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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10年03月號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中區資源回收廠政風室編印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中區資源回收廠政風室編印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中區資源回收廠政風室編印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中區資源回收廠政風室編印    

不送禮不送禮不送禮不送禮，，，，不受不受不受不受賄賄賄賄，，，，    

則政風清廉則政風清廉則政風清廉則政風清廉；；；；    

不貪財不貪財不貪財不貪財，，，，不瀆職不瀆職不瀆職不瀆職，，，，    

則公權伸張則公權伸張則公權伸張則公權伸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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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年年年農農農農漁漁漁漁會會會會反反反反賄選賄選賄選賄選宣宣宣宣導導導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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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安全宣導資訊安全宣導資訊安全宣導資訊安全宣導    

守護帳號四不要守護帳號四不要守護帳號四不要守護帳號四不要    

 

 

 

 

 

 

 

 

 

 

 

 

 

 

 

 

 

 

 

 

 

 

 

 

 

 

 

【以上內容轉載自教育部全民資安素養網站 2019/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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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維護宣導安全維護宣導安全維護宣導安全維護宣導 

詐騙訊息百百款詐騙訊息百百款詐騙訊息百百款詐騙訊息百百款 正確辨別保平安正確辨別保平安正確辨別保平安正確辨別保平安 

 

  

 

【以上內容摘自內政部警政署 165 全民防騙網更新日期：2021-01-06 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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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消費消費消費者者者者訊訊訊訊息息息息 

安全不容安全不容安全不容安全不容「「「「蝦蝦蝦蝦」」」」賣賣賣賣！！！！ 

2 成住警器非法販售又有安全疑慮成住警器非法販售又有安全疑慮成住警器非法販售又有安全疑慮成住警器非法販售又有安全疑慮 

火災是居家生命及財產損害較高的一種災害，新建大樓或住宅均建置有受信總機

火災警報系統配置，然而對無受信總機火災警報系統配置之老舊集合住宅或獨立

住宅者，家中若僅有老人在家或是處於睡眠時間，人體警覺性較差的時候，一旦

發生火災，若沒有即時得到警示，很容易發生人身安全損害的憾事。 

  近年，消防署在各縣市積極推動居家安裝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以下簡稱住警

器），為居住安全多添加一防線，確保民眾的生命財產。於家中安裝住警器，可

在火災發生初期，快速偵測到濃煙或高溫，然後住警器會發出高分貝聲響提醒住

戶有火災發生，讓民眾可以及時知道有火災發生，儘速反應。據新北市政府消防

局統計，2018 年有 15 件成功示警案件，至 2019 年 3 月 10 日止也有 3 件，可

以有效減少人命傷亡。因此各縣市政府積極進行宣導，建議消費者在家中進行安

裝。 

  隨著主管機關積極宣導，目前在市面上可以自行購買、安裝的住警器種類也

隨之變多，不同型態的住警器，適合安裝的場所不同。檢視目前市面上住警器，

價格有明顯差異，至於是否能達到如商品宣稱的功能，消費者無從得知，為了解

市售住警器最關鍵的功能，消基會與財團法人消防安全中心基金會合作，依據內

政部「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認可基準」進行標示、靈敏度及警示音 3 項調查試驗，

以提供消費者購買時參考。（價格與標示調查是由消基會進行，靈敏度與警示音

試驗則是由財團法人消防安全中心基金會檢驗） 

 

