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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已將 110.06.25 新修正的設置標準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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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
全管理辦法
A＝（1－cosθ）
A＝（1－cosθ）
三、建築物之地下層在四層以上且地下層樓地板
面積合計在三千平方公尺以上之地下層。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場所。
參酌日本消防法施行規則第 12 條第 1 項第 8 款
規定，明定應設置防災監控系統綜合操作裝置之
場所。

四、固定放置於取用方便之明顯處所，並設有以
紅底白字標明滅火器字樣之標識，每字在二十平
方公分以上。但與室內消防栓箱等設備併設於箱
體內並於箱面標明滅火器字樣者，其標識顏色不
在此限。
圖 69-2 固定式低發泡泡沫放出口之計算流程圖
或 035MPa 以上。
差動式分布型熱半體式探測器
前項鳴動經過十分鐘以內之一定時間或受信總
機再接受火災信號時，應立即全區鳴動。

修正後條文
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處理
場所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
A＝B（1－cosθ）
A＝B（1－cosθ）
三、地下層在四層以上，且地下層樓地板面積合
計在三千平方公尺以上建築物之地下層。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供公眾使用之場
所。
為因應建築物之複雜化及大規模化，實務上針對
消防安全設備之監控或操作介面有整合於防災
監控系統綜合操作裝置之需求，以利即時監控、
操作及蒐集救災資訊，故參酌日本消防法施行規
則第 12 條第 1 項第 8 款規定，明定應設置防災
監控系統綜合操作裝置之場所。
四、固定放置於取用方便之明顯處所，並設有以
紅底白字標明滅火器字樣之標識，其每字應在二
十平方公分以上。但與室內消防栓箱等設備併設
於箱體內並於箱面標明滅火器字樣者，其標識顏
色不在此限。
圖 69-2 固定式低發泡泡沫頭之計算流程圖
或 0.35MPa 以上。
差動式分布型熱半導體式探測器
四、前三款之鳴動於十分鐘內或受信總機再接受
火災信號時，應立即全區鳴動。

(圖 113 抽換)

音量致難以聽到火警警鈴聲響或辨識緊急廣播
語音
九、受信總機應具有一定時間內或接受新的火災
信號時，強制地區警報音響裝置鳴動之功能。
總樓地板面積未達三百五十平方公尺之建築物
（符合第十九條第一項第四款所定之樓層及場
所用途分類者，為該層樓地板面積）
，得設置單
回路火警受信總機，其裝置不受前項第一款、第
三款至第五款之限制。
T＝T1＋T2＋5 秒
T：發報時間（「檢修申報作業基準」稱探測器動
作時間）
九、 第九款係參酌日本消防法施行規則第 24 條
第 1 項第 2 款第 3 目規定，為使地區音響警報裝
置經操作停止後，火警受信總機於一定時間內或
再接受新的火災信號時，應強制開啟地區音響警
報裝置之鳴動功能。復按火警受信總機認可基準
壹、肆、(一)「整體之構造、材質及性能」第十

音量或封閉式隔間等特性，致難以聽到火警警鈴
聲響或辨識緊急廣播語音
九、受信總機應具有於接受火災信號後一定時間
內或再接受火災信號時，強制地區警報音響裝置
鳴動之功能。
總樓地板面積未達三百五十平方公尺之建築
物，得設置單回路火警受信總機，其裝置不受前
項第一款及第三款至第五款之限制；符合第十九
條第一項第四款所定之樓層及場所用途分類，且
該層樓地板面積未達三百五十平方公尺者，亦
同。
T＝T1＋T2(＋5 秒)
T：發報時間
九、第九款係參酌日本消防法施行規則第 24 條
第 1 項第 2 款第 3 目規定，為使地區警報音響裝
置經操作停止後，火警受信總機於接受火災信號
後一定時間內或再接受火災信號時，應強制開啟
地區警報音響裝置之鳴動功能。而所定「一定時
間」依火警受信總機認可基準第 1 點第 4 款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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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點規定，本款所定一定時間係指五分鐘以內之
任意時間，但一定時間可設定者，得為十分鐘以
內，並應具有五分鐘以下之設定值；接受新的火
災信號係指受信總機再次接受火災信號或接受
由火警發信機發出之火災信號。
總樓地板面積未達 350 平方公尺（第 19 條第 1
項第 4 款所定之樓層及場所用途分類者，為該層
樓地板面積）之小規模場所，
除依屋內線路裝置規則外，
一、 本條主文⋯⋯除依「屋內線路裝置規則」
外⋯⋯，「屋內線路裝置規則」經濟部已於 107
年 7 月 17 日修正名稱為「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
則」
（餘下同）
。第 1 款常開式探測器信號回路（應
修正為「迴路」以符合電工用語）係指探測器迴
路於未設終端電阻時，並無迴路電流。
除依屋內線路裝置規則外，
一、 本條主文⋯⋯除依「屋內線路裝置規則」
外⋯⋯，「屋內線路裝置規則」經濟部已於 107
年 7 月 17 日修正名稱為「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
則」
。
(圖 141-3 抽換，如表後附)
除依屋內線路裝置規則外，
一、 本條主文⋯⋯除依「屋內線路裝置規則」
外⋯⋯，「屋內線路裝置規則」經濟部已於 107
年 7 月 17 日修正名稱為「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
則」
。
依屋內線路裝置規則外
一、 本條主文⋯⋯依「屋內線路裝置規則」外
⋯⋯，
「屋內線路裝置規則」經濟部已於 107 年 7
月 17 日修正名稱為「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
。
設有隨時可自動關閉之甲種防火門（不含防火鐵
捲門），
二、第 2 款規定之說明如圖 159-2 所示。惟於民
國 92 年 8 月 19 日「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
編」已取消原第 76 條之防火門甲乙種及 AB 類
的分級，代之以防火時效及阻熱性做為防火門的
性能判定，本款應依建築技術規則修正「甲種防
火門」用語較為妥適。
防災監控系統綜合操作裝置之緊急電源除準用
第三十八條規定外且供電容量應供其有效動作
二小時以上。

