員聯絡，並大聲喊叫通知周圍的人，若發現

有煙霧或煙味時，並立即聯絡。 

（2）發現火災以後： 

立刻確認走廊周圍情況，優先照顧老弱婦孺或自救能力較弱的人

員脫離火場，並聽從廣播指示及火場逃生引導人員指示，冷靜從

事避難逃生。 

（3）火場逃生時： 

確認走廊通道是否已充滿火焰或煙霧，由於濃煙上昇速度比人   

上樓的速度快，儘可能向地面逃生。取用濕毛巾或輕便的濕毛毯

或床單掩護身體及掩住口鼻，避免吸入煙氣。 

（4）濃煙瀰蔓時： 

因濃煙、有毒性氣體或有害性氣體的密度比空氣重，或會往地  面

滯留有危害，故火場逃生人員可以考慮，採用下列方式進行： 

 離地面二十公分以下之處，尚有殘存空氣，以濕毛巾或手絹或濕毛毯、

床單掩護身體及掩住口鼻，沿著牆角放低身體，向煙霧相反方向火場逃

生。 

 利用透明塑膠袋充滿新鮮空氣後，套在頭部並一手向下朝內拉緊或使用

逃生防毒口罩，往安全方向避難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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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樓梯和走廊都充滿火及煙霧而無法撒離時，須返回安全處所等待救

援或另找其他安全的處所逃生。 

 如果衣服著火，應迅速躺下或就地臥倒翻滾壓熄火焰。 

（5）萬一火場逃生太晚時： 

當火災發見太晚或建築物門窗具有防盜鐵欄杆時，皆會影響人員緊急逃

生，故須立即思考採用下列方法： 

 通知管理員或通報班人員，等待救援，或在浴缸裡蓄滿水，供身體浸水

保護。 

 若須火場逃生時，出房門前，先用手撫摸門板、把手，感覺涼涼的表示

外面無火，則應以背頂門，先開一條縫，觀察選擇安全的逃生路線作緊

急逃生。 

 切勿冒險自高樓跳下，可以設法選擇逃往鄰棟或鄰居建築物逃生，或使

用緩降梯等逃生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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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常見消防設備之使用 

一、滅火劑與滅火效能 

乾粉種類 隔離作用 冷卻作用 窒息作用 抑制作用 

多效乾粉(ABC) ○ ○ ○ ○ 
普通乾粉(BC) ╳ ○ ○ ○ 
紫焰乾粉(KBC) ╳ ○ ○ ○ 
蒙納克斯乾粉(XBC) ╳ ○ ○ ○ 
水霧 ╳ ○ ○ ╳ 
泡沫 ○ ○ ○ ╳ 
二氧化碳 ╳ ○ ○ ╳ 
 

二、滅火劑適用性 

乾粉  
水霧 泡沫 

二氧 

化碳 

鹵化

烷 ABC類 BC類 D類 

A類火災 ○ ○ ╳ △ ○ ╳ ╳ 
B類火災 ○ ○ ○ ○ ○ ○ ╳ 
C類火災 ╳ ╳ ○ ○ ○ ○ ╳ 
D類火災 ╳ ╳ ╳ ╳ ╳ ╳ ○ 

類 種 災 火 器 火 
滅 

 

三、滅火器構造 

 

 
圖 3-9 滅火器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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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消防設備操作 

火災發生時(初期滅火) 

火災發生初期，第一建式就是將火苗撲滅，所以滅火搬必須純熟的使用滅火

器及室內消防栓。 

（一）如何使用滅火器 

1.將安全栓拉出 2.噴嘴對準火苗 3.用力壓下把手 

 

 

（二）如何使用消防栓 

1.打開消防栓箱 2.取出水帶 3.打開水開關閥 4.握住噴嘴噴水 

 

 

圖 3-10 滅火器操作方法 

左手持噴嘴，右手持

瞄子尾端，貼在腰部

圖 3-11(a) 消防栓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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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法如下： 

 

(2)紅色標示燈以閃滅方式 

表示幫浦己啟動 

(1)按下啟動按鈕 
(3)打開消防栓箱門 

緊握噴嘴，注意射水時

之反作用力甚大 

(4)延伸水帶 

水帶不能打摺，接頭接合情形務求良好
(5)將開關閥全開 

 

（三）警報設備操作 

 

圖 3-12 警報設備操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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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緩降機操作 

 

(1)由箱中取出緩降機 
(2)安裝支架 

(3)將掛鉤掛上支架環 

並確實固定 

(4)確認下降空間投下繩輪檢查調速器、 

繩索、支架等有無異狀 

(5)下降者將皮帶由頭套下，

並置於腋下束緊急調墊環

(6)兩手抓住雙繩背向下外，腳踏窗台 

或隔台，採取下降姿勢 

 
(7)雙手放開繩索平仰向前，

雙腳自然直下降 

圖 3-13 緩降機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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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斜降式救助袋操作要領 

 

(2)將引導砂向下投擲 (1)從保管箱取出救助袋 

(3)聯絡下面擔當者協助救助 (4)救助袋袋降下後，接開固定架 

(5)將掛鈎鈎住固定環 (6)將滑車間之繩索拉緊並將末端 

逆向夾住 

(7)腳先入袋，雙手握住橫桿， 

使身體下降 

(8)兩手上舉雙足微抬以頭下降 

 

圖 3-14（a） 斜降式救助袋操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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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垂直式救助袋操作要領 

 

 

(1)掀開箱蓋 (2)將袋投入窗戶 

(3)將支架向窗外翻出 (4)腳先入袋 

(5)將身體仰直雙手自然上舉

雙腳仰直 

(6)下降速度太快時， 

可用肘或腳剎車 

 

圖 3-14（b） 垂直式救助袋操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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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  題 

1.何謂燃燒? 

2.何謂爆炸? 

3.簡述可燃性液體之閃火點及著火點與燃燒之關係? 

4.請說明可燃性液體及易燃性液體之燃燒範圍? 

5.請說明燃燒原理? 

6.請說明滅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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