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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防火、防水與防震一向為建築物防災設計上的重要考量，近年來由於經濟
快速成長，土地資源有限，使得建築物朝向大型化、高層化及複雜化的發展趨勢，
一旦發生火災，所造成生命財產的損失均遠較以往鉅大，因此目前不僅政府在建
築及消防等相關法規上對建築物之設計施工加以嚴格規範，防火材料市場也出現
蓬勃發展、百家爭鳴的狀況，顯見當今國人對建築物防火觀念的重視。
為提供讀者完整的防火設計概念，本文將先就火災發生原因、延燒歷程等
燃燒原理加以探討，進而討論建築物防火理念、防火材料之種類與相關規範，最
後再對捷運工程之防火設計理念加以介紹，期能提供同仁整體性的建築防火觀
念，作為日後規劃設計或防火材料選擇上的參考。

An introduction of the concept, material and building-design of
fire control.
ABSTRACT
Fire control, flood protection and seismic resistance in a building design are
important factors when we consider the security of the building. Due to economic
growth and scarcity of suitable land, buildings construction tend to be bigger, higher,
and more complex. If a fire occurred, the losses of life and property caused by the
fire in such buildings will be more serious than the past. Therefore, not only the
government provides more strict requirements on th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a
building by the legally adopted general building code or fire protection code, but also
the market of fire protective material and companies related are blooming obviously.
These phenomena indicate that the public is more concerned about the safety of fire
control.
For the purpose of offering readers complete fire control idea, this article we will
first talk about the causes leading a fire, different phases of burning, as well as basic
principles of fire protection. Then it will go ahead to discuss ideas, such as fire
protection in a building, fire protective material and related codes, introducing the
concepts used in Taipei rapid transportation project at the end of the article. We
hope this paper could bring our colleagues some useful and complete concep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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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e protection in a building and could give them beneficial references for future
planing, designing or choosing of fire protective material.

一、前 言
台中「衛爾康西餐廳」、台北「論情西餐廳」大火造成數十條人命的傷亡及
家屬的悲痛，相信還是許多人到了公共場所時，心中揮之不去的陰影。常言道「水
火無情」，營建結構物為人們安身立命之所，事涉公共安全，一旦發生災變，其
造成的損失均令人難以承受，故現在不論建築或土木設計，防火、防水及防震均
為規劃設計上的必要考量。
近年來由於防災觀念的提升，促成許多廠商不斷投入研發及提出新產品，
根據統計，台灣每年建築防火材料及產品之年產值約 200 億元，是一深具發展潛
力的產業，足見目前國人對建築結構物防火性能的重視。
要想防火，就得先認識「火災」。設計者應從建築物起火原因、火災延燒歷
程等原理進行探討，方能充分掌握火災發生及蔓延之特性，進而採用防火區劃、
防煙垂壁等適當的防火設計，裝修材料並應選用具有防火、防煙特性者，方能對
症下藥，阻止火災的發生或蔓延，爭取寶貴的人員逃生時間。
以下將就火災發生原因、延燒歷程、建築物防火理念、防火材料之種類與
相關規範及捷運工程之防火設計理念等議題加以介紹，期能提供同仁整體性的建
築防火設計觀念，俾利日後規劃設計或審核材料/施工計畫書等工作之推動。

二、建築物起火原因及燃燒歷程
2 - 1 建築物起火原因
根據內政部民國八十六年統計，台閩地區火災發生原因百分比依次為燒雜
草 34.35％，電器設備 17.62％，煙蒂 12.45％，爐火烹調 6.25％，機器設備 5.81
％，人為縱火 4.75％及其他 18.77％。
建築物內可能起火燃燒的物質大約可分為以下三類：
(一) 建築裝修材料。
(二) 傢俱。
(三) 日常用品。
其中建築裝修材料包括牆壁、天花板、地板、隔間牆所用的室內裝潢材料。傢俱
類則包括沙發、櫥櫃、床舖、桌子、窗簾等。日常用品指的是書籍、衣物等。由
於傢俱及日常用品之種類非建築設計時所能掌握，故建築物防火設計時主要考量
如何安排防火區劃及人員逃生路線，配合選用防火、防焰及避免發生濃煙的建築
裝修材料，以達到避免發生火災及延緩火勢蔓延、避免煙害，爭取人員逃生時間
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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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建築物火災延燒歷程
一般而言，火災初期大部分處於持續性緩慢的燃燒狀態，若室內裝修材料
的耐燃性不佳加上燃燒氧氣的供應充足，將使溫度逐漸增高，當達到材料的燃燒
點時，會突然產生全面性的「閃燃」（Flashover）現象，此時火勢就難以控制。
一般火災成長的過程，如下圖所示，其延燒歷程區分為四個關鍵點及三個階段，
分別為
(1) 起火點
(2) 成長期
(3) 閃燃（F.O.）最盛期
(4) 燒盡
(5) 衰減期
(6) 燒失

