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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消防安全及風險管理因應措施 

 

第一節 消防安全因應 

一、環境致災因子與火災情境分析 

以本案而言，與現案大部份和歷史古蹟建築較不相同，牆面為鋼筋混凝土造構造，其外牆以洗石子為強基，

較不易因外來火源，造成損害，加上周圍並無相鄰之建物，顧無延燒之虞。觀察內部，現有空間之區隔，亦大

多為鋼筋混凝土造牆體，各空間相互間之火災災害影響，須注意窗戶、窗框及門板，因其材質大多為較不易耐

火之薄片玻璃及木質窗框、門板，此外隱藏於屋頂瓦片下之大量木素材板架建構，亦是於火源發生時，加速火

災生成時間，形成火災的因素。一般建物常發生火災之原因，為民生用火之人為疏失、電器及配線形成之火源、

鄰近建物延燒人為縱火之衍生。就本案而言，因建築物未規劃有民生用火之廚房及餐廳，故民生用火之人為疏

失為其所致之原因，未列其火災潛在因子之一；建築物內因有使用電器設備，故亦具因電器配線形成之火源，

為其火災潛在因子之一；而該建物無鄰棟相隔，故無有延燒之虞，不考量為火災潛在因子之一；該建物雖無臨

近道路，且有其磚造牆區隔，但在有蓄意危害心之人，亦可造成火源之形成，故人為縱火之衍生亦是該建物考

量火災潛在因子之一。 

  

電器火災因子 民生用火火災因子 人為縱火因子 

 

本案歷史建築所處環境區域為大面積水域空間，其開放水域空間屬性，其濕氣、淹水及落水致災分析亦為

本案探討因子；水域環境其濕氣將影響本案歷史建築木構件之品質，包含屋頂板、桁木、吊木等木角料之構件，

且水氣延續至歷史建築本體周邊環境，成為溫暖潮濕的環境，正為蟲蟻喜愛生長之空間；另水域空間緊鄰本案

建物，須評估是否有淹水致災可能性，以及不慎落水防護措施。 

 

二、 因應對策分析 

    觀察本案所具備之火災潛在因子，為民生用火、電器火災、人為縱火，針對各火災潛在因子，所形成及因

應之對策分析如下 

1. 電器火災因應對策及分析 

   電器火災之形成，大多由於接線不當，過度使用插頭連接數造成之過載，電器設備不當使用等原因所造成

該原因之形成，大多由於人為使用不當所造成，故應首重於日常電器使用之安全管理，且於有管路配線及修復

電器時，應遵守結線絕緣之要求，管理人員定期巡檢相關電氣開關設備是否有鬆脫，物性脆化等辨識、汰換應

更換之開關設備，藉由加強管理人員用電安全知識及定期巡檢，以降低電氣火災發生之機率。 

透過加強管理雖可降低電氣火災發生之機率，但仍無法完全避免，一但電氣火災仍然形成時，則須藉由預警及

初期滅火等方式來達到有效限制火源及控制火勢，除此之外，歷史建物危害防護固然重要，但亦不得影響歷史

建物原有之風貌，因其歷史建物具有其文化歷史之特性，故針對本案之電氣火災潛在因子之預警及初期滅火，

於火災發生時，初期煙粒子形成而非如外來火源形成火災之燃燒迅速，且於煙粒子初期形成時，為可有效於第

一時間偵知，故選用定址式偵煙探測器於該裝設之位置，裝設於天花板，且因採用傳統式之訊號傳輸，與受信

總間減少管線配置，故對於古蹟建築之風貌損及降低，且亦減少古蹟建築所須之鑽孔施作，此外於初期滅火上

為有效達到控制及撲滅火源，採用高壓細水霧機組及滅火器設備，於防範之距離達初期滅火之功效，針對電氣

火災形成時，減少損及古蹟建築物之木構架，且針對頗有高度之燈具設備，有效限制火源之發展，針對較低之

電器設備，則以乾粉及環保滅火器來達到控制及撲滅火源。  

 

 

 

 偵煙定址式探測器  

     