目之 19 規定辦理；再接受火災信號係指受信總
機再次接受火災信號（如來自其他火警分區之火
災信號）或接受由火警發信機發出之火災信號，
應立即使地區警報音響裝置切換為鳴動狀態，不
受上開一定時間之限制。
總樓地板面積未達 350 平方公尺或符合第 19 條
第 1 項第 4 款所定之樓層及場所用途分類，且該
層樓地板面積未達 350 平方公尺之小規模場所，
除依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外
一、本條規定火警自動警報設備配線之法源為經
濟部公告之「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第 1 款
常開式探測器信號回路，係指探測器回路於未設
終端電阻時，並無迴路電流。

除依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外
一、本條規定緊急廣播設備配線之法源為經濟部
公告之「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
。

除依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外
一、本條規定瓦斯漏氣火警自動警報設備配線之
法源為經濟部公告之「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
則」。
依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外
一、本條規定出口標示燈及避難方向指示燈配線
之法源為經濟部公告之「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
則」。
設有隨時可自動關閉之具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
之防火門（不含防火鐵捲門）
二、第 2 款規定之說明如圖 159-2 所示。

防災監控系統綜合操作裝置之緊急電源準用第
三十八條規定，且其供電容量應供其有效動作二
小時以上。
三、第 3 款「防災監控系統綜合操作裝置」之規
定係鑑於防災監控系統實務設計係以整合火警
受信總機、緊急廣播、通話連絡、緊急發電機、
(增補釋義三)
探測器、滅火設備及排煙設備等於一整合介面，
俾利監控或操作，包括硬體及軟體，為更切合其
功能定義，故明訂之。至「防災監控系統綜合操
作裝置」請參閱認定基準。
屬疊氮化合物或含有以上任一種成分之物品且
屬疊氮化合物，或含有以上任一種成分之物品且
供作爆炸物原料使用，
供作爆炸物原料使用，
金屬疊氮化合物且含有以上任一種成分之物品
金屬疊氮化合物，或含有以上任一種成分之物品
或供作爆炸物原料使用，或高閃火點物品其操作 且供作爆炸物原料使用，或高閃火點物品者，不
溫度未滿攝氏一百度者，不列入管制量計算。
列入管制量計算。
金屬疊氮化合物或含有以上任一種成分之物品
金屬疊氮化合物，或含有以上任一種成分之物品
且供作爆炸物原料使用，或高閃火點物品，其操 且供作爆炸物原料使用，或高閃火點物品其操作
作溫度未達攝氏一百度者，不列入管制量計算。 溫度未滿攝氏一百度者，不列入管制量計算。
金屬疊氮化合物或含有以上任一種成分之物品
金屬疊氮化合物，或含有以上任一種成分之物品
且供作爆炸物原料使用，或高閃火點物品其操作 且供作爆炸物原料使用，或高閃火點物品者，不
溫度未滿攝氏一百度者，不列入管制量計算。
列入管制量計算。

除依屋內線路裝置規則外
一、 本條主文⋯⋯除依「屋內線路裝置規則」
外⋯⋯，「屋內線路裝置規則」經濟部已於 107
年 7 月 17 日修正名稱為「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
則」（餘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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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6.耐燃耐熱配線(一一九火災通報裝置)抽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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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火警發信機兼作其他消防安全設備之啟動
裝置者：標示燈回路應採耐熱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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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3

緊急電源之裝置應採耐燃保護；其控制回路：
得採耐熱保護。
防災監控系統綜合操作裝置與消防安全設備間
之配線應採耐熱保護
L13 以後全數刪除並更新

除依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外
一、本條規定緊急供電系統配線之法源為經濟部
公告之「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
。