圖一
茲將火災各階段之特性分述如下：
（一 ）成 長 期（Growth Development Period）：起火點（Ignition ，A 點）至閃燃點
（Flashover，B 點）
Ø 現象─由於人為不慎產生火源（如煙蒂等）
，從局部點燃後，向四周擴散，當
火源四周可燃物的溫度達到燃點時，使可燃物產生燃燒而擴大火勢。
Ø 範圍─此時期係指起火（Ignition）開始至閃燃（Flashover）為止。
Ø 時間─此時期所持續的時間，從 5 至 30 分鐘之久，時間的長短完全視材料的
防焰性及耐燃性與通風情形、氧濃度等當時環境狀況而定。
Ø 溫度─此時期之室內溫度並不高，約為 200℃至 300℃之間。
Ø 燃燒狀況─當火源產生，從局部點燃後，使材料燃燒產生濃煙，聚集於天花
板面；同時，火焰（ Flame）隨著燃燒量的增加而逐漸上升，也往天花板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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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燃初期，材料未完全燃燒，濃煙量較多、火焰較小；當燃燒量增加時，火
焰增大、濃煙量相對減少。一旦火焰到達天花板面時，燃燒現象會隨著天花
板材的耐燃性而有所不同，但都會導致相同的現象，就是地面上的可燃物，
受到由上而下的輻射熱將逐漸增加，當此輻射熱溫度達到材料燃點時，會產
生全面性猛烈的燃燒現象，謂之「閃燃」。
從上述特性可以瞭解，此一時期的室內溫度並不高（約 200 至 300℃），燃
燒所產生的火焰及溫度，均只波及天花板、牆面及地坪等裝修材料，故成長期的
火災危害與室內裝修材料之防火性能（防焰性及耐燃性）有密切關係。
換言之，閃燃以前（成長期）的防火對策，係以室內裝修（飾）材料的防
火性能為主。
註：所謂「閃燃」係從火災成長期移向旺盛期之短暫現象。在閃燃點時，材料因
熱分解產生的可燃性氣體在室內高處蓄積，當該氣體與空氣之混合氣體濃
度到達臨界點，且室內溫度已達多數材料之著火點以上，則局部燃燒瞬間
擴大至全體燃燒，使室內爆發性地陷於火焰之中。
由於此階段會產生溫度急速上昇、濃煙激增、空氣壓力變化等現象，人員
已難以存活，故在建築物火災避難計畫之決定避難容許時間的目標上，「閃
燃點」具有極重要意義。因此，室內裝修材料的選擇上，若能延緩閃燃時
間的到達，亦即爭取寶貴的人員逃生時間。
（二）燃燒期或旺盛期（Burning Period or Fully Development Period）─閃燃點（B
點）至燒損點（C 點）
Ø 現象─當室內產生閃燃時，燃燒速度急速增加，釋放出大量的熱源，同時迅
速提升室內溫度；由圖一可見，此階段溫度上昇的速度甚快。
Ø 範圍─此時期係指自閃燃開始至可燃材料燒損為止。
Ø 溫度─此時期之室內溫度，一般可高達 800℃至 1200℃之間。
Ø 燃燒狀況─當閃燃產生時，室內所有可燃材料將突然地、全面地一起著火燃
燒，直到室內所有可燃物全部燒損為止。
此一時期之室內溫度甚高，已非裝修（飾）材料所能抵擋，而直接影響到
結構體，火災危害程度也與結構體的材料耐火性能有關；因此旺盛期的火災危害
程度與構件材料防火性能（耐火性）有密切關係；換言之，閃燃以後（旺盛期）
的防火對策，係以構件材料的耐火性能為主要考量。
註：建築材料仍能發揮其強度的最高承受溫度如下表：
可承受最高溫度
鋼筋混凝土
鋼結構

樑、柱
500℃以下
450℃以下

樓版、屋頂、牆壁
550℃以下
500℃以下

當溫度超過上述數據時，結構材料的強度將很快下降，在載重並未減輕的
情況下，建築物將會很快的崩壞，這也就是為何火災過後，結構物容易崩壞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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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以鋼結構為例，為避免其材料強度於火災時快速破壞，一般均於其表面施作
一層防火批覆，提高其耐火性能，使結構破壞時間延後。
（三）衰退期（D e c a y P e r i o d ）：燒損點（C 點）至熄火點（D 點）
Ø 現象─當室內可燃材料燃燒殆盡，火焰逐漸轉弱，溫度開始呈直線般下降，
地板上呈現殘物燃燒狀態，直至熄滅為止。
Ø 範圍─此時期係指自可燃材料燒損至完全燒失為止。
Ø 時間─此時期所持續的時間，並無定論，一般而言均較前兩個時期的時間為
久。
Ø 溫度─此時期之室內溫度將逐漸下降，惟溫度只要仍高於 300℃，表示衰退
期仍然存在。
Ø 注意事項─此時期室內溫度雖隨時間逐漸下降，但其蓄積的溫度仍高，對結
構體而言，仍具破壞性，同時也可能產生第二次點燃及再燃燒的危險。
Ø 衰退期之防火對策，係以預防其他著火材料的產生，避免第二次點燃及再燃
燒的發生。
以上各階段中，火災延燒與材料特性之關聯性是從起火至閃燃階段為止，
其後燃燒現象之大小及火災之持續時間（旺盛期）則由室內可燃物量及換氣狀態
所決定。

