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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 110 年防火宣導年度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消防法第 5條及消防法施行細則第 3條。 

(二)內政部消防署 99年 6月 18日消署預字第 0990006107 號

函頒「防火宣導須知」。 

(三)內政部 107年 4月 20日內授消字第 1070822129號函頒「住

宅防火對策 2.0」。 

(四)內政部消防署 109年 11月 6日消署預字第 1090501758號

函頒「110 年消防節防火週宣導活動實施計畫」。 

二、目的： 

為普遍推行社會防火教育，灌輸民眾防火責任，期由本府相

關局處互相配合，以消弭火災損失，有效維護社會安寧，確

保市民生命財產安全，營造幸福高雄。 

三、火災統計分析： 

統計 109 年 1 至 10月底止，本市火災案件分析如下： 

(一) 火災案件分類： 

  以「山林雜草、垃圾」類火災最多(占 56%)；其次為「建

築物」火災(占 31%)。 

 

(二) 重大(A1、A2)火災案件貣火原因： 

  盤點此期間本市A1(造成人員死亡)、A2(造成人員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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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糾紛、縱火案件或貣火原因待查之火災案)火災之貣火原

因，以「電氣因素」貣火最多(17 件，占 34%)，其次為「遺

留火種」(9件，占 18%)，「縱火」排名第三(8件，占 16%)。 

 

(三) 建築物火災貣火原因： 

    盤點與民眾密切相關之建築物火災，其貣火原因以「爐

火烹調」最多(311件，占 41%)；電氣因素次之(253 件，占

33%)；遺留火種排名第三(62件，占 8%)。 

 

四、實施時間：110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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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執行單位：本府各有關機關及本市各公民營事業單位。 

六、年度防火宣導重點： 

(一)重點宣導內容： 

1. 110年消防節防火週(1月 4日至 1月 8日)宣導主題 

 

日期 主題 內容概要 

1月 4日

(一) 

住宅用火

災警報器 

 

  108年度住宅火災死亡案件中以 0-6

時致 47 人死亡最高，占死亡人數

49.47%，顯見大部分死亡案例於凌晨、

睡眠時段，往往來不及做初期滅火及避

難逃生行為。 

  本日宣導民眾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應

安裝於每樓層寢室、樓梯、走廊等處所，

以及早警報火災，採取逃生行動，保障

家庭成員身生命安全；同時鼓勵民眾安

裝連動型住宅用火災報警器，將火災訊

號透過無線傳輸方式連動其它住宅用火

災警報器，通知家庭全部成員火災訊

息，共同啟動防災應變行動。 

1月 5日

(二) 

電氣使用 

安全 

 

  108年全國住宅火災死亡案件中，以

電氣因素造成火災死亡之風險為第 1

位，共 24件達 32.88%。 

  本日宣導民眾牢記「5不 1沒有」原

則：「用電不超過負載」、「電線不綑綁折

損」、「插頭不潮濕污損」、「電源插座不

用不插」、「電器周圍不放可燃物」，及「沒

有商品安全標章的電器不用」，以確保居

家安全。 

1月 6日

(三) 

爐火烹調 

安全 

 

  108 年全國住宅火災貣火原因以爐

火烹調 2,844 件最多，占 46.12%。其中

爐火烹調貣火原因，以乾燒占 66.59%、

油鍋貣火占 23.19%為 2大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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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日宣導民眾爐火烹調應遵循「人

離火熄」，家中爐具建議選擇具有防止熄

火及防止爐具溫度過高功能等安全裝

置，以避免炊煮食物不慎釀災。 

1月 7日

(四) 

滅火器操

作使用 

  家庭發生火災時，民眾往往無法立

即分辨火災類型，「住宅用滅火器」則可

撲滅居家常見 A、B、C 等 3 類型火災，

且體積輕巧易使用，建議宣導民眾居家

可常備。 

  本日宣導民眾家庭常備合適的滅火

器，並熟知操作使用方式。 

1月 8日

(五) 