採樣採樣採樣採樣 

  本次住警器調查測試樣品為 2020 年 5 月間，於特力屋及電商平台（PChome



陽光月刊 110年 3月號 

7 

購物中心、PChome 商店街、露天拍賣、蝦皮）購買，共計 20 件樣品，其中 14

件光電式（偵煙型），6 件定溫式。（調查項目與測試方法請見表 1） 

調查與測試結果調查與測試結果調查與測試結果調查與測試結果 

一一一一、、、、價格調查價格調查價格調查價格調查 

  本次購買的 20 件樣品，購買價格介於 80 至 1,600元之間。 

二二二二、、、、標示調查標示調查標示調查標示調查 

  依據《消防法》第 12條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實施認可之消防機

具、器材及設備，非經中央主管機關所登錄機構之認可，並附加認可標示者，不

得銷售、陳列或設置使用。」 

  且依內政部頒「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認可基準」壹、十七、標示（標示內容共

14 項，請見文末 BOX），其中應標示項目共有第（一）至（七）項，皆為所有

住警器均應標示項目，至第（八）至（十三）項，則為有該功能或選擇才須標示。

基準第（十四）則規定住警器應有說明書內容。且住警器應於本體上之明顯易見

處，以不易抹滅之方法，進行標示（進口商品亦須以中文標示）。 

  依據現行相關法規，住警器應經認證機構認可後，始可在市面販售。本次

20 件樣品中，屬有經過核可機構認可的樣品，共有 16 件；未經認可的則有 4 件，

不合格比例高達五分之一，為非法販售的商品。 

  進一步檢視該 20 件樣品之標示，有 5 件樣品不符合規定，其中有 1 件為通

過認可的商品，不符合的項目是：「未在本體標明『製造年月或批號』；另外 4

件未經認可的樣品標示，不符合的項目均是：「未以中文標示，且大部分標示都

不完整」。 

三三三三、、、、靈敏度試驗靈敏度試驗靈敏度試驗靈敏度試驗：：：： 

  目前市面上販售的住警器以觸動發出警報音響動作方式，主要可分為偵煙式

及偵熱式兩種型式，其一為光電式及離子式（兩者均為偵煙式，以下稱偵煙式住

警器），適合裝置場所為寢室、樓梯及走廊；其二為定溫式（為偵熱式，以下稱

偵熱式住警器），適合裝置場所為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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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偵煙式住警器的偵測模式為感知到區域火災產生的煙粒子後，發出警報音

響；偵熱式住警器的偵測模式為當偵測區域的溫度上升到一定溫度時，則會發出

警報音響。廚房因平時炒菜經常會產生油煙，為了避免偵煙式住警器經常受廚房

產生的油煙粒子引起誤動作，故類似廚房這類平時會產生煙粒子之場所（又例如

家中有設置神明廳，專供拜拜燒香之處），用以安裝偵熱式住警器較為適宜；偵

煙式一般安裝在寢室和樓梯。 

  依據「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認可基準」，試驗項目共有 13 項，本次進行測試

其中較關鍵的靈敏度試驗，經試驗 20 件樣品的靈敏度，有 3 件未經認可的樣品

不符合本基準的規範要求。 

  依據《消防法》第 39條規定，違反第 12條第 1 項未經認可機構認可的住

警器銷售或設置之規定者，處其銷售或設置人員新台幣 2萬元以上 10萬元以下

罰鍰；其陳列經勸導改善仍不改善者，處其陳列人員新台幣 1萬元以上 5萬元以

下罰鍰。 

四四四四、、、、警示音試驗警示音試驗警示音試驗警示音試驗：：：： 

  住警器除了要有足夠偵測到火災發生的靈敏度外，警示音量聲響程度也要足

夠，兩者配合才能達到警示的效果。依據「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認可基準」規範，

住警器發出火災警報之音壓，在規定的距離內，音壓（影響音量大小）為距離住

警器 1公尺，應有 70dB 以上，且此狀態應能持續 1 分鐘以上。 

  本次依據基準進行試驗 20 件樣品的警示音量，20 件樣品均能達到 70dB 以

上，符合規範。警示音量足夠，尤其對年紀較大聽力退化的長者或是聽力較差者，

才能達到警示功能。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參考消防署 2020 年 1 月至 6 月統計的火災概況，集合住宅及獨立住宅是火

災發生次數最多的前兩名，顯見居家住宅火災發生率較高。一般住家目前並無法

規強制要求設置消防安全設備，消防署近年積極宣導消費者在住家加裝住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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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即時警示火災發生，讓消費者可以立即反應，降低生命財產損失。部分里長，