三、建築物防火理念簡介
建築要求之防火性能，基本上著重於火災時生命之維護與財產損失之減
少。依此理念，建築設計時要求之防火安全性能如下：
一、火災時的結構安定性能。
二、防止火災蔓延性能。
三、逃生避難安全性能。
其因應對策為
Ø 結構安定性能──提高結構材料之防火、耐火性能。
Ø 防止蔓延性能──在建築物結構設計與空間安排時將其區隔為適當的防火
區劃，使火勢在一定時間內能侷限於某一範圍，不致於一下子全面蔓延。
Ø 避難安全性能──規劃人員逃生動線及安全避難區。
防火區劃要求性能為遮焰及斷熱，而防火區劃中供逃生用者為安全區劃，
由於除火、熱之外，煙毒亦有礙人員逃生，故安全區劃須較防火區劃多要求遮煙
這項基本性能。
建築物中開口之設置為生活與逃生上之必需，然而防火牆、防火樓板上設
置開口，可能成為其整體防火之弱點所在，所以一般應要求開口位置具有與所在
之牆或樓板相同之防火性能，亦即防火區劃之開口，須有遮焰、斷熱功能，安全
區劃之開口則須有遮焰、斷熱及遮煙等性能，此即不同位置之防火門在防火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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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及材料選用上的主要考量。
此外，如要真正落實建築物防火區劃之效果，除了要確定天花板、地板、
牆、裝修材料及防火門之防火性能外，尚要避免管道間、電纜管、水管及結構接
縫處等在火災中形成火苗竄燒及濃煙流動之管道。故適當的使用防火泥、防火板
片、防火填塞等材料，將有助於建築物整體防火、防煙性能，捷運工程規範中要
求地下車站空心磚隔間牆與天花板交界處，需施作防火填塞，即為一明顯案例。

四、建築物防火對策與防災區劃
4 - 1 建築物防火對策

(1)
(2)
(3)

(4)

依建築物火災延燒歷程，火災各階段之防火對策如下：
起火點─防止起火，室內材料不易燃燒，微小火源能自行熄滅。對策：材料
之防焰性能。
成長期─防止燃燒成長以達初期滅火之目的，抑或延長火災成長時間以爭取
避難時間。對策：室內裝修材料之防火性能。
旺盛期─防止繼續擴大，一般都從以下兩種方式著手防止火災擴大：1.限制
火災範圍，防止延燒至其他區劃空間 2. 防止延燒至鄰棟建築物。
對策：防火區劃之防火時效，防火建築物之外牆防火。
衰退期─防止結構破壞以求災後建築構造體仍能安全使用。對策：結構材料
之耐火時效。

