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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火災概要 

一、火災之意義 

國內消防署對「火災」定義：「違反人的意思或縱火而有滅火必要的燃

燒現象。」 

違反人的意思：指過失或通稱之失火現象，以一般人為準，對其行

為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過失），其結果導致意外之燃燒現象發生

或擴大，或者因某種原因產生燃燒現象而違反社會常理上之公共利

益，明顯與眾人之意思不符者。 

有滅火必要的燃燒現象： 

不以失火者或縱火者本人之主觀認定為依據，也不以實際有無滅

火動作來認定。 

依社會常理之客觀判斷，不以燃燒物之經濟價值為判斷依據，而

以產生公共危險或可能產生公共危險加以認定，或由消防人員客

觀判斷其是否有滅火之必要。 

有無延燒之危險：必須基於社會大眾上一般的認知，客觀判斷其

是否會產生公共危險的燃燒擴大情形。 

二、火災分類：分四類 

普通（A 類）火災：指紙類、木材等一般可燃物發生之火災。美國

防火協會（NFPA）定義：「藉水或含水溶液之冷卻作用，足以發生

最大效果之普通可燃物火災。」 

油類（B 類）火災：指引火性液體及固體油脂類發生之火災。美國

防火協會（NFPA）定義：「石油製品或可燃性油脂、液體、油漆等

引起之火災，而以窒息作用最為有效者，屬之。」 

電氣（C 類）火災：指通電中之電氣設備發生之火災。美國防火協

會（NFPA）定義：「使用電氣絕緣性滅火劑最為有效之電氣設備火

災。」（德國或比利時等國家稱為 E 類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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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火災：分為金屬及瓦斯。 

金屬火災：指鈉、鉀、鎂、鋰等活性金屬之火災。 

瓦斯火災：瓦斯有天然瓦斯及液化瓦斯之分；其燃燒之特性與油

類火災相似，一般常併入 B 類火災中。（德國或比利時等國家稱為

C 類火災） 

三、火災之特性：成長性、不定性、偶發性 

成長性：火災具有不斷發展、變化與無窮擴大之特性。 

燃燒面積與經過時間之平方成正比。 

建築物火災 t2 成長理論：用火災成長常數（K）來衡量，而具體

的火災發展常數取決於燃料之類型與分布。以下式表示： 

 Q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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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釋熱率（MW） 

t：經過時間（Sec） 

K：火災成長常數（Sec/(MW) 2

1

）。其中：  

K 600 表示火災為慢速成長（Slow） 

K 300 表示火災為中速成長（Medium） 

K 150 表示火災為快速成長（Fast） 

K 75 表示火災為極快速成長（Ultra Fast） 

不定性：火災之燃燒受氣象、燃燒物體、建築物構造及地形地物等

各種因素影響，而呈現異常複雜之現象進行，因此火災現場為極不

安定之場所；火災現場非一種定型的、安定的燃燒，而是時時可能

有突發性的危險。 

偶發性：火災之發生均係屬突發事件，無論人為的故意縱火或失火，

以及自然原因形成之火災，均無法事先預測。 

四、氣象對火災之影響 

氣溫：無直接關係。 

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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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與起火件數：無關。 

