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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 一、前言 

祭祀祖先及神衹是我國民間的傳統習俗，國人因宗教信仰，許

多家庭在家中都設有神桌，神桌旁都會整天點著兩盞神明燈；民

眾早期會在神桌上擺放火燭照明，但因需 24 小時長時間使用更換

次數頻繁，近年來已大都使用神明燈來替代火燭照明。 

然而；隨著神明燈使用的普及，廠商製造的品質也隨之參差不

齊，民眾只知神明燈使用方便，卻對神明燈應注意的安全事項不

知半解，例如；神明燈多是二十四小時使用，線徑過細易造成電

線過熱，若再不慎使用瓦數過高的燈泡，就有電線走火危險。故

選購安全無虞的神明燈，已是民眾刻不容緩的客題，讓民眾了解

神明燈使用上應注意的安全事項，不但能祭祀祖先更能卻保平

安，今天要為各位介紹的就是因使用神明燈不當而發生火災的案

例。 

二、火災概要  

（一）發生日期：101 年 07 月 04 日 02 時 55 分。 

（二）發生地點：埔里鎮大城里中山路○段○、○號。 

（三）起火原因：應是北側神明燈電源線在神龕南側靠近西側角

落的位置遭重物擠壓或老鼠咬嚙造成電源線

半斷線致通電中短路起火引燃周遭可燃物（金

紙、環香及木材）之可能性較高 

（四）燃燒物件：內部擺設物品、裝潢受火勢燒燬。 

（五）火災造成損壞範圍：埔里鎮大城里中山路○段○號一至三

樓內部擺設物品、裝潢受火勢燒燬外，並延燒

中山路○段○號○樓，致內部擺設物品、裝潢

受火勢燒燬。 

（六）人員傷亡：埔里鎮大城里中山路○段○號張○○女士及李



○○小姐因吸入性嗆傷而送往埔里基督教醫

院急救。  

（七）財物損失：約新台幣 75 萬元。 

（八）消防安全設備設置及動作情形：非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

列管對象。 

（九）消防防災計畫製作及運用情形：該場所為住宅非屬於制定

消防防護計畫標準。 

三、火災發生概況  

（一）火災現場位於埔里鎮大城里中山路○段○、○號於 101

年 7 月 4 日 2 時 55 分發生火警，該場所係磚造、木頭、

水泥瓦及鐵皮所搭建的三層樓建築物，南側面鄰中山路○

段、北側面鄰埔里酒廠、東側面鄰○號住宅及西側面鄰○

號住宅，方位為座北朝南，中山路○段○號住宅屋主為蔡

○○先生，中山路○段○號住宅為李○○小姐所有。 

（二）據初期搶救埔里分隊人員指出，抵達火災現場後，發現中

山路○段○號建築物從一樓至三樓已竄出紅色火焰並冒

出黑色濃煙，當時建築物○號尚未受到延燒，消防人員隨

即使用切割器破壞一樓鐵捲門並佈水線二條射水撲滅火

勢，同時派遣搜救人員入室搶救二位受困女性民眾，當消

防人員對中山路○段○號實施殘火處理時，火勢突然燒穿

三樓木板隔間牆並延燒至○號三樓，瞬間竄出紅色火焰，

當消防人員順利搶救出二位受困女性民眾後，隨即加壓持

續射水撲滅火勢。  

四、火流延燒路徑研判 

（1）觀察中山路○段○號一樓雜物間南側，天花板木頭橫樑愈

靠近西側受燒碳化龜裂愈嚴重且被燒穿呈一缺口，研判因

西側的資源回收可燃物較多，造成火載量較大所致，觀察

中山路○段○號一樓雜物間北側，天花板木頭橫樑及樑柱

混凝土愈靠近東側（神龕上方）受燒碳化龜裂、剝落愈嚴

重且被燒穿呈一缺口，研判火流方向應是從東側（神龕上

方）往西側延燒，觀察中山路○段○號一樓雜物間西側，



天花板木頭橫樑及牆壁混凝土愈靠近南側受燒碳化龜裂、

剝落愈嚴重，研判因南側的資源回收可燃物較多，造成火

載量較大所致，再觀察中山路○段○號一樓雜物間東側，

天花板木頭橫樑、牆壁裝潢角材及牆壁混凝土愈靠近北側

神龕上方受燒碳化龜裂、剝落愈嚴重且被燒穿呈一缺口，

研判火流方向應是從北側神龕上方往南側延燒，如圖片 1。

（2）觀察中山路○段○號一樓雜物間神龕，發現南側木板受

燒碳化龜裂的情形較北側嚴重，研判火流方向應是從神

龕南側往北側延燒，觀察○號一樓雜物間神龕，發現神