綜合上述，建築物之防火對策主要是由防火（災）區劃及材料的防火性能
兩方面來著手，以下將針對防災區劃加以討論，至於材料的防火性能則於下節詳
述。
4 - 2 防災區劃之探討
火災有其不可預測性，非吾人所能防範。因此一旦火警發生，首重如何阻
止火勢的擴大；阻止火災延燒之方式有二，其一是制壓火勢，其二則為侷限火勢。
制壓火勢的對策係設置消防栓、自動灑水設備、排煙機等消防設施將火、
煙等有害因素消滅；而侷限火勢則在設計適當的防災區劃（包含防火及防煙區
劃），限制火、煙之範圍，不使其擴大危害。
4 - 3 防災區劃的意義
定義：簡單地說係由防火構造的牆壁、樓板區劃所構成的空間。
目的：限制火災的最大可燃範圍，將火災所產生之火焰及濃煙侷限於某一空間
內，以降低其對建築物之損害；同時亦能作到遲延火、煙之擴展及提供人
員逃生路線，以爭取寶貴的避難逃生時間。
種類：防災區劃可分為防火區劃、防煙區劃、安全區劃及火警區劃等四類，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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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建築技術規則對於後兩者尚無明確規定，以下僅就前二者加以介紹。
4-3-1 防火區劃
欲將火災規模侷限於一個房間的程度，不致擴大蔓延，原則上應盡可能將
建築物內空間區劃為小單位（但此舉將影響業主之使用空間及彈性，故需制訂法
令加以限制，方能使建築設計者配合實施），而區劃空間之牆壁、天花板、地板
及門窗等則須具有充分的防火性能，此即防火區劃之設置原則。
防火區劃的種類可分為面積區劃及使用區劃。
1. 面積區劃（分區區劃）：在建築物中由平面上將各樓層作分區區劃（通常以一
定樓地板面積為區劃原則）
，使發生火災的區域和其他區域隔離，將燃燒的區
域限制在一定規模之下。
註：建築技術規則中規定防火構造結構物或防火建築物，其樓地板面積在
1500M 2 以上者，應按每 1500M 2，以具有一小時防火時效之防火牆、防火
樓版及甲種防火門窗區劃分隔，而有自動滅火設備者其防火區劃面積得
加倍之。
2. 用途區劃：在建築物中將管理上或使用型態上差異甚大的空間，予以區劃，
以將火勢限制於發生火災的某一用途空間，避免擴大蔓延。
4-3-2 防煙區劃
從以往火災案例之調查報告得知，煙對人之傷害遠較火為甚，罹難者多是
被濃煙嗆死，而非被火灼傷，此乃由於煙擴散的速率遠高於火勢之擴大速率；防
煙區劃之基本觀念，即在於防止煙之擴散，其種類可分為面積區劃、垂直區劃及
樓層區劃等三種。
1. 面積區劃：依建築法規規定，建築物中為防止濃煙擴散，應於樓地板面積較
大的使用空間，以分間牆或防煙壁設置適當的防煙區劃。由於火災所產生的
濃煙比重較空氣低，有往上竄升的現象，故一般無法以隔間牆區隔之大面積
區域，需於天花板處裝設至少五十公分高的防煙垂壁（為避免受高溫而膨脹
破裂，多採用不燃材料，如不銹鋼、鋁板、石膏板等，若用玻璃材質，則需
內覆鐵絲網補強），使濃煙限制於某一區域，不致擴散。
註：依據建築技術規則規定，建築樓地板面積在 500M2 以上者應設置排煙設
備，但每 100M2 以內以分間牆或防煙垂壁區劃分隔者免設。
2. 垂直區劃：將建築物中之垂直動線如樓梯間、電梯間、電扶梯或其他管道間
等易為濃煙擴散通道之垂直管道，以不燃材料作為區劃者；由於熱氣流在垂
直管道中有快速對流之特性，易產生煙囪效應而使濃煙經由開口及孔隙向其
他樓層流竄，以致於上述垂直管道常是煙毒擴散之要道，故在防煙設計上對
於垂直防煙區劃應予以特別重視。
3. 樓層區劃：天花板和樓地板間以面積、用途為區劃基礎所構成的空間，其目
01/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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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於防止煙毒往上面樓層擴散。

五、防火材料之種類
5 - 1 防火材料的基本要求
使用防火材料之目的為：
1. 防止起火。
2. 減緩火災蔓延。
3. 提供充足的人員逃生時間。
為達到減緩火災蔓延與發生，防火材料必須滿足下列要求：
1. 防止起火：利用特殊處理，提高防火材料的燃點。
2. 具耐燃性：才能防止火災擴大延燒而加大災區。
3. 防止建築物破壞：火災時鋼筋混凝土與鋼結構建築物之結構強度均會降低，
而提前破壞；防火材料必須使破壞的時間延後，以保障生命財產之安全。
5 - 2 防火材料之種類
由火災延燒歷程之各階段來看，火災舉動與材料特性之關聯性是從起火至
閃燃階段為止，其後燃燒現象之大小及火災之持續時間（旺盛期）則由室內可燃
物量及換氣狀態所決定。
建築用防火材料主要有：室內裝修（飾）的防焰材料與耐燃材料及構件（或
結構）的耐火材料等三大類，分述如下。
5-2-1 防焰材料
防焰材料主要係依消防法系之各項規定辦理（如消防法第十一條、消防法
施行細則第七條等）。
1.
2.
3.

用語定義：具有防止因微小火源而起火或迅速延燒性能的裝修薄材料或裝飾
製品。
功能：在微小火源狀態下，1.可避免引起著火。2.可防止擴大燃燒或自行熄
滅。3.燃燒時不易產生大量濃煙及有毒氣體。
範圍：木製地板、地毯、塑膠地磚、窗簾、布幕、沙發布、壁紙、壁布、薄
合板……等材料。

5-2-2 耐燃材料
耐燃材料主要係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八十八條之規定辦理。
該條法規依建築物用途樓層高度及樓地板面積等條件，規定其居室、通道等部位
之室內裝修必須使用不同等級之耐燃材料。
1.

