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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廠牌家用小型除濕機起火案例 

發生時間： 1、100 年 08 月。 

2、100 年 12 月。 

燃燒物件：除濕機。 

燒損範圍：靠近除濕機附近的少許物品受燒損。 

火災概要 

起 火 處：研判起火處在除濕機上部主機板的保險絲邊電線短路位置。 

起火原因：民宅家用小型除濕機的電路主機板零件故障發熱短路起火。 

燒損概況：兩起火災案例發生在民宅二樓臥房裡，火警發生時住戶都在樓下，他

們是先聞到樓上飄出燃燒煙味上樓查看後，才發現臥房地板上的除濕

機部位在燃燒，隨即至浴室提水將火勢撲滅。燒後都是二樓起火臥房

小局部燒損，二樓其他區域輕重不等被濃煙燻黑熱損。 

延燒情形分析 

一、觀察新生路○○號二樓臥房，陽台邊落地玻璃拉門破裂，一台除濕機燒塌

黏在木地板上，塑膠收納箱靠近除濕機這一角燒失，這顯示收納箱是被除

濕機的燃燒火流所延燒。（詳照片 1、2）。 

二、觀察燒損的除濕機之正面，機身塑膠殼下部殘留，塑膠殼上張貼一張印著

「大同除濕機-環保、省電、超靜音」的廣告紙，塑膠外殼是愈上部炭化燒

失愈為嚴重，這顯示延燒火流是起自除濕機的上部。（詳照片 3、4）。 

三、觀察除濕機上部，開關控制鍵及主機板燒損在散熱箱上面，主機板側的串

接線有短路痕跡，這顯示主機板位置較靠近火源。又觀察燃燒部位，是愈

靠近除濕機上部主機板位置，炭化燒損愈為嚴重，這顯示延燒火流是起自

除濕機上部主機板位置。（詳照片 5、6）。 

四、新生路○○號二樓臥房裡的大同除濕機燒後，經聯絡大同公司，該公司派

三名員工前來協助鑑定，調查該火災案起火原因。經大同公司人員辨識，

是該公司於98年10月20日「除濕機聯合召回檢修公告啟事」中的TWD-50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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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號機。（詳照片 7、8）。 

五、觀察除濕機開關控制鍵及主機板，主機板在靠近保險絲及繼電器的位置燒

失，這顯示主機板燒失位置燃燒受熱時間較久。又觀察除濕機開關控制鍵

及主機板的線路，僅主機板的保險絲邊位置串接到控制鍵的線路有短路痕

跡，這顯示此短路位置極靠近火源。故新生路○○號火災，研判起火處在

除濕機上部主機板的保險絲邊電線短路位置。（詳照片 9、10、11、12）。 

六、觀察埔頭街○○號二樓臥房，地板上一台除濕機燒燬內部機件裸露，彈簧

床靠近除濕機這角輕微燒損，這顯示床是被除濕機延燒的。又觀察燒燬的

除濕機，其塑膠殼是愈上部炭化燒失愈為嚴重，這顯示除濕機是上部先起

火燃燒。（詳照片 13、14）。 

七、觀察埔頭街○○號燒燬的除濕機內部，是愈靠近上部電路主機板處碳化燒

失愈為嚴重，這顯示上部主機板處燃燒較久。又觀察燒損除濕機的上部，

開關控制鍵與主機板間的 5條串接線，於主機板端短路熔斷，這顯示主機

板位置較靠近火源。故埔頭街○○號火災，研判起火處在除濕機上部主機

板的位置。（詳照片 15、16）。 

八、經拿 100 年「除濕機聯合召回檢修公告啟事」給埔頭街○○號住戶及東元

公司人員辨識，確認燒燬的除濕機是東元 MD-1095B 型號機。又觀察除濕機

的殘存塑膠殼，其正面有一處形狀特徵與 100 年「除濕機聯合召回檢修公

告啟事」中的東元 MD-1095B、MD-1096B、MD-1097B 型號機相似，這顯示埔

頭街○○號燒燬的是東元除濕機。（詳照片 17、18）。 

火災原因分析 

一、查兩起火災發生在二樓臥房，起火時段住戶都在一樓，並無外人侵入；又

查火是住戶自己發現撲滅的，且燃燒輕微損失不大，無詐領保險金之嫌，

故綜合以上研判，排除縱火的可能性。 

二、查新生路○○號起火處在大同除濕機的內部主機板位置，故通知大同公司

派員前來協助鑑定，經大同公司人員辨識，該除濕機是 98 年 10 月 20 日「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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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機聯合召回檢修公告啟示」中的大同 TWD-500B 型號機，大同公司人員表        