    室內之火源控制及撲滅，使用高壓細水霧機組加以防護，係於古蹟歷史建築物中，如遇火災來臨，除因考

量火災所致之災害，亦須考量水壓及水量對其建築物所造成之衝擊，常見於古蹟歷史建築物中，滅了火源卻毀

壞其建物而造成另一種危害，有鑑於此故以高壓細水霧機組防護因應之，因如以一般之消防栓水源來使用恐造

成室內構造及陳設之物品毀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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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警受信總機 高壓細水霧機組 滅火器 

                                                                                                                                                                       

2、人為縱火因應對策分析 

歷史建物中應當以人為蓄意縱火所形成之火災發生之傷害為最劇，本案其觀察四周，其為空曠之空間較無

蓄意縱火堪慮，若有蓄意人員，進行蓄意縱火，對內部較不易發生人為縱火之火源落入，但於外來火源侵入時，

因縱火火源常因落入而迅速燃燒，針對此特性，採用高壓細水霧機組或滅火器進行初期之滅火。 

  表  各類火災危險因子之生成原因及因應對策原則 

火災潛在因子 類型 對策原則 

歷史建築物內 電線走火 加強管理、機電重配更新設計及定期檢修（設備配接應

確實、負載分散避免集中）  

火源使用不當 定期檢修設備及設置簡易消防設備 

園區外 人為縱火 加強巡邏及監視設備監控 

 

3、通報疏散之因應對策分析 

    以本案而言，於區域內範圍，於平時需有其播放音樂之功能及需求性廣播之功能，一旦有火警信號發生時，

更需立即達到通報疏散緊急廣播之用，故本案所採用之廣播設備系統為業務及緊急兩種需求合一使用，並於各

分區迴路，於平時可選擇欲廣播播放之區域，而於消防緊急通報時，採全面性之廣播，以期在有限空間中，設

置減量化之擴音器，同時達到減量管線設置於平時業務廣播作動時，便可常時明瞭其設備系統是否於可動作之

狀態，無須似分設業務及緊急廣播兩系統時，加諸於管理使用者之維護保養之負擔。 

  

廣播設備(二合一) 緊急廣播喇叭, 揚聲器 

     

   另本案於「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已達應設置排煙設備，但因本案係屬歷史建築物，如為因應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設置自然排煙設備或機械排煙設備，恐大面積破壞原有建築物之本體；

排煙設備係屬「消防搶救上之必要設備」，因火災之濃煙常造成消防搶救上之困難，甚或影響人員疏散避難，

但觀其本案，所處位置為避難層，即為一樓，且所在位置四周並無緊鄰之建物，格局方正，內部並無複雜之空

間通道，且可於天花板至屋頂間蓄煙，其窗戶玻璃可輕易破壞，於消防搶救及人員之疏散避難，已無大礙，且

其前後牆面，有其數量之窗戶，可利於緊急時破壞之，在盡量不影響消防救災搶救及人員避難逃生下，研討減

設其排煙設備。 

4、開放水域環境致災因應對策分析 

(1)濕氣 

鄰地日後多屬高樓 RC 或鋼構建築，本棟歷史建築周邊水岸綠帶環繞，內部木構材料建築容易成

為白蟻較佳居住條件；另考量本棟建築單一獨棟，內部空間寬敞且木構屋架高度離地面約 5.61 公尺，

日後維護作業相較一樓木造宿舍艱難，故於修復時擬加強蟲蟻防治處理作為。木構件除日常維護之必

要，本案室內空間日常開放啟動空調並兼除溼之用途，可避免室內過度潮濕。 

(2)淹水 

本案基地公園（公 136）具有小型湖泊功能，得兼作都市滯洪池使用，目前配合都市細部計畫另

案「臺中市臺中糖廠區段徵收工程」已完成，該工程之滯洪池設置針對常水位、滿水位、進水口以及

排水口已完成檢討及施工，本案歷史建築無淹水之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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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糖廠區段徵收排水計畫經審同意辦理公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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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落水 