用語定義：建築材料在火災初期承受高溫時，不易著火燃燒，且煙、熱及有
毒氣體的生成量均低者。

01/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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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功能：在火災初期高溫狀態下，1.可防止著火發生。2.可阻止火焰迅速延燒
及燃燒成長。3.受高溫或燃燒時，不易產生濃煙及有毒氣體。
範圍：天花板、牆壁及其他室內表面材料（不包含地坪材料）。
等級：耐燃材料用語對照表
定

建築技術規則用語 CNS 6532 用語

義

不燃材料

耐燃一級材料 在火災初期（閃燃發生前）時，不易發生燃
燒現象，亦不易產生有害之濃煙及氣體，其
單位面積之發煙係數低於 30，同時在高溫火
害下，不會有變形、龜裂、熔化等不良現象，
例如空心磚、矽酸鈣板、水泥礦纖板等。

耐火板

耐燃二級材料 在火災初期（閃燃發生前）時，僅會發生極
少燃燒現象，其燃燒速度極慢，單位面積之
發煙係數低於 60，同時在高溫火害下，不會
有變形、龜裂、熔化等不良現象，例如紙面
石膏板、木絲水泥板等。

耐燃材料

耐燃三級材料 在火災初期（閃燃發生前）時，僅會發生微
量燃燒現象，其燃燒速度緩慢，單位面積之
發煙係數低於 120，同時在高溫火害下，不
會有變形、龜裂、熔化等不良現象，例如耐
燃合板、蜂巢鋁板、玻璃纖維板等。

註：裝飾材料防焰性檢測標準
1. 壁紙、壁布、薄板、薄片等，依 CNS 7614「薄材料防焰性試驗法」辦理。
2. 裝飾纖維製品，依 CNS 10285「纖維製品防焰性試驗法」辦理。
3. 地坪材料，參考日本消防法施行細則第四條之三「地面覆物試驗法」辦理。
5-2-3 耐火材料
耐火材料主要係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七十及七十五條之規定
辦理。第七十條規定主要構造之柱、梁、牆、樓板及屋頂等部分，依樓層位置需
有不同等級防火時效，分為半小時、一小時、二小時及三小時等四種；第七十五
條規定防火門窗分為甲、乙兩種。
Ø 用語定義─在火災旺盛期高溫燃燒時，具有抵抗高溫的隔熱性、遮焰性及穩
定性等性能之構件（或構造）材料。
Ø 功能─火災旺盛期高溫燃燒時：
(1) 可隔絕高溫的傳導，使構件背面（受熱之另一面）溫度不易超過標準，
不會因熱能輻射傳導而導致構件背面區域延燒之可能。
(2) 可阻止結構因火焰貫穿而引起受災面積擴大之危險。
(3) 在高溫加熱及外力破壞下，可避免局部破壞或裂縫，而保障構件或結構
安全。
01/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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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使用場所─應為防火建築物或防火構造者。
Ø 種類（等級）：
(1) 主要構造之柱、樑、牆、樓板及屋頂（依 CNS 12514「建築物構造部分
耐燃試驗法」規定辦理）。
ü 半小時防火時效─加熱溫度達 840℃。
ü 一小時防火時效─加熱溫度達 925℃。
ü 二小時防火時效─加熱溫度達 1010℃。
ü 三小時防火時效─加熱溫度達 1050℃。
(2) 防火門窗
ü 甲 A 種防火門窗─符合 CNS 11227「建築用防火門耐火試驗法」一
小時加熱試驗，且滿足隔熱性（背面溫度不超過 260℃）
、遮焰性及
穩定性之相關條件者。
ü 甲 B 種防火門窗─符合 CNS 11227 一小時加熱試驗，且滿足遮焰性
及穩定性之相關條件者。
ü 乙 B 種防火門窗─符合 CNS 11227 三十分鐘加熱試驗，且滿足隔熱
性（背面溫度不超過 260℃）、遮焰性及穩定性之相關條件者。
ü 乙種防火門窗─符合 CNS 11227 三十分鐘加熱試驗，且滿足遮焰性
及穩定性之相關條件者。

六、防火材料之檢驗與 C N S 相關規定
6 - 1 防火材料之檢驗
經濟部商檢局（自民國八十八年元月二十六日起與中央標準局合併為標準
檢驗局）依商品檢驗法第二條之規定，原有十九種建築防火（耐燃）材料列入應
施檢驗品目，列舉如下：岩棉襯板、岩棉裝飾吸音板、木片水泥板、木絲水泥板、
普通石膏板、防潮石膏板、強化石膏板、粉刷水泥板、石綿水泥板、珍珠岩板、
矽酸鈣板、爐渣石膏板、無機纖維強化石膏板、耐燃合板、防焰合板等十九種。
另標準檢驗局與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合作，已於八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公
告將建築用防火門列入應檢驗品目，檢驗範圍限高三公尺乘寬三公尺以下之建築
用防火門，試驗地點為位於台北縣五股工業區之防火試驗室。
6 - 2 防火材料與 C N S 規範
目前 CNS 中有關建築物防火性能的標準共有 55 種，其中有關性能規定之標
準有 25 種，詳下表：
類 別
構件防火性能規定

01/02/20

標 準 總 號 / 類 號
標 準 名 稱
CNS 4212 A2059
防火鐵捲門
CNS 7184 Ａ2101
鋼製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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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劑及防火塗料
之防火性能規定
材料防火性能規定
A.無機礦物板