也會提供里民住警器自行安裝。提醒消費者自行安裝時，應依使用場所之不同，

選用不同型式的住警器，且須依據家中格局、空間數量等，合宜的進行安裝住警

器，以達最佳警示功能。 

  然而，本次調查 20 件樣品標示發現，有 4 件樣品係未經獲得內政部公告之

認可機構認可而竟對外販售；另有 5 件樣品之標示不符合「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認

可基準」中規範的標示內容，其中 1 件為經認可樣品，「未標示製造日期或批號」，

認可品若未依認可內容標示，目前為請主管機關命其改善，並未有相關罰則；另

有 4 件是未經認可樣品。 

  住警器樣品標示依據「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認可基準」規範，為標示在本體上，

本次調查 20 件樣品均有外包裝盒，部分樣品發現在外盒並未標示製造日期或批

號，雖然符合規定，但產品製造日期是消費者在選購的重要參考依據，還是建議

應該將本體上的標示，完整標示在外包裝盒上，讓消費者在選購有充分的參考資

訊。 

  依據內政部《消防法》第 12條規定，住警器須經內政部公告之認可機構認

可後始能販售，目前內政部公告認可的機構有 2 家，為財團法人消防安全中心基

金會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防技術顧問基金會，消費者選購時務必選擇經以上兩

家機構認可，並貼有圖標的產品。 

  本次有 4 件樣品未經認可機構認可即進行販售，影響消費者權益，主管單位

應儘速查察，以確保消費者權益。依《消防法》第 39條規定，違反第 11條第 2

項或第 12條第 1 項銷售或設置之規定者，處其銷售或設置人員新台幣 2萬元以

上 10萬元以下罰鍰；其陳列經勸導改善仍不改善者，處其陳列人員新台幣 1萬

元以上 5萬元以下罰鍰。 

  消基會指出，靈敏度試驗部分有 3 件不符合「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認可基準」

的規範，已有安全之慮，且這 3 件都是未經認可的商品，其標示也有多項不符合

規定，消防署應儘速下架、回收該等商品，以免危及消費者居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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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有 1 件非認可品靈敏度試驗雖然過關，但標示不符合，無法得知負責的廠

商，安裝後若發生問題可能求助無門，主管機關亦應確實查察、要求業者改正。 

給消費者的建議給消費者的建議給消費者的建議給消費者的建議：：：： 

1.選購住警器應購買經認可機構貼有認可圖標的產品。目前國內認可機構有 2

家，包括財團法人消防安全中心基金會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防技術顧問基金

會，其機構認可圖標如下附圖（圖標來源為好房網）。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防技術顧問基金會、財團法人消防安全中心基金會認可圖

標。 

   

2.消費者購買認可住警器後，取出內附有的安裝說明，務必詳閱後再進行安裝。 

 

3.安裝住警器時須注意安裝的處所、挑選適用的機型種類及安裝位置。如經常會

產生油煙（例如：廚房、有燒香的場所），為了避免偵煙式住警器易受煙霧粒子

發出錯誤警報，選用偵熱式住警器較為適宜。 

 

4.安裝時除了參考住警器的安裝說明書以外，建議也要參考內政部消防署網站住

警器安裝相關資訊，以發揮住警器最佳警示功能。 

 

5.家中各處設置的數量務必足夠，設置位置務必正確，以確保住警器能夠及早偵

知火災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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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住警器的功能為在發生火災時，可以提供及時警示，但無法防止火災發生，消

費者應重視家中火源使用安全、電器用電及延長線使用的相關安全事項，避免火

災發生。 

 

7.大部分商品都有自動試驗功能，消費者安裝住警器後，應定時（可以參考其中

建議的時間）進行試驗及檢查電池電量，確定功能正常。 

 

8.大部分的住警器在電池電力過低時，會發出警示，消費者應即時更換電池。 

 