像受燒後倒向南側受燒碳化龜裂的木板，研判火流方向

應是從神龕南側往北側延燒，再觀察○號一樓雜物間神

龕，位於南側靠近西側的角落用來裝置香火的塑膠盒下

部受燒燒熔，研判火流方向應是從神龕南側靠近西側的

角落往上延燒，如圖片 2至 4。 

（3）火災調查人員在火災現場清理勘查並復原受燒相關物

品，以佐證起火處之研判是否正確，據起火戶張秀月女

士陳述，當我女兒李淑如告知和室前樓地板有火舌竄

出，我立即至 1樓查看火勢，發現神龕處竄出紅色火燄

及灰色濃煙，我立即拿水管做初期滅火，當時我女兒也

下樓我立即將水管交給她，我至後側拿水盆一起滅火，

觀察○號一樓雜物間神龕南側靠近西側角落的木板及桌

面玻璃受燒碳化、破裂最嚴重且神龕旁南側的木箱及天

花板木板受燒燒穿呈一缺口，故起火處應是在神龕南側

靠近西側角落的位置附近，如圖片 5至 6。 

五、火災原因探討： 

（1）起火戶張秀月女士陳述，家中的電線、瓦斯管、塑膠管

常發現有被老鼠咬嚙的痕跡，火災調查人員在起火處神

龕南側靠近西側角落的位置發現主延長線電源線、北側

神明燈電源線及南側神明燈電源線有數處通電中短路

痕，隨即予以編號證物 1 至證物 3，並採集裝袋封緘於

N12G04C1 號證物袋內送內政部消防署鑑析，經鑑析結果

證物 1北側神明燈電源線負載側 1、證物 2南側神明燈電



源線負載側及證物 3 主延長線負載測均為通電中短路

痕，其熔痕巨觀及微觀特徵與導線短路所造成之通電痕

相同，如圖片 7至 16。 

（2）綜合上述分析研判，在起火處神龕南側靠近西側角落的

位置發現北側神明燈電源線負載側 1、南側神明燈電源線

負載側及證物 3 主延長線負載測雖然均有通電中短路

痕，但最末端的短路痕為北側神明燈電源線負載側 1，且

周遭木板、玻璃受燒最嚴重，故起火原因應是北側神明

燈電源線在神龕南側靠近西側角落的位置遭重物（裝置

香火的塑膠盒，如圖片 4）擠壓或老鼠咬嚙（如圖片 7）

造成電源線半斷線致通電中短路起火引燃周遭可燃物

（金紙、環香及木材）之可能性較高。 

六、選購神明燈要點： 

民眾選購及使用神明燈商品時，應注意是否貼有經濟部標準

檢驗局「商品安全標章」並檢視廠商名稱及地址、電器規格（如：

電壓、消耗功率）及型號等各項標示是否清楚。 

七、安全使用注意事項（依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規定使用神明燈應

注意事項）： 

1、詳細閱讀產品使用說明書，特別是有關警告、注意事項，

並確實按照說明書內容使用，以確保使用神明燈之安全。 

2、更換燈泡時請務必將電源切斷，待燈泡冷卻後再進行更換
使用指定規格的燈泡。  

3、移動使用位置時，請先將插頭拔離電源。  

4、神明燈使用時間較長，應放置於平坦、穩固及可避免小孩
觸及之場所使用。  

5、使用時，確認神明燈的插頭緊接於插座。電源線及插頭破
損或鬆弛時，切勿使用，以免發生危險。  

6、佈置神桌時，應避免貢香及其灰燼接觸神明燈及電線，以
避免火災意外發生。 



7、使用時避免重物以及桌腳（邊）壓到神明燈之電源線，以
免受壓迫處局部發熱而導致線路絕緣及被覆劣化造成電源
線短路。  

8、使用時周遭應避免高溫及火源，以免造成電源線絕緣熔
解，導致日後使用時易造成短路。  

9、使用延長線時不可綑綁，以免通電時溫度昇高而熔解電線
絕緣，易造成通電中電線過熱起火。  

10、隨時注意燈具狀況，若有故障現象發生，應立即將插頭
拔離電源，並通知製造廠或專業技術人員維修，切勿自行
更換零件或拆解修理。 

11、插頭線徑不宜過細，電線線徑面積不得小於 0.75 平方毫
米(mm2)、且不要使用超過 25 瓦的燈泡。 

12、神明燈線路周遭不宜放置過多的雜物，以免滋生老鼠，
線路遭囓咬而發生災害。 

 

 

 

 

 

 

 



圖片 1 

 

圖片說明 觀察中山路三段 188 號一樓雜物間東側，天花板木頭橫樑、牆
壁裝潢角材及牆壁混凝土愈靠近北側神龕上方受燒碳化龜
裂、剝落愈嚴重且被燒穿呈一缺口，研判火流方向應是從北側
神龕上方往南側延燒。 

