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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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