示，召回該機是要更換主機板的繼電器，因舊繼電器品質不良，當電路應

跳脫時不跳脫，這會造成壓縮機持續啟動運轉，主機板部位的電路或零件

會有過熱惡化短路起火之虞。又查埔頭街○○號起火處在東元除濕機的內

部主機板位置，故通知東元公司派員前來協助鑑定，經東元公司人員及住

戶辨識，該除濕機是 100 年 4 月 25 日「除濕機聯合召回公告啟示」中的東

元 MD-1095B 型號機，東元公司人員表示，該機之主機板電容器疑會有過熱

瑕疵易引起火災之虞。故綜合以上研判，以除濕機的主機板零件故障發熱

後惡化短路起火之可能性最大。 

預防對策 

壹；消防機關作為： 

一、轄區遇有電器產品火災時，於現場調查後 3日內，應即時製作「南投縣政府

消防局電器產品火災即時通報表」陳報內政部消防署火災調查組，本案例南

投縣竹山鎮新生路○○號住宅於 100 年 8 月 6 日發生，現場勘查後於 100 年

8月 7日通報及竹山鎮中山里埔頭街○○巷○○號住宅於100年 12月 9日發

生，現場勘查後於 100 年 12 月 10 日通報，二案均依規定時間內通報內政部

消防署火災調查組。 

二、請廠商協助鑑定及通報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相關轄區分局：依據消防法第 26

條第一項規定「………勘查及採取、保存相關證物並向有關人員查詢」。對

於產品構造複雜、特殊或功能不明之電器產品，為釐清起火原因，依法可向

產品製造商等查詢相關資料或請其協助鑑定，本案例分別請大同股份有限公

司派經理劉萬安-0910941306、專員黃忠雄-0936853853、站長林千富

-0930256371 等三員到場協助火災原因調查鑑定及東元東元股份有限公司

主任趙澤順-0970036256、督導詹裕銘-0970036225 二員到場協助火災原因

調查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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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報消保官：電器產品研判係因本身產品設計、製造瑕疵等情形起火，且確

知廠牌及型號案件或為已公告召回產品，當消費者與廠商無法達成和解等情

形時，為保護消費者權益，得以電話通報消保官協助處理，本案例大同公司

代表人員劉萬安、黃忠雄、林千富等三名於 8月 8日與災戶達成和解；東元

公司趙澤順主任於 100 年 12 月 14 日配合火調人員至現場確認後，是自家品

牌後與住戶協商補償事宜，已達到消費者權益，故未通報消保官。 

四、自行處理：產品起火原因不甚明確，起火原因歸類於電氣因素起火，惟確知

產品廠牌型號，作為往後同樣產品起火調查鑑定之參考。 

五、由媒體得知未列為火災案之電器產品，應主動查證獲知廠牌型號等資訊，作

為往後同樣產品起火調查鑑定之參考。 

六、加強宣導以下事項： 

（1）呼籲宣導家裡有使用除濕機的民眾，應趕緊打電話到該廠牌公司或上網，

查詢家中使用之除濕機有沒有被公告召回檢修機種，如有應立即停止使

用，並送回檢修避免發生火災。 

（2）除濕機使用時請詳閱產品使用手冊，避免錯誤的使用方式造成機器損壞或

發生危險，且除濕機使用時，擺放位置盡量遠離可燃物，可降低除濕機因

故起火引燃旁邊物品而擴大燃燒。 

（3）家中使用除濕機時應有人員在家，如有異常時則可盡速處置，可避免災害

擴大。使用完畢後或人員欲外出前，應確實關閉機器並拔下插頭，以策安

全。 

（4）注意使用環境之通風，以免除濕機運轉時散熱不良；並應定期清理濾網，

將綿絮、灰塵清潔乾淨，不僅可降低機器負荷，亦可提高機器運轉效率，

節能省電又可避免發生危險。 

（5）除濕機內部機件的可燃物極少，所以內部機件因故起火會產生大量濃煙及

擴大燃燒，都是因為機身塑膠殼被引燃造成的，故除濕機之機殼宜使用不

燃金屬殼，如此，即使除濕機因故起火，也不會經由塑膠殼擴大燃燒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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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 

貳；製造廠商作為： 

一、東元電機公司除濕機商品回收/召回矯正措施： 

(一)配合召開聯合記者會。 

(二)客戶進線 080 報修全產品案件時詢問有無除濕機，若有同步備註及主動作 

    案件登記與服務派工。 

(三)持續將召回訊息，刊登於東元&服務公司網站首頁明顯處，俾引起消費者注 

意與點閱。 

(四)持續委託安欣公司於全省各服務站門口明顯處張貼召回公告海報，供消費者 

知悉。 

(五)持續於平面媒體刊登瑕疵除濕機回收/召回訊息，或主動聯絡其他業者合作 

辦理。 

(六)利用公司現有服務體系人員，於處理每日之維修服務案件時，應過濾及查訪 

客戶家中所使用除濕機(包含他牌) 資料，藉由地毯式查訪以提升召回率。 

二、大同公司除濕機商品回收/召回訊息 

（一）、矯正措施： 

1.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 10 條。 

2.於公司網站刊登召回訊息。 

    3.檢修售後服務時關心宣導。 

    4.於大同 3C 廣告 DM 關心宣導。 

    5.配合政策標示於媒體刊登召回訊息。 

（二）、業者聯絡方式： 

免付費服務電話：0800-052-666。 

（三）加強除濕機使用注意事項宣導： 

1、先檢視產品使用說明書，依使用說明書規定方法使用，並應特別注意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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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說明書所列之警告事項。 