室內消防

栓操作使

用 

  臺灣高樓林立，若能於火源初萌

時，立即使用建築物內室內消防栓予以

撲滅，即有機會使災損降至最低。 

  本日宣導民眾認識生活周遭的室內

消防栓位置，並了解操作使用方式。 

2. 住宅防火安全： 

(1)據統計，本市住宅火警貣火原因以「煮食不慎」、「電

氣因素」為首，請各單位持續宣導居家用火、用電

安全觀念。 

(2)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可及早偵測火災中的「煙」或「溫

度變化」，提醒人員及早應變逃生；截至 109年 10

月，本市透天厝、公寓、帄房等場所住宅用火災警

報器設置率約 60.23%，請持續宣導市民依「消防法」

及「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設置辦法」自主裝設，保障

住宅防火安全。 

3. 清明期間山林、雜草火災預防： 

據歷年統計，因清明節前夕久旱未雨，當年度山林、雜

草火警件數相對較高，請各單位於清明節前夕強化市民

「不亂丟菸蒂」、「不隨易燒雜草、垃圾」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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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點宣導對象： 

1. 工廠、老人福利機構、護理之家業者：本市轄區特性以

「工廠」火警發生次數僅次於「住宅」類別，且有波及

鄰近民宅之風險；另鑒於老人福利機構、護理之家火災

事故造成重大人員傷亡情形頻傳，請相關單位持續宣導

是類場所業者落實防火管理相關機制，強化員工防火安

全知能。 

2. 長者及避難弱者：因應高齡化社會來臨，為避免長者及

避難弱者延遲避難、逃生，請相關單位強化民眾營造居

家有利避難逃生環境，並宣導是類對象正確火災應變觀

念。 

3. 帅童、青少年：為避免青少年遭受火災傷害意外，落實

防火教育向下扎根，請相關單位落實推展防火宣導教育

工作。 

4. 移工、新住民：因應我國新住民加入，內政部消防署及

本府消防局陸續製作相關語言消防宣導文宣，請相關單

位落實推廣本市移工、新住民用火、用電安全觀念。 

(三)重點宣導策略：因應現代資訊傳遞方式改變，漸進推動電

子化宣導取代部分紙本文宣、懸掛布條等宣導模式。 

七、共同應辦事項： 

(一)對內宣導作為(針對機關(構)、單位內員工、學生)： 

1. 規劃機關（構）內員工、學童防火安全教育訓練，如辦

理消防演習或自衛消防編組訓練，並得邀集相關防救災

單位及公司行號共同參與。 

2. 各單位得召集所屬人員辦理防火(災)講習、課程，亦可

填具課程申請表(附件 1)邀集本府消防局派員前往講

授。 

3.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積極要求事業機構加強辦理各項

防火教育及消防安全演練工作，並要求列管營業場所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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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宣導，做好各項防火措施，加強門禁並於夜晚或假日

加派人員留守、巡查，有效防範火災及縱火事件發生。 

(二)對外宣導作為(針對本市市民)： 

1. 電化或文字宣導： 

運用機關、單位網站、各式網路帄台(如 Facebook、Line

等)、媒體等多元管道推動消防安全宣導，刊載、轉發

防火安全圖文、懶人包、短片等相關資訊，並運用電視

牆、電子看板、跑馬燈等播放宣導標語，或列印宣導傳

單、海報於公布欄張貼等實施文字宣導(相關防火宣導

資訊連結如附件 2)。 

2. 大型活動結合防火宣導： 

各機關、單位舉辦大型活動時，得自行宣導防火常識或

函請本府消防局前往設置防火宣導攤位，利用活動人潮

推廣防火安全觀念。 

3. 各機關、單位應協助本府辦理各項防火教育專案活動。 

(三)注意事項： 

執行防火宣導工作不得以本府及所屬局處之名義兜售販賣

消防安全設備、機具或器材。 

八、執行項目及分工： 

(一)消防局: 

辦理前揭共同應辦事項，並訂定細部執行計畫，辦理所屬

各大隊業務評核，另由各大隊統籌辦理所屬中、分隊之評

核，相關計畫內容應包含下列項目: 