是否使用公家器

材底片 

是 

備註 圖片若超過一張，請接著貼上 

 
圖片 2 

 
圖片說明 觀察中山路三段 188 號一樓雜物間神龕，發現南側木板受燒碳

化龜裂的情形較北側嚴重，研判火流方向應是從神龕南側往北
側延燒。 

是否使用公家器

材底片 

是 

備註 圖片若超過一張，請接著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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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3 

 

圖片說明 觀察 188 號一樓雜物間神龕，發現神像受燒後倒向南側受

燒碳化龜裂的木板，研判火流方向應是從神龕南側往北側

延燒。 

是否使用公家器材

底片 

是 

備註 圖片若超過一張，請接著貼上 

 
圖片 4 

 

圖片說明 再觀察 188 號一樓雜物間神龕，位於南側靠近西側的角落用來
裝置香火的塑膠盒下部受燒燒熔，研判火流方向應是從神龕南
側靠近西側的角落往上延燒。 

是否使用公家器

材底片 

是 

備註 圖片若超過一張，請接著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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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5 

 
圖片說明 觀察188號一樓雜物間神龕南側靠近西側角落的木板及桌面玻

璃受燒碳化、破裂最嚴重且神龕旁南側的木箱及天花板木板受
燒燒穿呈一缺口，故起火處應是在神龕南側靠近西側角落的位
置附近。 

是否使用公家器

材底片 

是 

備註 圖片若超過一張，請接著貼上 

 
圖片 6 

 
圖片說明 觀察188號一樓雜物間神龕南側靠近西側角落的木板及桌面玻

璃受燒碳化、破裂最嚴重且神龕旁南側的木箱及天花板木板受
燒燒穿呈一缺口，故起火處應是在神龕南側靠近西側角落的位
置附近。 

是否使用公家器

材底片 

是 

備註 圖片若超過一張，請接著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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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7 

 
圖片說明 據起火戶張秀月女士陳述，家中的電線、瓦斯管、塑膠管常發

現有被老鼠咬囓的痕跡。 

是否使用公家器

材底片 

是 

備註 圖片若超過一張，請接著貼上 

 
圖片 8 

 

圖片說明 火災調查人員在起火處神龕南側靠近西側角落的位置發現主
延長線電源線、北側神明燈電源線及南側神明燈電源線有數處
通電中短路痕，隨即予以編號證物 1至證物 3 。 

是否使用公家器

材底片 

是 

備註 圖片若超過一張，請接著貼上 

 



圖片 9 

 
圖片說明 火災調查人員在起火處神龕南側靠近西側角落的位置發現

主延長線電源線、北側神明燈電源線及南側神明燈電源線
有數處通電中短路痕，隨即予以編號證物 1、證物 2、證物
3，並採集裝袋封緘於物證封緘袋內。 

是否使用公家器材

底片 

是 

備註 圖片若超過一張，請接著貼上 

 
圖片 10 

 

圖片說明 火災調查人員觀察證物 1北側神明燈電源線、證物 2南側神明
燈電源線及證物 3主延長線電源線全貌，發現有數處通電中短
路痕。 

是否使用公家器

材底片 

是 

備註 圖片若超過一張，請接著貼上 

 



圖片 11 

 
圖片說明 火災調查人員將主延長線電源側有呈現亮點之通電中短路

痕呈現巨觀特徵。 

 

是否使用公家器材

底片 

是 

備註 圖片若超過一張，請接著貼上 

 
圖片 12 

 
圖片說明 火災調查人員將南側神明燈電源線負載側有呈現亮點之通

電中短路痕呈現巨觀特徵。 

 

是否使用公家器材

底片 

是 

備註 圖片若超過一張，請接著貼上 

 



圖片 13 

 
圖片說明 火災調查人員將北側神明燈電源線負載側 1有呈現亮點之

通電中短路痕呈現巨觀特徵。 

是否使用公家器材

底片 

是 

備註 圖片若超過一張，請接著貼上 

 
圖片 14 

 
圖片說明 標示熔痕 1-A 金相分析結果，微觀呈現氣孔短路組織特徵。

是否使用公家器材

底片 

是 

備註 圖片若超過一張，請接著貼上 

 



圖片 15 

 

圖片說明 標示熔痕 2-A 金相分析結果，微觀呈現氣孔短路組織特徵。 

是否使用公家器

材底片 

是 

備註 圖片若超過一張，請接著貼上 

 
圖片 16 

 
圖片說明 標示熔痕 3-A 金相分析結果，微觀呈現氣孔短路組織特徵。 

是否使用公家器

材底片 

是 

備註 圖片若超過一張，請接著貼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