2、除濕機不可使用於密閉之衣櫥或更衣間，使用時不可將衣物覆蓋在除濕

機上除濕，以免發生火災意外。 

3、除濕機使用時，應與牆壁、家俱及窗簾保持適當之距離，以避免通風不

良造成機體散熱不易。 

4、除濕機應避免於無人看管或晚上睡覺時使用，若長時間離開使用場所時，

應關閉電源，並將插頭拔離電源插座。 

5、濾網應定期清洗或更換，避免因灰塵附著而使進風量不足，進而造成內

部零件處於較高溫度環境下運轉，影響其除濕能力且增加危險性。 

6、請定期依使用說明書之清潔保養方法擦拭除濕機外殼與清洗或更換濾

網，清潔保養前，切記先將電源插頭拔離插座；擦拭外殼時，應防止水

滲入電器內部，以避免危險；濾網清洗後應先將其晾乾後再置入除濕機

內使用。 

7、若有故障現象發生，應將除濕機送至廠商指定之維修站維修，切勿自行

拆開修理。 

 

 

照片 1：觀察新生路○○號二樓臥房，陽台邊落地玻璃拉門破裂，門 

邊地板上有一堆燒損物體，其他無燃燒。 

 燃燒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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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觀察臥房地板上燒損物體，一台除濕機燒塌黏在木地板上， 

塑膠收納箱靠近除濕機這一角燒失，這顯示收納箱是被除濕機延燒的。 

 

照片 3：觀察燒損的除濕機之正面，機身塑膠殼下部殘留，塑膠殼上 

張貼一張印著「大同除濕機-環保、省電、超靜音」的廣告紙。 

 

 

收納箱 

除濕機 

大同除濕機

的廣告貼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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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4：經復原觀察除濕機，其機身塑膠殼是愈上部炭化燒失愈為嚴 

重，這顯示延燒火流是起自除濕機的上部。 

 

 

 

照片 5：觀察除濕機上部，開關控制鍵及主機板燒損在散熱箱上面， 

主機板側的串接線有短路痕跡，這顯示主機板位置較靠近火源。 

 

 

主機板 
開關鍵 

散熱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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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6：觀察燃燒部位，是愈靠近除濕機上部主機板位置，炭化燒損 

愈為嚴重，這顯示延燒火流是起自除濕機上部主機板位置。 

 

 

 

照片 7：新生路○○號二樓臥房裡的大同除濕機燒後，經聯絡大同公 

司，該公司派三名員工前來協助鑑定，調查該火災案起火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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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8：燒損的除濕機，經大同公司人員辨識，是該公司於 98 年 10 

月 20 日「除濕機聯合召回檢修公告啟事」中的 TWD-500B 型號機。 

 

 

 

 

照片 9：觀察除濕機開關控制鍵及主機板，主機板在靠近保險絲及繼 

電器的位置燒失，這顯示主機板燒失位置燃燒受熱時間較久。 

 

主機板 
保險絲 

 繼電器 

開關控制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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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0：觀察除濕機開關控制鍵及主機板的線路，僅主機板的保險絲 

邊位置串接到控制鍵的線路有短路，這顯示此短路位置極靠近火源。 

 

 

 

照片 11：觀察除濕機的主機板，碳化燒失是在電源保險絲與繼電器旁 

的部位，串接主機板的電線短路位置在保險絲邊。 

 

 

  保險絲 電線短路痕跡 

  保險絲 電線短路位置 

繼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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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2：照片中電路板與燒燬的相同，是大同 TWD-500B 型號機的舊主 

機板，主機板中藍色方形零件是該公司研判易發生故障的不良繼電器。 

 

 

 

照片 13：觀察埔頭街○○號二樓臥房，地板上一台除濕機燒燬機件裸 

露，彈簧床靠近除濕機這角輕微燒損，這顯示床是被除濕機延燒的。 

 

 

  保險絲

繼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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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4：觀察埔頭街○○號二樓臥房裡燒燬的除濕機，其塑膠殼是愈 

上部炭化燒失愈為嚴重，這顯示除濕機是上部先起火燃燒。 

 

 

 

照片 15：觀察埔頭街○○號燒燬的除濕機內部，是愈靠近上部電路主 

機板處碳化燒失愈為嚴重，這顯示上部主機板處燃燒較久。 

 

 

除濕機 

主機板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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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6：觀察燒損除濕機的上部，開關控制鍵與主機板間的 5條串接 

線，於主機板端短路熔斷，這顯示主機板位置較靠近火源。 

 

 

 

照片 17：經拿 100 年「除濕機聯合召回檢修公告啟事」給住戶及東元 

公司人員辨識，確認是東元 MD-1095B 型號機。 

 

 

電線短路位置 

除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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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8：觀察除濕機的殘存塑膠殼，正面有一處形狀特徵與 100 年聯 

合召回公告中的東元 MD-1095B、MD-1096B、MD-1097B 型號機相似。 

殘存塑膠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