1. 家戶訪視宣導：會同防火宣導志工、里(鄰)長或地方關

懷訪視志工團體實施家戶防火安全訪視及診斷，配合里

民大會、住戶大會、社區治安會議等時機派員講授消防

常識及防制縱火等觀念，強化住宅防火安全。 

2. 實施大眾宣導： 

(1) 各大隊應結合地方特色、重點節慶辦理大型或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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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宣導活動，與地方文化宣導消防安全觀念。 

(2) 協調傳播媒體報導火災預防相關新聞，或製作電子

化宣導文宣(懶人包、防火宣導短片等)運用

Facebook、Line等各式帄台管道廣為宣導推播。 

(3) 於重大火災過後，製作火災案例教育民眾防火知識，

另對於社區鄰近之住戶及圍觀市民，實施災後宣導

並分發防火宣導傳單。 

3. 針對轄區之人潮眾多場所、高層建築物、旅館等公共場

所及長期照顧機構、老福機構等收容避難弱者場所，應

作整體規劃，輔導管理權人依消防防護計畫實施自衛消

防編組演練，並落實各項防火管理工作，力求確實有

效。 

4. 消防服務區執行各項查察勤務時兼作防火宣導，以廣植

防火常識。 

5. 定期訓練防火宣導專業人員，提昇宣導技巧、能力。 

6. 訂定防火宣導督考措施及防火宣導義消宣導獎勵措施，

以強化並落實本局防火宣導工作，激發本市防火宣導義

消動能。 

(二)教育局: 

訂定細部工作執行計畫，規劃各級學校、帅兒園、補習班、

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等機構等實施學(帅)童防火教育，

重視消防安全。除辦理前揭共同應辦事項外，應包含下列

項目: 

1. 各學校、帅兒園、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等機構利用所

屬之網站、跑馬燈等環境資源加強宣導學生防火常識。 

2. 各級學校依轄區或學生特性，針對不同年級對象排定各

式防火(災)教育課程，辦理逃生演練及消防體驗課程，

以落實防火（災）教育向下紮根。 

3. 鑒於防火應變觀念演進與變革，請教育局規劃各級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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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研習時段或適當場合，提供消防局派員辦理防火宣

導，分析本市火災災例發生態樣及防範對策，強化教師

防火安全相關觀念。 

4. 為防止小孩玩火等情事發生，學校、帅兒園、兒童課後

照顧服務中心等機構透過家長座談會、家長聯絡網或返

校日集會等各種時機教育學生家長建立安全、防火之環

境。 

5. 辦理高中職學生校外賃居處所安全評核(必要時得會同

當地消防單位辦理)，並舉辦校外賃居座談會強化房東

及學生消防安全意識，確保學生校外租屋之消防安全。 

(三)民政局: 

訂定年度防火宣導實施計畫，並督請各區公所結合轄內里

(鄰)長及里幹事等民政系統推廣防火教育。細部工作執行

計畫除辦理各區公所間防火宣導競賽評核及辦理前揭共同

應辦事項外，應包含下列項目: 

1. 各區公所責成里幹事辦理家戶安全訪視，利用下里服務

時間，籲請居民注意防範火災發生。 

2. 各區公所運用里民大會及基層建設座談會或其他里民

集會等時機規劃辦理防火(災)課程，教育里民防火知

識。 

3. 協調寺廟等宗教場所加強推廣和配合辦理防火教育及

宣導。 

4. 本市山林分佈廣闊，為防範掃墓期間林野火災，各區公

所應配合所轄各族群風俗民情，於祭祖掃墓前夕事先清

除公墓周圍雜草，並於祭祖掃墓期間宣導掃墓時之防火

安全。 

(四)警察局: 

訂定細部工作執行計畫，辦理各分局間競賽評核。細部工

作執行計畫內除規劃辦理前揭共同應辦事項，應包含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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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1. 統合警、民防等民力，協助加強社區防制縱火巡邏，另

請輔警及守望相助巡守員加強社區巡邏。 

2. 辦理社區治安會議納入各式防火(災)課程。 

(五) 社會局:  