給主管機關建議給主管機關建議給主管機關建議給主管機關建議：：：： 

1.市售部分住警器未經認可，即進行販售，有損消費者權益，主管單位應加強後

市場監管，以保障消費者權益。 

 

2.住警器標示規定以標示在本體本體本體本體為原則，然而消費者購買時只能就外包裝標示資

料進行選購，本次調查發現，13 件樣品外包裝未標示製造日期或批號，消費者

無法得知產品出廠時間，建議外包裝標示應與本體標示一致。 

 

3.部分里長會分送住警器給消費者自行安裝，若只分送 1個，建議應提醒消費者

正確的安裝是要考量各戶住家的居室、廚房等處所，合宜進行設置，莫要讓消費

者誤以為只要安置 1個，即可偵知家中每一處發生的火災。 

 

4.標示事項應規範外包裝要標示產品製造日期。 

 

5.美國國家防火協會建議加裝住警器，並且主管單位建議家庭火災逃生規劃中，

就包含應確認住警器可以正常運作，主管單位在宣導安裝住警器同時，也應一併

宣導定期測試住警器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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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本東京都消防廳發現未設置住警器者的死亡人數是有設置者的 3倍，主管單

位應加強宣導民眾加裝住警器，以多一層保障。 

 

給業者的建議給業者的建議給業者的建議給業者的建議：：：： 

1.檢視說明書，很多安裝方式還是過於複雜，建議可以提供影音視頻方式進行安

裝教學。 

2.電商平台購物已經成為時代趨勢，建議電商平台應參與產品品質管理及把關，

讓消費者可以安心安全購物。 

3.安裝說明書中的重要資訊（例如：自動試驗功能等），建議用較大字體或有顏

色字體特別表示，讓消費者加深印象，以確保產品功能正常發揮。 

 

表表表表 1、、、、調查項目與測試方法調查項目與測試方法調查項目與測試方法調查項目與測試方法（（（（※僅就僅就僅就僅就「「「「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認可基準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認可基準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認可基準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認可基準」」」」中其中中其中中其中中其中 3項項項項

先做檢視與試驗先做檢視與試驗先做檢視與試驗先做檢視與試驗。）。）。）。） 

調查項目 測試方法 結果判讀依據 檢驗單位 

價格調查 依樣品的購買價格。            — 

消基會 

標示調查 
依樣品本體標示進

行調查 

依據「住宅用火災警報

器認可基準」第壹章、

十七 

1.靈敏度試驗 

2.警示音試驗 

「住宅用火災警報

器認可基準」【2018

年 5 月 3 日內授消字

第 1070821742號令

修正】 

依據「住宅用火災警報

器認可基準」如下： 

1.第壹章、十四、（二）

及（三） 

2.第壹章、三、（九）1 

財團法人消防安

全中心基金會 

※本檢驗報告僅對消基會採樣的樣品負責本檢驗報告僅對消基會採樣的樣品負責本檢驗報告僅對消基會採樣的樣品負責本檢驗報告僅對消基會採樣的樣品負責。。。。 

【以上內容摘自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網站網站網站網站 2021.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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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能是政府的核心價值廉能是政府的核心價值廉能是政府的核心價值廉能是政府的核心價值，，，，貪腐足以摧毀政貪腐足以摧毀政貪腐足以摧毀政貪腐足以摧毀政

府的形象府的形象府的形象府的形象，，，，公務員應堅持廉公務員應堅持廉公務員應堅持廉公務員應堅持廉潔潔潔潔，，，，拒絕貪腐拒絕貪腐拒絕貪腐拒絕貪腐，，，， 

廉政檢舉專線廉政檢舉專線廉政檢舉專線廉政檢舉專線 0800-286-586 

 

中區資源回收廠廉政服務專線中區資源回收廠廉政服務專線中區資源回收廠廉政服務專線中區資源回收廠廉政服務專線：：：：07-3909400 轉轉轉轉 7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