風與延燒： 

延燒擴大之形狀： 

無風時：火勢向四周蔓延→圓形擴展。 

中期：向下風延燒，風速愈大，流動之火焰與地面之角度愈

小→卵狀變成帶狀。 

風與延燒速度：風速愈大，下風之延燒速度愈快；風速愈大，

上風之延燒速度愈減，終近於零。（若風速超過 13 m/sec 時，上

風之延燒速度幾近於零） 

風與飛火：風勢強勁時，火場下風處火星飛濺成為飛火，造成延

燒擴大與大火。 

飛火之距離：以消防立場→風速愈大飛火愈遠。 

飛火之發生：除風速外，並視火場燃燒火勢之強弱而定，一般

而言，火勢到達相當程度之焚燒狀態時即有飛火產生之危險性。 

濕度：濕度高時物質因吸收水蒸氣而呈潮濕，燃燒較困難；空氣中

之水分多，亦使燃燒較為遲緩。濕度之表示分為絕對溼度、相對濕

度及實效濕度三種。 

五、火災對氣象之影響 

安定氣層（Stable Air）： 

氣層中下層之空氣較冷而重，上層之空氣較熱而輕，此種反象

（Inversion）呈一種安定狀態者，稱為安定氣層，此種氣層因溫

差成垂直分布，大氣之垂直運動受到壓制，空氣即呈現安定狀態：

受熱的空氣上升，上部之冷空氣流入燃燒現場之底部，降低延燒

能量，飛火亦因而減少。 

安定氣層中最普遍產生之現象者為反象層（Inversion Layers），反

象層之高度愈增，其溫度愈高，形成不同溫度之水平氣層。反象

層出現時，為最安定之氣層狀態，在火勢鎮壓上形成最有效之作

用；愈接近地面處之反象氣層能大幅降低火勢之延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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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象層不論在何種高度均可發生，其雲層厚度也不一致。夜間地

面較冷，與其接觸之空氣下層溫度降低，即可能產生地表反象層

（Surface Inversion）現象，但一旦受到日光照射將立即消失。 

反象層氣流可抑制空氣之垂直流動作用，因此其底部可發現下列

現象： 

雲層頂端極為平坦。 

上升之積雲皆在一定高度停止上升。 

上升之煙柱在一定高度成為平坦狀態。 

雲層上部吹強風，並常生風向變化之現象。 

不安定氣層（Unstable Air）： 

上部氣層與下部氣層具有相互交換傾向之雲層，稱為不安定氣

層；亦即上層空氣冷而重，而下層空氣熱而輕，二者有轉換之傾

向。 

不安定氣層內的雲垂直方向運動較為發達，水平之區域範圍較

小，其下層常發生疾風與靜止相間之異常地表風（ Erratic 

Surface），上層之風向及風速變動劇烈。雲層高的不安定氣層常有

塵旋風（Dust Whirls）及異常風（Erratic Winds）之現象。 

不安定氣層產生的風暴使火勢延燒速度增強，燃燒中上部之煙

柱，以較安定氣層快十幾倍之速度上升，對火場下部將產生強力

的牽引作用（Draft），火場之燃燒狀況即更為劇烈，不但造成飛火

之各種火星不斷飛舞，且隨著急速上升之氣流，火場亦發生火焰

形成之火災旋風（Fire Whirlwinds）而助長火勢。 

不安定氣層所生之氣流分為下列六種來助長火勢及延燒速度： 

亂氣流（Turbulence）。 

突發性陣風（Gustiness）。 

對流（Convection）。 

雷風暴（Thunder Squalls）。 

旋風（Whirl Wi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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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暴風（Fire Storm）。 

六、火災紀錄：分為個案紀錄與年度報告 

個案紀錄：分為現場工作實錄及火場調查工作（包括火災原因調查

及火災損害調查）。個案紀錄做為下列之評估： 

消防戰術運用之成敗與效益。 

消防機關有無過失或責任。 

建築物消防安全設備發生之效用。 

防火教育之成效。 

由平日消防安全檢查記錄評估預防工作之效益。 

年度報告：為消防機關全年業績之概況，是消防機關建立公共關係、

改善業務、爭取預算及教育民眾之工具。 

七、火災原因之連鎖 

直接原因（近因）：火災原因涉及可燃物發火之物理現象。主要為物

質與能源兩項。 

間接原因（遠因）：火災發生之背景。其又有高次原因與低次原因之

別。 

火災之原因，由直接之發火現象以迄間接之背景，包含一連串之事象。 

八、火災原因之一般構成 

火災之發生可分為四個階段： 

發火條件：滿足發火所必要之惡質與熱能。 

異常事象：產生該條件之不正常現象形成。 

支配原因：有幫助該異常事象支配因素存在。 

背景原因：具有形成上背景之社會原因。 

可以下圖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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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直接條件     低次間接原因     高次間接原因  

火災發生 

物質條件 

發火 

能源條件 

物的異常事項 

複合事項 

人的異常事項 

自然因素 

物的因素 

人的因素 社會原因 

（階段）      Ⅰ.發火條件      Ⅱ.異常事項     Ⅲ.支配因素  Ⅳ.背景原因 
 

【參考書目】 

陳弘毅，火災學，中華民國 97 年 11 月 7 版，鼎茂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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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答題 