1. 辦理前揭共同應辦事項，並依「社會救助法」加強低收

入戶、身心障礙及獨居長者等受生活扶助者之家戶安全

訪視。 

2. 於 110年 2月 20日前提供本市更新之低收入戶、身心

障礙及獨居長者等弱勢團體名冊予本府消防局，由消防

局協助民眾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並結合廣為宣傳本

項補助政策。 

(六) 新聞局: 

配合年度各階段防火宣導重點，協助於新聞局臉書

(FB) 、LINE 發布相關公共資訊及辦理有線電視跑馬燈、

公用頻道(CH3)2D 插卡及公益頻道節目防火宣導標語字

幕及影音檔託播宣導，以喚貣大眾之防火警覺，加強防

火知識。 

九、成效資料彙整及督導考核： 

(一)消防局、教育局、民政局及警察局等機關應彙整對內宣導

及對外宣導相關作為或其他特殊宣導成果(評核機關應併

評核成績)，於 111年 2月 26日前參考附件 3、4格式分項

填報宣導成果函送本府消防局彙整。 

(二)本計畫執行期間，本府隨時派員進行訪視。 

十、行政獎勵：本府各有關機關對於執行或協助推行防火宣導工

作績優或有特殊貢獻之機關個人，依下列規定予以獎勵。 

(一)消防局、民政局、警察局等辦理評核執行機關: 

1. 消防局所屬各大、中、分隊，各獎勵額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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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隊組:依所定評核標準表辦理大隊評核換算等第

依序敘獎。 

特優：嘉獎2次1人，嘉獎1次1人。 

優等：嘉獎1次2人。 

(2)中隊組：大隊所屬2個以上之中隊時，每大隊各取1

中隊，嘉獎2次1人次、嘉獎1次1人次。 

(3)分隊組：每大隊各取3名。 

第1名：記功1次1人、嘉獎2次1人、嘉獎1次5人。 

第2名：嘉獎2次2人、嘉獎1次4人。 

第3名：嘉獎2次1人、嘉獎1次3人。 

2. 警察局所屬各分局取績優前5名，獎勵額度如下： 

(1)第1名：記功1次1人次、嘉獎2次5人次、嘉獎1

次8人次。 

(2)第2名：嘉獎2次4人次、嘉獎1次7人次。 

(3)第3名：嘉獎2次1人次、嘉獎1次8人次。 

(4)第4名：嘉獎1次8人次。 

(5)第5名：嘉獎1次6人次。 

3. 各區公所分組考核，視各區都市化程度及人口密

度，將全市各區分為三組(分組情形如附件5)： 

(1)第1名：記功1次1人、嘉獎2次1人、嘉獎1次5人。 

(2)第2名：嘉獎2次2人、嘉獎1次4人。 

(3)第3名：嘉獎2次1人、嘉獎1次3人。 

(二)消防局、民政局及警察局等辦理競賽機關視工作出

力及繁簡程度，業務承辦人予記功 1次，股長、科

長、業務主管等各予嘉獎 2次，另協辦有功之人員

依實際出力情形予嘉獎 1次為原則，覈實辦理獎

勵。 

(三)執行本案著有績效之執行機關，得視工作出力繁簡

程度及績效成果，予業務承辦人嘉獎 2次，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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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長、業務主管等各予嘉獎 1次為原則，覈實辦理

獎勵，以資鼓勵。 

十一、執行本計畫工作所需經費，由各機關預算支應。 

十二、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或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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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110年版 

高雄市政府消防局 

防火(災)課程申請表    

申請單位  

上 課 地 點 高雄市   區    里     路   巷   弄   號   樓 

預定辦理時間：110 年    月    日    時    分至    時    分 

預定辦理地點： 

預計參加人數：    人 

申請所需宣導課程： 

□指導消防演練(滅火、避難、通報等) 

□火場求生觀念宣導 

□居家防火安全 

□公共場所防火安全檢視 

□消防安全設備操作技巧 

□縱火安全防範 

□地震求生應變 

□其他防災相關事項： 

申請聯絡人：  

聯絡電話：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說明： 

本表請於預定辦理日期 2週前提出，參加

人數以達 20人以上為受理原則，填妥後

請傳真至 07-8126813或傳送至本局火災

預防科承辦人莊小姐電子信箱

(cuemoya@mail.kscgfd.gov.tw)，並來電

確認(07-8128111#2115)。 

 

 

 

 

mailto:cuemoya@mail.kscgfd.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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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一、防火宣導知識相關網頁連結、懶人包： 

內政部消防署-消防防災

館 

網址：

https://www.tfdp.com.tw/cht/in

dex.php? 

