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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住宅用火災警報器推動情形統計分析 

壹、前言 

本縣近十年來火災發生經本局調查統計，從 97 年至 106 年期間火災

發生的類型(別)均以建築物火災數最多，其中又以獨立住宅火災件數居

首。以本縣 106 年為例，獨立住宅火災 39 件，占所有建築物火災之首；

此外，在一般民眾的刻板印象室內最容易起火燃燒的地方，應該是使用

瓦斯及電器使用頻繁的廚房；但根據本縣統計結果，卻以臥室及神龕位

發生件數最高，因此如何讓住宅內民眾及早獲知危險因子，延長避難逃

生時間及避免釀成更大的悲劇，是當下降低獨立住宅火災死亡率重要課

題之一。 

「家」是人們最容易感到放鬆，警覺性最低及最重要的避風港，當

居住場域發生火災，尤其是在深夜時刻，民眾往往來不及做初期滅火及

避難逃生行為；有鑑於此，內政部為降低住宅火災致人命傷亡，於 99

年增訂消防法第 6 條第 5 項，明定非應設置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住宅之管

理權人，應設置住宅用火災警報器並維護之，並積極宣導及推動住宅設

置火災警報器，俾透過警報器及早提醒住宅成員，使火災還沒擴大造成

人員傷亡前，就可自行撲滅或採取逃生行動，以達到自己財產，自己保

護之目標。 

本縣為配合內政部消防署推動安裝住警器政策，特訂定南投縣政府

消防局住宅防火對策細部執行計畫，除針對高危險群場所之住宅，會同

防火宣導隊、義消、救護志工等進行訪視，直接向民眾提出各項火災預

防措施及緊急應變常識之宣導，並透過各種電子媒體加強宣導民眾設置

及使用住宅用火災警報器，以提升縣民對住警器之了解及增加安裝意

願，俾及早發現火災發生，降低火災的傷害、人命傷亡及財產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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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分析與探討 

一、火災發生原因 

根據本縣 106 年度火災資料統計分析，火災發生次數共計有 186 件，

其中火災發生類型以建築物火災 69 件居首，若按發生建築物類別件數核

計，則又以獨立住宅 39 件最多，佔建築物火災總數比率高達 56.52％，

如表一。 

 

 

進一步分析火災發生的時段，以 105 年及 106 年的資料比較，106

年火災發生高峰時段為 12 時至 18 時計有 76 件（占 40.86％），105 年火

災發生最頻繁的時段則為 18 時至 24 時計 31 件（占 31.63％），其次為

12 時至 18 時計 30 件（占 30.61％）；若以近 10 年火災發生時段，火災

高峰時間除 105 年係在 18 時至 24 時之時段外，餘皆在 12 時至 18 時

的時段，如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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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統計火災發生類別及發生時段外，倘從 101 至 106 年間住宅火災

起火發生處所統計，最容易發生火災的室內空間，係分別為客廳、臥室、

廚房及神龕等處所，其中又以臥室發生比率最高，如表三。 

由以上統計資分析可知，本縣火災發生以建築物類別件數中之獨立

住宅居首，其發生時間點多在民眾使用電、火、瓦斯量最大的高峰時段；

因此，為強化民眾對用電，用火之安全及有效預防火災加速蔓延，近年

來本縣消防局除致力加強宣導火災預防知識外，也全力向民眾宣導安裝

住宅火災警報器的重要性，通常一般火災之發覺，大都因聞煙味或看到

濃煙而警覺，但若於半夜發生火災常因睡眠狀態下嗅覺及視覺的敏覺性

較差，造成火災發生時未能即時發現，導致延誤避難逃生之黃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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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住宅用火災警報器設置情形 

有鑑於本縣火災發生的型態多集中於獨立住宅，故為提升居家防火

安全，南投縣政府消防局自 102 年起即逐年爭取預算購置住宅用火災警

報器，惟囿於經費有限，故採取逐年安裝方式進行，並優先安裝於本縣

低收入戶、家有 65 歲以上年長者、12 歲以下的兒童、狹小巷弄及水源

不足地區等之住宅場所。 

為瞭解歷年來本縣著力推動住宅用火災警報器所挹注之資源及推廣

住宅用火災警報器安裝執行情形，茲分析如下： 

（一） 住宅用火災警報器經費編列情形 

為防範住宅火災發生，提昇居家消防安全，本縣消防局於 102

年度起即積極向南投縣政府公益彩券盈餘基金管理委員會爭取編列

住宅用火災警報器經費 725,800 元，惟持續推廣裝設住宅用警報器

之政策，於 103 年度開始納編預算挹注裝設住宅用火災警報器。 

內政部為降低住宅火災致人命傷亡，協助直轄市、 縣（市）政

府推動住宅用火災警報器之設置，保護民眾生命安全，於 104 年度

補助本縣 710,000 元辦理安裝住宅用警報器計畫，補助對象為縣市

內低收入戶、弱勢族群居住場所、鐵皮屋、老舊建築物、木造建築

物、狹小巷弄地區建築物、住宅式宮廟、資源回收用途之住宅、居

家曾發生火災事故者等高危險群場所或其他符合消防法第 6 條第 5

項規定住宅場所。 

有關內政部補助及本縣縣款編列額度，經統計結果，104 年度

本縣縣款編列 575,000 元，內政部消防署補助 135,000 元；105 年

度預算編列額度為 742,000 元，其中本縣縣款編列 635,000 元，內

政部消防署補助本縣 107,000 元；106 年度預算編列額度為 80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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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本縣縣款編列 725,000 元，內政部消防署補助本縣 79,000 元。

如圖一。 

 

 