本案歷史建築三面環水，其周邊景觀臨水岸景色優美，是市民樂愛休閒放鬆的場域，為避免發生

行人意外落水事故，於垂直駁坎處設置欄杆之防護措施，並在欄杆配置燈光設計，除夜間燈光情境設

計亦可作為提示裝置；同時便於落水者實施自救及岸上人員實施營救，於適當位置設置救生圈（繩）

及維修爬梯做為救生爬梯等設施。 

都市防災系統示意圖 

 

 

 

 

全區水域自救設備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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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風險管理因應措施 

歷史建築修復時，除了一般工地常發生的感電、墜落外，最常發生的實為火災，而且火災損失常比工程費

還大，甚至延誤工期。就前述的感電、墜落等一般工地的勞工安全衛生，可由勞工安全衛生講習及勞工安全衛

生組織加以管理。然而修復工地的防火，則更需要高於一般勞工安全衛生標準。 

本案就此一部份，除指定防火管理負責人（工地主任）外，在承商得標後需擬定防災計畫並確認防災組織

及人員配置，並定期的作防火搶救演練。另一方面，針對易燃物需加強管制，並將木料加工區設置於歷史建築

本體之外，加強火源及電器管制，以及工地施工人員用火用電之管理，尤其禁止施工人員於工地內抽煙，以減

少相關災害的發生。 

除上節所述消防設備因應對策外，為避免其他無預期之風險，建議設置其他相關防災設備，以達到最佳管

理、因應措施。 

 

防災管理因應措施 

防災對策說明 

狀況 類型 對策 

搶救上必要

設備 

空間角落 監視系統。 

門窗保全管理。 

人員巡邏督導。 

進出口管制 

歷史建築外

來 

火災因子 

鄰棟延燒 加強鄰棟宣導 

人為縱火 加強巡邏及監控 

歷史建築內

部火災因子 

電線走火 加強管理、機電重配更新設計及定期檢修（設備配接應確實、負載分散避

免集中） 

  

 

四、因應措施執行計畫 

   調查案例中，所調查到之救災設備包括偵測系統、滅火設備、水源等，各設施之數量、配置、種類、位置

愈符合環境特性，對於古蹟災害之救治、及災害程度之降低功能越大，本案之消防設計規劃，以「各類場所消

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為基準，並採用適用於本案之，設備環境合宜化設計及操作精簡維護為原則，不損及古

蹟建築物外觀歷史風貌為考量，不造成古蹟建築物架構負擔之適用工法，發揮對古蹟建築物空間意象最大之效

益，針對本案特性而言，以火災形成之原因分別設計適用之預警系統，達到良好通報之效用，再以各火源生成

之位置，設置適用之滅火系統，達到火源控制及撲滅之效用，並給予管理使用者，於設備系統建構完成時，施

以設備使用之教育訓練，並配合演練，以常性習慣動作，作動設備系統，以達人員避難引導、初期災害控制、

災害陳報通報等緊急應變能力，以期本案「帝國製糖臺中營業所」可達最完善之防護。 

    

     建築類之文化遺產，易受災害之侵襲而毀壞，日常防災管理至為重要；然國內古蹟或歷史建築對此尚缺

乏相關規範，因此研擬防災管理計畫十分重要。尤其本案需要經過修復後進行再利用，所以防災計畫中包含施

工中防災及修復後之日常管理維護之防災計畫。依據「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相關法令進行檢討、

設置，消防設備包含滅火設備、警報系統、避難逃生設備、消防搶救上之必要設備等四大項，其原修復工程設

置標準檢核及設置如下表所示： 

滅火設備 滅火器 、高壓細水霧機組 

警報系統 火警自動警報設備、手動報警設備、緊急廣播設備 

避難逃生設備 標示設備、緊急照明設備 

消防搶救上之必要設備 排煙設備 

 

其監視設備設置由於除了一般火災等災害的防範上，也針對展示空間等無人員管理及死角部分之安全問

題，所以規劃中設置高解析度攝影機、全功能攝影機等設備，設置主機於管理員空間外，另亦有緊急呼叫設施，

並有相關通報系統連線於消防警察機關，以減短災害通報間的速度，減少災害對於人員及文化資產的傷害，下

列說明相關消防設備之防護計畫: 

 