B.水泥質複合板

C.纖維板

D.木質板

其他防火性能規定

CNS 7477
CNS 8078
CNS 8184
CNS 11728

A2105
Ａ2122
A2125
K2146

鋁合金製門
建築用組件─混凝土牆壁嵌版
建築用組件─鋼製牆壁嵌板
建築用防火塗料

CNS 4458
CNS 4965
CNS 10994
CNS 11267
CNS 11701
CNS 3802
CNS 9456
CNS 11697
CNS 13777
CNS 9907
CNS 9909
CNS 9911
CNS 10468
CNS 12349
CNS 11668
CNS 11669
CNS 12893
CNS 10679
CNS 13430

A2061
Ａ2070
A2177
R2178
A2194
A2048
Ａ2142
A2192
A2266
O1025
O1026
O1027
O1029
A2225
Ｏ1039
O1040
A2248
A3198
R1021

石膏板
吸音用開孔石膏板
岩棉裝飾吸音板
石棉板
岩棉襯板
纖維水泥板
木絲水泥板
屋面用石棉水泥板
纖維強化水泥板
硬質纖維板
半硬質纖維板
隔熱軟質纖維板
吸音用軟質纖維板
裝飾硬質纖維板
防火合板
抗燃合板
建築用耐燃木材
木造建築物防火用水泥砂漿施工法
耐火材料詞彙

此外，有關檢試驗方法之標準有 30 種，分述如下：
類 別
標 準 總 號 / 類 號
標 準 名 稱
構造耐火檢（試）驗 CNS 10147 A3184
屋頂防火檢驗法
法
CNS 10148 A3185
建築物木構造部分防火檢驗法
CNS 12513 A3304
建築物不燃構造部分防火檢驗法
CNS 12514 A3305
建築物構造部分耐燃檢驗法
構件耐火檢（試）驗 CNS 11227 A3223
建築用防火門耐火試驗法
法
材料耐燃或防焰檢
（試）驗法
A.無機礦物板
CNS 4459 A3073
石膏板檢驗法
CNS 4966 A3018
吸音用開孔石膏板檢驗法
CNS 10995 A3213
岩棉裝飾吸音板檢驗法
CNS 11702 A3243
岩棉襯板檢驗法
B.水泥質複合板
CNS 2465 A3057
木絲水泥板檢驗法
CNS 3903 A3063
纖維水泥板檢驗法
01/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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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標 準 總 號 / 類 號
標 準 名 稱
CNS 11698 A3241
屋面用石棉水泥板檢驗法
CNS 13778 A3357
纖維強化水泥板檢驗法
C.纖維板
CNS 9908 O2052
硬質纖維板檢驗法
CNS 9910 O2053
半硬質纖維板檢驗法
CNS 9912 O2054
隔熱軟質纖維板檢驗法
CNS 12350 A3278
裝飾硬質纖維板檢驗法
D.木質板
CNS 3514 Z3009
經處理木材可燃性試驗法（焚燒管儀
器法）
CNS 3580 Z3010
經處理木材可燃性試驗法（格架試驗
法）
CNS 6718 O2028
木材引燃性試驗法
CNS 8736 O2049
防火合板抗燃性檢驗法
CNS 8737 O2050
抗燃合板抗燃性檢驗法
CNS 8738 O2051
抗燃合板燃氣有害性檢驗法
CNS 12894 A3320
建築用耐燃木材檢驗法
E.纖維織物（薄材料）CNS 7058 L3107
地毯類織物防焰性試驗法─熱金屬
螺帽法
CNS 7496 L3121
地毯類織物防焰性試驗法─表面燃
燒試驗法
CNS 10258 L3196
纖維製品防焰性試驗法
F.綜合性
CNS 6532 A3113
建築物室內裝修材料之耐燃性試驗
法
CNS 7614 A3125
薄材料防焰性試驗法
CNS 11421 R3127
耐火原料耐火度試驗法
上述標準中，目前最常使用之建築材料防火性能檢驗標準主要如下：
1. 建築防焰材料
(1) CNS 7614 「建築用薄材料防焰性試驗」
：適用於厚度 5mm 以下之薄材料（木
質板）
(2) CNS 8736 「防火合板抗燃性檢驗法」：適用於防火合板。
(3) CNS 10285 「纖維製品防焰性試驗法」：適用於纖維製品的薄材料。
(4) CNS 13591 「梭織地毯」及 CNS 13592「植簇地毯」：適用於舖地用地毯，
但方塊型地毯除外。
2. 建築耐燃材料
CNS 6532 「建築物室內裝修材料之耐燃性試驗法」。
裝修材料耐燃性判定標準如下：
試驗別

判定項目

基材試驗

爐內最高溫度（起始
溫度 750±10℃）

01/02/20

一級

合 格 基 準
二級

三級

不超過 8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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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氣溫度曲線
（著火性）
表面試驗