（二） 推廣住宅用火災警報器安裝執行情形 

本縣消防局為積極宣導民眾裝設住宅用火災警報器，特訂定南

投縣政府消防局住宅防火對策細部執行計畫，冀能透過宣導民眾設

置及使用住宅用火災警報器達到事先防範住宅火災發生，強化社

區、住宅式宮廟等場所消防安全，以有效降低人員傷亡及財物損失。 

此外，為能提昇民眾安裝意願及接受度，本縣消防局利用各種

集會活動，居家訪視等場合，加強宣導住警器的功能性，讓民眾瞭

解如果在家中裝設「住宅用火災警報器」，就可以在火災發生的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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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測發現火災，並及時提醒正在熟睡或仍不知火災已發生的民眾，

及早採取撲滅火源或避難逃生的動作；經本局統計，在 102 年至 105

年期間宣導的戶數計有 3 萬 8 千多戶，期未來透過本局持續宣導之

下，民眾能自主性裝設住警器以保障自己與他人的生命安全。 

為能在本縣有限的財源下，妥適分配與運用住警器，本縣消防

局即採階段式推動裝設住宅用火災警報器，在 102 年及 103 年均以

低收及中低收入獨居老人列為優先補助安裝對象，102 年安裝的戶

數計有 686 戶，其中有 237 住戶之住警器是由本縣中華民國消防人

員退休協會捐贈安裝，103 年度安裝的戶數計有 796 戶；104 年補助

對象則以家中有兒童(12 歲以下)家庭為主，補助戶數計有 984 戶；

105 年及 106 年則以符合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推動設置住宅用火

災警報器作業原則者均列入本縣安裝對象，105 年安裝戶數計有

2144 戶，106 年安裝戶數計 2245 戶。有關 102 年至 106 年各年度補

助戶數比較圖，詳如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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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參、結論及建議 

由上述統計及分析，住宅火災發生的件數佔建築物火災件數比

率最高，其中起火點又以臥室、廚房及客廳等處所發生率最頻繁。

通常火勢的猛烈與火災發生時間成正比，隨著時間慢慢的推進，火

災所造成的財物人力烕脅就更大，須投入救災的人力物力也就更

多，因此若能於火災發生初期即時反應，把握住滅火的黃金時點，

將可大大減少人命傷亡之悲劇。而住宅用火災警報器，則是利用其

所探測煙或熱時產生的警報聲，早期提醒正在熟睡或不知火災發生

的民眾，及早發現並開始逃生，除可抑制火災擴大，亦可減少人命

傷亡。因此，於住宅場所有設置住宅用火災警報器，就是掌控火勢

蔓延的主要關鍵。 

依據消防法第 6 條規定，未設置火警自動警報設備的住宅、旅

館、老人福利機構場所及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場所，應設置住宅用

火災警報器，以利一發生火災時得以迅速應變，另依內政部消防署

所訂定之「住宅用火災警報器設置辦法」第 10 條規定，應於 106

年 12 月 31 日完成設置住宅用火災警報器。爰此，內政部為降低住

宅火災致人命傷亡，協助直轄市、 縣（市）政府推動住宅用火災警

報器之設置，保護民眾生命安全，訂定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推動設置住宅用火災警報器作業原則，於低收入戶、弱勢族群居住

場所、鐵皮屋、老舊建築物、木造建築物、狹小巷弄地區建築物、

住宅式宮廟、資源回收用途之住宅、居家曾發生火災事故者等高危

險群場所或其他符合消防法第六條第五項規定住宅場所設置住宅用

火災警報器。因此，本縣為能將有限資源做最有效益的分配，即依

照消防法規定應設置的場域採分階段逐年完成安裝住宅用火災警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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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與民眾共同守護更安全的居家環境。 

安裝住宅用火災警報器確實能降低火災造成的損失，但政府財

政資源有限，而人民的生命是無價，居家安全生活不應全部仰賴政

府的補助或保護，而須靠民眾自己的力量來維護家園，因此本縣消

防局應致力朝「自己多一分安全準備，全家將多一分保障」的觀念，

讓民眾深切瞭解安裝住警器的必要性，進而能進一步對於尚未設置

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場所及住家能主動採購並自行裝設住警器，讓

民眾為自己及家人的生命財產安全做第一層的把關。針對上述本縣

住宅用火災警報器執行情形，提出以下建議： 

一、擴展政府資源：地方政府是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最後防護

者，因此地方政府除積極向中央政府爭取住宅用警報器的補助額度

外，再者可透過媒體及網路管道，宣導正確的防火防災觀念；此外，

再結合民間企業的力量，共同參與認領裝置住宅用警報器，經由拋

磚引玉之效，提昇民眾安裝住警器之意願，以達到防火防災的乘數

效果。 

二、推動自主裝設以達全民消防：由於民眾對於安裝住警器的

防火防災觀念尚未普及，而本縣所採階段式補助方式辦理，第一階

段以弱勢族群列為優先補助對象，就其經濟的分配上是否願意支用

於住警器的維護，又是否有足夠能力按照保養步驟維護，以上均是

安裝後幾年會面臨的難題，因此，初期對於安裝弱勢族群的部份，

應定期到府測試住宅用火災警報器正常性能，以確實達安裝住警器

之初衷。就長期來說，本縣可朝強化民眾對火災預防意識，讓民眾

有意願自行裝設住警器，並建立一套住警器維護機制，例如本縣可

仿臺北市將每年 1 月 19 日訂為「住宅用火災警報器測試日」，呼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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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定期對家中裝置的住宅用火災警報器保持堪用狀態，以逐步達

到家家戶戶自我防護及全民消防之目標。 

肆、資料來源 

  一、105 年南投縣消防統計年報。 

二、南投縣消防局 106 年 1-12 月火災資料統計分析報告。 

三、南投縣政府消防局 106 年廉政會議資料。 

四、南投縣政府消防局 102 年至 106 年度單位預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