1、滅火設備 

滅火設備檢討包含滅火器、室內消防栓設備、室外消防栓設備、自動灑水設備、乾粉或二氧化碳滅火設備等五

個項目，因為本案為原貌復修，不受本項限制，且於基地周邊(於台中路、信義南街街口，約 4 分鐘車程)為臺

中市政府消防局第七大隊信義分隊所在位置；因此本案設置滅火器及高壓細水霧機組之消防設備，便於供緊急

自助操作使用，以達到初期滅火的功效，加強防止延燒之因應。 

周邊消防隊位置及搶救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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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歷史建築周邊地下室火栓位置圖 

本本案案歷歷史史建建築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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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建築消防車輛救災動線 

 

 

2、警報系統 

   警報系統包含：火警自動警報、手動報警設備、瓦斯漏氣火警自動警報設備、緊急

廣播設備。其建議餐廳經營可以明火及電器加熱作業方式，不可使用急火快炒造成油煙

噴灑，其餘蒸、煮、燉、烤之烹飪方式皆可，並於加熱區位設置探測器、滅火器、避難

器具標示燈、出口標示燈、揚聲器及廚房簡易滅火等設備，透過管理雖可降低用火火災

發生之機率，但仍無法完全避免，若火苗產生則可及時撲滅，避免災害產生。 

 

 

3、逃生避難設備 

    本案歷史建築空間完整，僅一樓層，即位於避難層，逃生動線明確且容易，窗戶設置數量利於室內無照明

時之光線，考量原貌復修之完整性及減少管線器具之負擔，故未設置避難方向指示燈及緊急照明燈，僅於重要

出口處設置出口標示燈，加強避難時之指引。 

 

4、搶救上必要設備 

    本案歷史建築空間完整，僅一樓層，即位於避難層，逃生動線明確且容易，於消防搶救上於消防搶救及人

員之疏散避難，已無大礙，且其前後牆面，有其數量之窗戶，可利於緊急時破壞之，在盡量不影響消防救災搶

救及人員避難逃生下，研討減設其排煙設備。 

 

    其監視設備設置由於除了一般火災等災害的防範上，也針對展示空間等無人員管理及死角部分之安全問

題，所以規劃中設置高解析度攝影機、全功能攝影機等設備，設置主機於管理員空間外，另亦有緊急呼叫設施，

及相關通報系統連線於消防警察機關，以減短災害通報間的速度，減少災害對於人員及文化資產的傷害。 

  

監視系統 

    上述說明本案設置滅火設備、火警綜合盤、探測器、揚聲器等設備預防火災及有效限制火源及控制火勢，

以達到預防及救災之措施；並建議未來營運透過定期人員災害訓練及管理降低用火火災發生之機率，以達較完

善之防範。 

對於災害管理應利用周邊既有之資源建立因應對策，其相關對策原則如下表說明： 

 

 火災危險因子之生成原因及因應對策原則 

       風險分析 潛存風險(劣勢) 可運用資源(優勢) 建議經營管理對策 

環境致 

災風險 

救災 

及時性 

與可及性 

周邊交通流量大，應設定主

要道路阻塞時之替代接近

道路。 

基地腹地三面臨街道路，其建

物未來臨街 30 米寬道路，消防

局離本案基地約 1.4 公里(約 4

分鐘車程)，其，消防救援及支

援及時性高。 

加強人員救災訓練，以輔

助救難逃生。 

環境致災

風險 
外部延燒 

歷史本建築周邊無建物，

無延燒之慮，唯恐人為縱

火之風險。 

本案設置感知器、室內細水霧

消防栓、乾粉滅火器以及警

報、避難逃生及消防搶救之必

要設備，助於意外產生時可進

行初步救難方式。 

加強防災宣導、巡邏及

監控。 



4-8  歷史建築帝國製糖廠臺中營業所修復暨再利用工程委託規劃設計及因應計畫書製作案  第一階段因應計畫書(核定本) 

  

第四章 消防安全及風險管理因應措施 

  