溫度時間面積
（發熱性）
發煙係數（CA）
餘焰
龜裂

加熱試驗開始至終 加熱試驗開始 3 分 加熱試驗開始 3 分
了未超過標準溫度 鐘內未超過標準溫 鐘內未超過標準溫
曲線
度曲線
度曲線

無

100 以下

350 以下

30 以下

60 以下
120 以下
加熱結束後未超過 30 秒
背面寬度達到板厚 1 10 以上之貫穿裂隙

註：表面試驗加熱時間，耐燃一、二級為 10 分鐘，耐燃三級為 6 分鐘
3. 建築用防火門、防火捲門
CNS 11227 「建築用防火門防火試驗法」
4. 建築用耐火牆
CNS 12514 「建築物構造部分耐燃試驗法」

七、捷運工程之防火設計
台北捷運系統之消防設計係以美國國家消防協會（National Fire Protection
Association，NFPA）專門針對定軌運輸系統設計的 NFPA-130 規範為藍本，但也
同時必須配合本地建築法規及消防法令。依據本局頒訂之「台北都會區大眾及運
系統規劃手冊」中規定，捷運車站之防火設計，應包括下列各項：
1. 防火措施。
2. 火災控制設施。
3. 火災偵測系統。
4. 煙霧偵測系統。
5. 逃生方式。
6. 消防員進入車站之通路。
7. 滅火方式。
7 - 1 防火措施
選擇適當的材料與設備，並減少潛在火源，以盡量降低發生火災之危險。
在車站規劃上，潛在火源應以下列方法予以減少：
1. 使用非燃燒性或煙霧遲緩劑（smoke retardant）之材料。
2. 提供易於保養設備及車站清潔之車站配置。
3. 設置特殊空間除放易燃材料（如漆、油等）。
4. 禁止在員工區使用瓦斯烹調設備。
5. 禁止抽煙。
6. 設置煙灰缸及垃圾筒。
7. 完善之站管（housekee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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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2 火災控制設施
藉由防火區劃、煙霧抽排及圍堵等方法以控制火及煙之擴散。
7-2-1 防火區劃
防火區劃旨在限制火災面積，遏阻火勢蔓延。區劃係由部分車站所組成，
或以牆、地板及 或門等與鄰近部分分隔的構造物所組成。在火災發生時，任何
開口必須能予密閉，例如管道開口需以防火風門（fire damper）封閉。防火時效
係按照各空間之火災負荷（fire load）之程度及毗鄰地區之所需防護程度而予以
選擇。
除車站公共區外，防火區劃面積不得超過 1500m2，地下捷運車站以使用空
間之性質區分，分成公共區及非公共區，防火區劃亦依此原則劃分為公共區域及
非公共區域，兩者以鋼筋混凝土牆或空心磚牆及二小時防火門劃分。非公共區內
較易產生火災之電力機房等部分，其隔間牆及防火門均規定其防火時效需達三小
時，且需輔以各式消防設施。
防火區劃內之門應具有以下之防火時效：
Ø 3 小時防火區劃者亦需具有 3 小時之防火時效。
Ø 2 小時防火區劃者需有 1.5 小時之防火時效。
Ø 1 小時防火區劃者需有 0.75 或 0.5 小時之防火時效。
註：若國內可測試檢驗，則防火時效無需折減。
7-2-2 煙之控制
捷運系統規劃手冊內規定，地下車站之通風系統設計，應能於火災發生時
將煙霧加以抽排。原本地下車站均將大廳層公共區與月台層公共區視為二個排煙
區，火災時自火災受信總機取得火災警訊後，即啟動排煙系統。至於車站之非公
共區，當自火災受信總機取得火災警訊後，環控系統將切斷相關房間之送風及回
風，以隔離災區阻止煙霧擴散。
捷運車站之排煙模式原本依照 NFPA-130 規定實施，但由於近年來國內消防
法規及權責單位的成立，對於本局以往依照國外法規完成之消防設計，提出許多
修正意見，以排煙模式為例，經過相關單位的意見及淡水線通車前的實際測試，
本局目前在排煙設計上做了下列重大改變：
1. 由全區排煙改為分區排煙，配套措施為增設防煙垂壁及防煙區劃，排煙口增
設排煙閘門，平時保持關閉。
2. 排煙管改為專用，不與空調共用。
3. 每一防煙區劃增設排煙專用偵煙器迴路，並與防煙區劃內之排煙閘門連動。
4. 每一防煙區劃內增設手動開關。
5. 增加排煙受信總機。
其中以防煙垂壁為例，雖然民國七十八年「建築技術規則」修訂第十八版
時就已增訂「地下建築物」章節，要求地下建築物需做防煙區劃、防煙垂壁及排
煙系統。但因當時歐美各國捷運系統皆未設置防煙區劃及防煙垂壁，且總顧問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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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捷運地下車站所採用之建材皆為防火或耐燃等級，不致造成火災及煙災，而當
時許多土建、水電及環控標皆已設計完成，且土建工程已經進行，若因法規之增
修而變更設計，勢必造成工程進度之嚴重遲延，故當時本局採納總顧問建議，將
捷運地下車站視為特種建築物，不因法規之增修而辦理變更設計。
後來由於消防法規的日趨嚴格及主管單位的堅持，本局仍被要求增設防煙
區劃及防煙垂壁。經內政部消防技術審議委員會第三十一次會議決議，捷運地下
車站除乘降場外，每五百平方公尺仍應設置防煙垂壁，防煙垂壁應採固定方式設
置（如有妨礙通行時，得設置可動式），並與偵煙式探測器連動，該垂壁應能自
天花板線下垂達 0.5 公尺以上。
由於過去車站之排煙設計並未要求防煙垂壁，後為配合消防法規而設置，
曾經影響本局各土建工程標之進度甚鉅，此因其設置將影響車站天花板高度，進
而影響牆面裝修材料之安裝，以致許多標在結構體完成後，因為防煙垂壁之規範
遲遲未能確定，使裝修工作無法進行而進度停頓。然而由於生命無價，消防設施
亦為日後捷運通車前之檢查重點，故一時之工程進度損失，若能換得日後乘客更
大的安全保障，就整體社會成本而言，仍應是值得的。
7-2-3 逃生方法
7-2-3-1 公共區
在車站設計上，係以下列模擬實際之最壞情況作為發生火災時公共區旅客疏
散上的考量。假設有一誤點且失火之列車在尖峰時刻進入車站。在此情況下，必
須具有足夠之疏散路徑，在 4 分鐘內疏散月台上所有的旅客，並在 6 分鐘內將月
台最角落的旅客疏散至安全地點。
逃生路徑之規劃，需使任何旅客在面對火災發生時，皆能及時走避並安全逃
離。在此前提下，至逃生路徑（進出口、自動電扶梯或樓梯）之最大距離不得超
過 60m。然而僅具單方向逃生之處，其至逃生路徑之距離應小於 40m。
7-2-3-2 非公共區：
1. 車站之非公共區需作防火區劃，並以火災偵測器及警報系統涵蓋全區。
2. 自任何地點至安全地方之逃生距離，視其有無替代之逃生路徑而定。在僅有
單一逃生方向之處，逃生距離不得超過 20m；在有一個以上逃生方向之處，
逃生距離不得超過 40m。
3. 在封閉的地面車站及地下機場或調車廠內，其通往最近逃生處的距離不得超
過 122 公尺。
以上公共區及非公共區之逃生規定，均會影響車站設計時出入口多寡之考量。