 
1 

 

火災特性為何？ 【88 設備士】 

 

成長性：火災有向四面擴展燃燒特性，無風或特殊外力下，火災延燒

面積與經過時間平方成正比。 

不安定性：火災受氣象、燃燒物體種類、建築物構造及地形地物等影

響，火災現場為不安定之處所。 

偶發性：無論火災的發生是人為縱火或失火或自然形成，均屬突發事

件，無法事先預測。 

 
2 

 

火災具有「成長性」、「不安定性」、「偶發性」等三大特性，試證

明在無風、無外力下，「火災延燒面積約與經過時間之平方成正

比」之說法。 

 

假設火災延燒速度為 V（m/min），火災延燒經過時間為 t（min），火災

擴大距離為 R（m）。無風、無外力狀態下，火點係平均向四周擴大延燒，

依圓面積法計算延燒面積 Aπ R2π（V t）2 

故延燒面積 A 正比於 t2，亦即火災延燒面積約與經過時間平方成正比。 

（火災特性）

（證明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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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試述氣象對火災之影響。 

 

氣象是影響火災現象重要的外在因素之一，包括氣溫、風、濕度。 

氣溫之影響：據文獻資料統計，夏季火災的件數無明顯多於冬季，故

氣溫對火災無明顯影響。 

風之影響： 

風速 vs.火災件數：無絕對關係，亦即難以單由風速來預估可能之

起火件數的增減情形。 

風 vs.火災延燒：風使燃燒環境的空氣流通更好，提供充足的氧氣，

因此有助於火災延燒之擴展。 

風 vs.火災燃燒速度：風可影響燃燒速度，一般而言，當風速愈大，

燃燒速度愈快。但當風速過強時，強風可能吹熄、降溫作用及對可

燃性氣體的稀釋作用，反而會造成火勢的銳減。 

風（上風、下風處）vs.火勢：一般而言風會造成下風處的火勢快速

蔓延，甚至可能形成飛火，並使上風處之火勢減緩。因此，火勢在

下風處通常較上風處有較高之火災危險。 

濕度之影響： 

濕度低，物體含水量降低，較為乾燥，故較易燃燒。 

相對濕度較小時，通常起火件數有相對增加之情形。 

濕度對火災之影響並不僅止於起火時之濕度，因長期乾旱而起火

者，就算起火當日之濕度已恢復平時未處於乾旱時之濕度狀態，但

因物體本身已非常乾燥，因此對於火勢仍有助長影響。 

依據日本研究：實效濕度與火災件數及火災延燒有密切關係；實效

濕度愈低，發生火災的危險性愈大。 

（火災與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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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年特種警察人員三等 

考試試題暨解析 

一、丁二烯為內政部指定之可燃性高壓氣體，丁二烯之化學結構式、蒸

氣密度、爆炸範圍等理化特性為何？有何危險性？並說明丁二烯氣

體洩漏時之滅火措施？ 

 

物理特性： 

化學結構式：  

 

蒸氣密度：1.865 

爆炸範圍：2.0%～11.5% 

危險性： 

極高度易燃，高溫可能發生聚合而使容器破裂。長期暴露於空氣中會

形成過氧化物，會因震盪及受熱而爆炸。 

滅火措施： 

若無危險，設法將容器自火場移出。阻止氣體流出，否則讓其燃燒至

完。隔離現場，噴水霧冷卻週遭環境及暴露於儲槽或容器，以防引燃

其他可燃物及保護人員。小心謹慎接近火場，對於大區域之大型火災

則使用無人操作之水帶控制架或自動搖擺消防水瞄，若不能，則撤離

火場並任其燒完。救火時，若從安全閥發出的聲音提升或儲槽有任何

的褪色現象，應立即撤離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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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安事故現場常有硫化氫（H2S）產生，試說明： 
硫化氫（H2S）之危險性？ 
事故現場如用檢知管（含硝酸鉛溶液）進行檢測，試寫出其檢測