水災 

及地震 

歷史建築鄰接湖面邊坡，

因考量邊坡及地勢高程比

路面低，是否有水災或地

震時造成積水或邊邊坡坍

塌，宜進行定時疏通排水

道及邊坡改良。 

本案周邊鄰接湖面，由結構技

師評估安全邊坡距離，並由另

案區段徵收工程進行護坡工

項施作，本工程亦進行整體建

物之結構補強，並要求未來廠

商須定時檢查排水道，並確保

疏通，以降低災害產生。 

加強人員周邊環境日常

清潔，保持排水順暢，

及定期勘查周邊邊坡情

況。 

裝修風險 施工風險 
施工過程中增加火災風

險。 

未來營運內部施工過程中需

使用政府規定之耐燃、防火建

材，且本工程中設置感知器、

消防栓箱、乾粉滅火器以及警

報、避難逃生及消防搶救之必

要設備，助於意外產生時可進

行初步救難方式。 

本案室內裝修材料均符

合規定，並加強人員用

火、用電管理，及救災

訓練。 

佈展風險 
臨時性 

佈展 

臨時性佈展，電線品質、

電載量等易疏忽。 
應整體規劃佈展用電安全。 

加強管理及定期檢修

（設備配接應確實、負

載分散避免集中） 

電氣風險 商業用電 

投射燈、展示燈具 

建物內部需定期檢修相關高

用電量設施及電氣設備。 

加強管理、定期檢修及

日常維護。 展示恆溫濕設備 

多媒體設備 

展示品、商品等可易燃物 

廚房風險 
廚房用火

及用電 

烹調用火過程中因疏忽造

成火勢延燒，或用電過量

造成電線走火，宜控管用

火方式。                

以可逆性工法設置具防火區

劃之廚房(以配膳室功能為

主)，可使用明火料理設備，

不可使用急火快炒造成油煙

噴灑，其餘蒸、煮、燉、烤之

烹飪方式皆可，並於加熱區位

設置簡易滅火設備，若火苗產

生則可及時撲滅，避免災害產

生。 

1、未來排油煙通風管加

裝鐵絲紗罩降低油脂進

入，定期清洗紗罩。 

2、爐具附近之灶台與牆

面，使用不燃性之防火

材料。 

3、採用廚房簡易滅火設

備。 

避難風險

人員避難

逃生 

及時性與 

可及性 

本案因歷史舊風貌無法完

全施作防火區劃，且因考

量空間使用及原貌，排除

排煙設施。 

本案為一層構造，且依法設置

緊急照明設備及逃生方向指

示，加強人員訓練並控管參訪

人數及加強避難誘導機制，助

於減少人員避難滯留及逃生

困難之情況。 

加強人員救災訓練，以

輔助救難逃生，並控管

參訪人數及加強避難誘

導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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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電力設備系統說明 

本案為提升歷史建築考量火災風險用電安全因子，彙整說明修復再利用工程階段電力設備系統，做

為未來防火管理人的檢查依據，以及火災防制之管理。 

一、 供電方式 

一般錶燈用電：供電對象為本建築物動力、照明、插座、空調主機及其他相關的所有用電設備，本

建物既有電源採 3∮4W 220/380V 低壓系統引接供電。 

二、 消防緊急用電 

由於消防系統設備含有不斷電電源系統，故不另設發電機設備。 

三、 低壓側配電系統方式 

(一) 低壓配電系統 

1. 使用電壓： 

（1） 動力設備：3∮4W 220/380V。 

（2） 電燈：一般均採用 1∮220V。 

（3） 一般插座：1∮110V。 

2. 幹線採用 XLPE 電纜與電纜架或 EMT 管配管；動力分路採 XLPE 電纜與電纜架或 EMT 管、PVC 管配

管；消防設備專用迴路、緊急排煙系統及其他有關安全與防災設備回路，採耐火電纜與 EMT 管、

PVC 管配管。對於潮濕或易腐蝕的場所，則可採用 PVC 管。 

(二) 分電盤之裝置     

1. 分電盤之裝置： 

（1） 以裝設於易開啟且不影響觀瞻處為原則。 

（2） 公共區域則以裝設於電氣室為原則。   

3. 電源種類： 

（1） 動力及照明分電盤採用 3∮4W 220/380V。 

（2） 插座分電盤採用 3∮4W 110V/190V。 

4. 照明操作方式：       

（1） 依各空間用途採個別開關、三路開關控制。  

（2） 室內公共區域及屋外庭園照明，可採各別開關附時間控制、光電開關或採用二線式由中央

監控集中控制。 

四、 電燈及插座設備   

(一) 照度：採用 CNS 及實際需要配置 

(二) 使用電壓分類如下 

1. 日光燈：1∮220V    一般插座：1∮110V 

2. 小型動力：1∮220V，1∮110V  大型動力：3∮380V 

 