八、結 語
對位處地震帶的台灣而言，建築設計時通常最為重視的是結構耐震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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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土木相關科系也視其為結構學授課及考試的重點。然而事實上，由於經濟發
展導致人口密集及社會型態的複雜化，火災的發生機率大增，對於建築物及人員
生命財產安全的威脅已遠超過地震的危害，故理應獲得更高的重視。
要減少火災的傷害除了要求人員小心，避免產生火源外，建築物在規劃設
計時，設計者亦應以整體防火的觀念，依據現有建築及消防相關法規，在空間規
劃上，安排適當的防火及防煙區劃，侷限火災及煙毒範圍，避免火勢蔓延；在人
員逃生方面，規劃適當的逃生動線及縮短逃生路徑，爭取逃生時間；在建築及裝
修材料的選擇上，選用防焰及耐燃的防火材料，以減少火源及確保結構安全；在
消防設計上，則應裝設火警偵測系統，排煙設施、自動灑水設備並規劃適當的消
防人員進入路線。
由於都市化的加深及建築物日漸高層化、大型化、複雜化的趨勢，使得營
建工程的消防要求日漸提高。而消防單位位階的提昇，消防法規的陸續制訂，均
顯示政府對建築物火災防止的重視。惟相較豐沛的民間資源而言，政府機構的效
能及效率畢竟有限，國內若能比照美國 UL、NFPA 等制度，結合民間機構的努
力，成立專責的防火研究及認證機構，相信對於消防制度的推動及防火材料的推
廣，會有更大的效益。
此外，以執行面而言，目前工程界使用防火材料常遇到的問題，就是法規
及 CNS 規範制訂的速度跟不上材料的演進，且目前國內尚無足夠的防火試驗單
位，以致許多試驗無法在國內進行測試，徒增工程人員之困擾。過去捷運工程就
遇到許多類似問題，例如當初防火門之防火時效測試，由於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的
防火試驗室尚未成立，以致早期發包之部分標別甚至要將防火門送到國外測試，
方能取得驗證。故期盼在建築、消防法規及 CNS 規範的嚴格要求外，主管單位
亦能考量試驗單位及試驗能力的提昇，方能使防火材料之檢驗制度落實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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