原理？ 
洩漏時之滅火措施？ 

 

危險性： 

健康危害效應：刺激呼吸系統，濃度高時可能引起肺水腫，甚至死亡。

可能造成眼睛失明。 

物理性及化學性危害：易燃，氣體比空氣重，易積聚在低窪處，遇火

源可能造成回火。 

檢測原理： 

檢知管係利用化學呈色之原理，為化學吸附之現象；測定不同物質之

檢知管其呈色化學反應各有不同。用於檢測硫化氫的醋酸鉛紙和硫化

氫的氣體接觸時會產生灰色的硫化鉛。 

滅火措施： 

硫化氫極毒；自安全距離或受保護的區域滅火；位於上風且著全面防

護設備。硫化氫可能沿著地面傳播，產生回火；也可能聚集於低窪或

通風不良之處。用水霧冷卻暴露火場的容器，將外洩物沖離人員密集

的地方和稀釋洩漏物成為不可燃的混合物。 

三、試以木材為對象，說明木材之主要成分？引發木材發火之危險溫度

及其發火過程？  

 

木材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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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之化學成分為，纖維素 50%、木質素 30%、半纖維素佔 20%。 

危險溫度與發火過程： 

溫度達到 260時，可燃性氣體析出量將迅速增加，此時明火即可將

木材點燃，但無法維持穩定燃燒。因此 260一般做為木材的引火溫

度，故 260常被稱為木材之危險溫度。 

木材因熱分解產生新多孔質炭素，強力吸收空氣中的氧，表面產生氧

化現象，而成炭火型態，通常木材以低溫加熱後，最初先產生無焰發

火，其所生之熱使溫度遽升，最終形成發焰燃燒。 

四、某石化工廠煉製過程生成某未知產物，依消防法令，應先確認其物

性，判定其為液體或固體，再進行分類試驗，試說明此未知產物為

固體或液體之確認方式？並請說明「氧化性液體」試驗方法及判定

方式為何？  

 

固體液體確認方式： 

液體：在一大氣壓下，且 20時為液態者或 20時為固態、超過 20

在 40以下為液態者；固體：在一大氣壓下，20時非氣態之物

質，且不屬於液體之範圍者。其試驗方法如下： 

將兩支試管裝滿待測物至 A 線。其中一支以橡皮塞完全密封（以下

稱液體判斷用試管），另一支則蓋上插有溫度計之橡皮塞（以下稱

溫度測定用試管），溫度計置入 A 線下 30mm，直立於試管中。 

調整恆溫水槽溫度，控制溫度在 20.0±0.1 ，將兩支試管直立靜

置於槽中，並讓 B 線淹沒於水槽液面下。待溫度測定用試管之待測

物到達試驗溫度 20後，保持靜置狀態 10 分鐘。 

10分鐘後，將液體判斷用試管從恆溫水槽中取出，平放於水平之平

台，同時觀察液面前緣通過 B 線所需時間。 

判定基準：所需時間在 90 秒以內，待測物在 20為液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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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以上 40以下之液態判定方式依上開試驗步驟進行，調整

合適之試驗溫度進行判定。 

氧化性液體試驗方法： 

氧化性液體依物質燃燒時間之長短進行判定，以燃燒試驗判定： 

將 15g 木粉放置於平底蒸發皿內，堆積成高度與底面積直徑比為 1

比 1.75 的圓錐體，放置 1 小時。 

標準物質取 15g，用注射器由圓錐體的上方均勻注射，然後以 1,000

之白金加熱器，接觸混合物的底部，其接觸時間不得超過 10 秒，

著火後量測燃燒時間。 

試驗物品依照的方式量測燃燒時間。 

此處燃燒係指持續或間歇性著火情形，在五次以上試驗中，若有一

次以上未燃燒成功，則需重複再進行五次以上試驗，在總共十次以

上試驗當中，有五次以上燃燒成功，才可以計算其平均燃燒時間，

否則重做試驗。 

判定基準：比 90％硝酸水溶液和木粉之混合物的燃燒時間短為氧化

性液體；比 90％硝酸水溶液和木粉之混合物的燃燒時間長為非氧化

性液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