 

港都消防大小事 FB粉絲

專頁連結： 

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FDKC1

19/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宣導懶

人包 

網址：

https://sites.google.com/view/

ksfbsmokealarms 

 

              

 

https://www.tfdp.com.tw/cht/index.php?
https://www.tfdp.com.tw/cht/index.php?
https://www.facebook.com/FDKC119/
https://www.facebook.com/FDKC119/
https://sites.google.com/view/ksfbsmokealarms
https://sites.google.com/view/ksfbsmokeala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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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防火宣導標語 

(一) 雜物斷捨離，火災遠離你 

(二) 報案一一九，生命得長久 

(三) 快樂出門去，隨手關電器 

(四) 隨地置放引火物，大難臨頭最痛苦 

(五) 貣火油鍋馬上蓋，全家大小無災害 

(六) 遠離易爆易燃物，生命財產得保護 

(七) 廚房油煙常清洗，無情之火不再貣 

(八) 避難逃生多明瞭，扶老攜帅免煩惱 

(九) 滅火器具保堪用，搶救火災最神勇 

(十) 安全梯道有暢通，避難逃生樂輕鬆 

(十一) 安全門梯先了解，生命分秒不拖累 

(十二) 防火巷道不阻塞，生活空間免災害 

(十三) 消防編組勤演練，發生火災不復見 

(十四) 遠離莫名之災禍，用電負荷不超過 

(十五) 多項電器共插座，易生短路成災禍 

(十六) 瓦斯漏氣勿驚慌，千萬不可動開關 

(十七) 使用液化石油氣，保持通風最要緊 

(十八) 勤做家庭防火逃生，免除他日無謂犧牲 

(十九) 打電話，說清楚，講明白，消防隊，救人命，馬上來 

(二十) 多充實消防知識；可免災禍避生死 

(二十一) 家中預留逃生口；緊急避難不用愁 

(二十二) 大人出門不注意；小孩反鎖出不去 

(二十三) 生命安全非兒戲；一時疏忽來引貣 

(二十四) 爆竹煙火燃放時；選擇遠離易燃物 

(二十五) 易燃易爆危險品；勿讓火源來靠近 

(二十六) 汽車機車加油時；立即熄火莫輕忽 

(二十七)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維護安全保生命 

(二十八) 農曆七月免燒金；預防火災雄有心 



   - 4 - 

三、火場迷思闢謠專區 

(一)火災發生時，一定要逃生？ 

火場求生可以選擇「逃生」或「找到相對安全處所避難待救」。「逃

生」的目的是：設法通往絕對安全的出口。一旦發現逃生路徑的門把高

溫燙手或已濃煙密佈，代表火勢的發展已不利採取「逃生」手段，改選

擇找到相對安全處所避難、呼救、撥打 119求救，等待消防隊到達，爭

取存活時間。 

(二)在火場中，採低姿勢爬行穿越濃煙逃生，即可存活？ 

1. 火災現場造成人員傷亡的主要原因是被煙嗆傷，而非被火燒傷。因

此，任何穿越濃煙的行為，就是將自己暴露在火災傷亡的風險當

中。 

2. 判別自己的所處環境、時空是否利於逃生非常重要，一旦察覺環境

已不利逃生（逃生路徑充滿濃煙），若非身在貣火居室（或在貣火

點旁），選擇安全空間關門避難、塞門縫，並對外呼救，才是最佳

對策。 

(三)若要逃生，是向下逃還是向上逃？ 

煙每秒上升 3~5公尺，且伴隨著高溫、有毒氣體一併往上蔓延，若

選擇向上跑，人的速度不但跑不過煙，更會因此遭受濃煙高熱侵襲，導

致呼吸道受損，吸入過多有毒氣體而造成傷亡。 

(四)火場逃生緊急，應搶快搭電梯？ 

火災發生時，普通電梯的供電系統隨時會斷電，使人受困在電梯內，

此時的電梯管道間猶如煙囪一般，一旦火煙滲入管道，將直接威脅電梯

內人員的生命安全。  

(五)拿塑膠袋套頭，使擁有充足空氣穿越火場？ 

塑膠袋無法耐火場高溫（200度以上），並可能釋出有毒氣體，亦

會造成視線遮蔽，阻礙應變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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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遭遇濃煙，要用濕毛巾摀住口鼻逃生?  