(三) 照明燈具儘量採用高效率與高功率型。日光燈則採用 T5 燈管及電子安定器。 

(四) 屋頂設夜間照明，以提供夜間使用。 

(五) 部份區域採光影視自動感應開關控制，另輔及中控制，兼顧節約用電及管理效能。 

五、 避雷及接地系統   

(一) 避雷針：本棟建築物屋頂裝設避雷環帶及防側雷多針中和消/導雷器，以提高避雷保護效果。   

(二) 避雷及接地系統：     

1. 高壓設備接地，接地電阻 10Ω以下。     

2. 電力系統及設備共同接地，接地電阻 10Ω以下。     

3. 電信及交換機系統設備接地，接地電阻 15Ω以下。     

4. 電腦設備接地，接地電阻 15Ω以下。     

5. 避雷針接地，接地電阻 10Ω以下。   

(三) 接地方式：     

各系統之接地極接採用銅板及裸銅線組成。各接地極皆設置接地電阻測試及連接箱，各測箱互連成

一個網狀供測試及必要時之使用。接地線採裸銅線及熱熔銅粉(如火泥或 CAD-WELD 等)熔接方式施

工，而接地引上線採 PVC 電線穿於 PVC 管內，接地線由地下土壤引出至筏基處，須先施與斷水處理(止

水板)，以避免地下水滲出，確保接地品質。 

六、 電話系統： 

依交通部電信總局頒布之用戶建築物屋內外電信管線設計規範，進行規劃設計，並連接至既有各

棟建築物之內線系統。法規及標準： 

(一) 電信法。 

(二) 交通部電信局頒部之建築物電信管線設計規範。 

(三) 交通部電信局頒部之有關用戶交換機之裝置規定。 

(四) 其他經相關主管機關所制訂之標準、要點及辦法。 

 

一、 資訊網路系統(依據業主使用需求設計，以下規劃說明僅供參考) 

(一) 高速乙太網路 

本架構系採CAT6線路，以提供高速乙太網路傳遞網路資料所需寬敞的主幹頻寬，並提供PC端100Mbps

以上之上網速度。同時規劃本建物各空間以實體各點單獨方式佈線。 

 

七、 弱電系統說明 

一、 廣播系統： 

消防緊急廣播系統。平時可播放背景音樂或進行業務廣播，唯於火警發生時，該受災建築物廣播

主機立即自動轉為消防強制廣播，對相關展示空間進行廣播，以引導該區域內作業人員疏散，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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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人員危害。 

二、 電視系統： 

配合業主需求預留管線至各展示空間，供日後使用。亦採用獨立設置電視天線及主機，並預留管

線至供有線系統銜接，平時可選擇切換收視訊號較強之無線或有線電視訊號。 

三、 監視電視： 

與門禁管制系統整合，統一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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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電力系統圖說 

 

 

 

 

 

(詳後頁) 



4-12  歷史建築帝國製糖廠臺中營業所修復暨再利用工程委託規劃設計及因應計畫書製作案  第一階段因應計畫書(核定本) 

  

  

第七章 機電設備系統規劃措施 

  
























	04.0消防○
	
	E-01_電氣圖例及工程說明●(抽換)
	E-02_電氣開關箱系統單線圖(1)
	E-03_電氣開關箱系統單線圖(2)
	E-04_電氣開關箱系統單線圖(3)
	E-05_電氣開關箱系統單線圖(4)
	E-06_電氣弱電設備全區平面圖
	E-07_電氣照明壹層平面圖
	E-08_電氣照明桁架平面圖
	E-09_電氣插座壹層平面圖
	E-10_電氣設備燈具規範圖
	T-01_弱電圖例及工程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