註一：火警發信機兼作其他消防安全設備之啟動
裝置者：火警發信機及標示燈回路應採耐熱保
護。
緊急電源之裝置：應採耐燃保護；其控制回路：
得採耐熱保護。
防災中心所設監控操作裝置與消防安全設備間
之配線應採耐熱保護
本書之編成係依「中華民國 110 年 06 月 25 日台
內消字第 1100821034 號公告修正「各類場所消
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部分條文，除第 113 條自
中華民國 111 年 7 月 1 日施行外，其餘條文自中
華民國 110 年 6 月 25 日施行。
修正目的、意旨及要點：
茲因 109 年 4 月 26 日錢櫃 KTV 發生火災造成
5 人死亡、49 人受傷送醫，是類場所有播放音
樂、歌唱及封閉式隔間等特性，易對火警警鈴或
緊急廣播聲響造成干擾，為確保消費者得即時並
清楚獲知火災訊息，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設置及
功能須有強化之措施。此外，建築物之地下層使
用空間隨著人口分配狀態而有深層化、大規模化
之趨勢，為利蒐集即時救災資訊及通訊聯繫有防
災監控系統綜合操作裝置、無線電通訊輔助設備
之需求，及為配合國內消防車輛採水裝備規格，
爰修正本標準部分條文，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配合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
準暨安全管理辦法名稱修正為公共危險物
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處理場所設
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爰修正相關條文引
用之法規名稱。
（修正條文第 4 條及第 193
條）
二、消防搶救上之必要設備種類增列防災監控系
統綜合操作裝置，及其應設場所與設置規
定。
（修正條文第 11 條、第 30 條之一、第
192 條之一及第 238 條）
三、增列應設置無線電通信輔助設備之場所。
（修
正條文第 30 條）
四、修正滅火器之標識規定。
（修正條文第 31 條）
五、修正一定規模以上場所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
鳴動方式。
（修正條文第 113 條）
六、修正不適用偵煙式或熱煙複合式局限型探測
器之處所得選設探測器種類之規定。
（修正
條文第 117 條）
七、增訂歌廳、舞廳、夜總會等類似場所於火警
發生時，其受信總機應連動停止相關娛樂用
影音設備。另增訂受信總機應具有強制開啟
地區警報裝置鳴動之功能，及小規模場所得
設置單回路受信總機之規定。
（修正條文第
125 條）
八、配合屋內線路裝置規則名稱修正為用戶用電
設備裝置規則，爰修正相關條文引用之法規
名稱。
（修正條文第 127 條、第 139 條、第
144 條、第 156 條及第 23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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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操作盤
引擎 —

瓦
斯
濃
度

九、刪除火警標示燈透明罩為圓弧形及裝置後突
出牆面之規定。
（修正條文第 130 條）
十、參照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規定，修
正防火門以防火時效表示。
（修正條文第 159
條）
十一、刪除連結送水管中繼幫浦二次側得選設出
水口之規定。
（修正條文第 183 條）
十二、修正消防專用蓄水池之採水口口徑及螺牙
型式。
（修正條文第 185 條）
十三、增列排煙口開啟時應連動停止空氣調節及
通風設備運轉之規定。
（修正條文第 188 條）
十四、增列共構建築物內二處以上場所設有無線
電通信輔助設備時，應有能使該設備訊號連
通之措施。
（修正條文第 192 條）
十五、修正顯著及一般滅火困難場所之認定要
件，公共危險物品供作爆炸物原料使用者得
免列入管制量計算。
（修正條文第 194 條及
第 195 條）
十六、增列公共危險物品等場所泡沫滅火設備之
（修正條
消防幫浦出水量準用第 77 條規定。
文第 221 條）
十七、配合本標準 97 年 5 月 15 日修正發布時，
業將第 222 條第 3 款移列為同條第 2 項，爰
修正乾粉滅火設備援引規定。
（修正條文第
223 條）
十八、增列一一九火災通報裝置配線之規定。
（修
正條文第 236 條）
防災監控系統綜合操作裝置
引擎 ○
台灣(一般建築物) 120 min 以上

台灣(一般建築物) —

瓦斯漏氣
濃度曲線

瓦
斯
濃
度

警報設定值

瓦斯漏氣
濃度曲線
警報設定值
蓄積時間

時間

警報

警報
警報延遲型(A)

即時警報型

瓦
斯
濃
度

時間

瓦斯漏氣
濃度曲線
警報設定值

瓦
斯
濃
度

瓦斯漏氣
濃度曲線

警報設定值

蓄積時間
時間

不警報

警報(較早)

警報延遲型(B)

瓦
斯
濃
度

反限時警報型(A)

瓦斯漏氣
濃度曲線
警報設定值

警報(較遲)

反限時警報型(B)

時間

時間

瓦
斯
濃
度

警報設定值
瓦斯漏氣
濃度曲線
不警報

反限時警報型(C)

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