無論選擇「逃生」或至相對安全的空間「避難待救」，都是在跟時

間賽跑。為了找到毛巾、衣物再將其沾濕、浸溼，直接耽誤了應變時間，

且手拿濕毛巾不利移動，亦不能阻隔火場中的有毒氣體。 

(七)將滅火劑噴灑在身上，可成無敵「防護網」足以逃離火場？ 

市面上可見有標榜強效之滅火劑，宣稱噴灑在身上可以免於火燒傷

的功效？不論產品是否有該功效，在火場求生法則中，首要之務，絕非

尋找濕毛巾或強效滅火劑，反而忽視了火場中「濃煙」的危害。及早逃

生或選擇相對安全場所避難，才是保全性命之上上策。 

(八)若要避難，浴室裡有大量水源，是最佳避難場所？ 

一般住家的浴室構造通常為塑膠門（且通常對外窗小或無對外窗），

無法抵擋火場頭號殺手－「濃煙」，一旦塑膠門板遇上高溫濃煙溶化，

將加速濃煙侵襲。因此，浴室不是個相對安全的避難環境，不利人員躲

避待救。 

(九)煮食不慎貣火，手邊有水龍頭，以水滅火最方便？ 

當煎魚、油炸烹調不慎引貣火災時，若以水灌救，水一旦碰到高溫

的油鍋，立即蒸發成高溫水蒸汽，伴隨油鍋中的油噴濺而出。最佳方式

應是取手邊的鍋蓋直接蓋上，關閉爐火，以「窒息」原理達到滅火效果。 

(十)假「講習」，真「推銷」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消防器材，到底該不該買？ 

邇來曾有民間消防協會假藉受政府機關委託，辦理消防教育講習名

義不當推銷高價消防器材，謀取暴利之情形。在此呼籲民眾，消防局辦

理各式宣導活動時皆會穿著工作服並配戴識別證件，若遇到上述情況，

可向消防機關詢問、通報；於購買消防器材前，可多方比價，務必確認

是否附加認可標示，以防受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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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高雄市政府○○局(教育局、民政局、警察局)辦理 110年防火宣導成果報告

表     

工作項目 具體事蹟 備 考 

對內宣導作為 

辦理情形 

辦理場次: 

其他具體事蹟: 

 

對外宣導作為 

辦理情形 

發布處所、帄台: 

其他具體事蹟: 

 

規劃各級學制教師研

習時段或適當場合強

化教師防火安全相關

觀念 

辦理日期、場次： (應填本

項局處：

教育局) 

配合社區居家防火安

全診斷 

辦理戶數: 

其他具體事蹟: 

(應填本

項局處：

民政局) 

統合義警、民防、守

望相助巡守員等民力

加強社區巡邏，防制

縱火 

辦理次數: 

其他具體事蹟: 

(應填本

項局處：

警察局) 

其他特殊宣導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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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高雄市政府○○局辦理 110年防火宣導成果照片 

-對內/對外宣導作為成果 

(如於機關網頁、FB 粉絲團等帄台推播防火宣導資訊得檢附截圖

佐證圖片) 

說明: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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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組別 行政區 

第一組 
鹽埕、鼓山、左營、楠梓、三民、新興、前金、苓雅、前鎮、

旗津、小港、鳳山等 12區 

第二組 
大寮、岡山、仁武、林園、路竹、大樹、鳥松、美濃、旗山、

橋頭、梓官、大社、阿蓮等 13區 

第三組 
燕巢、茄萣、湖內、彌陀、內門、六龜、永安、杉林、田寮、

甲仙、茂林、桃源、那瑪夏等 13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