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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學緒論 

壹、內容說明 

第一節 火災之概念 

一、火災之意義 

火災是指「火」違反正常的用途，因燃燒作用而生獨立延燒之狀態。易言之，火災乃違反人

的意思而發生或擴大之燃燒現象。國內消防署對火災定義即指「違反人的意思或縱火而有滅

火必要的燃燒現象。」 

違反人的意思 

係指過失或通稱之失火現象，以一般人為準，對其行為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過失），

其結果導致意外之燃燒現象發生或擴大，或者因某種原因產生燃燒現象，而違反社會常理

上之公共利益，明顯與眾人之意思不符者。 

有滅火必要的燃燒現象 

不以失火者或縱火者本人之主觀認定為依據，也不以實際有無滅火動作來認定。 

依社會常理之客觀判斷，不以火災物之經濟價值為判斷依據，而以產生公共危險或可能

產生公共危險加以認定，或由消防人員客觀判斷其是否有滅火之必要。 

有無延燒之危險：必須基於社會大眾上一般的認知，客觀判斷其是否會產生公共危險的

燃燒擴大情形。 

二、火災之分類 

火災依其燃燒之性質，可分為普通火災、油火災、電氣火災及特殊火災等四種。茲說明之： 

普通火災 

又稱 A 類火災。指紙類、木材、纖維等一般可燃物發生之火災。通常建築物之火災，即

屬此類。依據日本消防法令之規定，凡不屬於第四類危險物、準危險物之火災，均屬普通

火災。美國防火協會（NFPA）之定義則為：「藉水或含水溶液之冷卻作用，足以發生最

大效果之普通可燃物火災」。 

油火災 

又稱 B 類火災。指引火性液體及固體油脂類發生之火災。日本消防法令規定，凡第四類

危險物及第四類準危險物之火災均屬之。美國防火協會之定義則為：「石油製品或可燃性

油脂、液體、油漆等引起之火災，而以窒息作用最為有效者，屬之」。 

電氣火災 

又稱 C 類火災。指通電中之電氣設備發生之火災。美國防火協會之定義為：「使用電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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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緣性滅火劑最為有效之電氣設備火災」。電氣火災於德國或比利時等國家，稱之為 E

類火災。 

特殊火災 

可分金屬火災及瓦斯火災兩種： 

金屬火災： 

指鈉、鉀、鎂、鋰、鋯等活性金屬之火災。這些金屬燃燒時，不但形成高溫，且具有強

勁之還原力，因此不能使用一般的滅火劑，必須依金屬之種類，選擇特殊之滅火劑始能

奏效。金屬火災依美國之分類，稱為 D類火災，日本則併入 A類火災中。 

瓦斯火災： 

瓦斯有天然瓦斯與液化瓦斯之分。瓦斯燃燒之特性，與油火災相似，故一般常併入 B

類火災中。惟德國與比利時則習稱 C類火災。 

NOTE： 

類別 名稱 說明 備註／TD＞ 

A類火災 普通火災 

普通可燃物如木製品、紙纖

維、棉、布、合成只樹脂、橡

膠、塑膠等發生之火災。通常

建築物之火災即屬此類。 

可以藉水或含水溶液的冷卻作用使燃燒

物溫度降低，以致達成滅火效果。 

B類火災 油類火災 

可燃物液體如石油、或可燃性

氣體如乙烷氣、乙炔氣、或可

燃性油脂如塗料等發生之火

災。 

最有效的是以掩蓋法隔離氧氣，使之窒

息。此外如移開可燃物或降低溫度亦可

以達到滅火效果。 

C類火災 電氣火災 

涉及通電中之電氣設備，如電

器、變壓器、電線、配電盤等

引起之火災。 

有時可用不導電的滅火劑控制火勢，但

如能截斷電源再視情況依 A或 B類火災

處理，較為妥當。 

D類火災 金屬火災 

活性金屬如鎂、鉀、鋰、鋯、

鈦等或其他禁水性物質燃燒引

起之火災。 

這些物質燃燒時溫度甚高，只有分別控

制這些可燃金屬的特定滅火劑能有效滅

火。（通常均會標明專用於何種金屬。） 

三、火災之特性 

火災具有下列三種特性： 

成長性 

火災具有不斷發展、變化與無窮擴大之特性。只要可燃物綿延不斷，又無其他足以阻斷燃

燒之因素，則其燃燒之面積與經過時間之平方成正比。在 3～4m/sec之風速下，木造房屋

之延燒速度約為每分鐘 2～3m，因此起火五分鐘後，如需三輛消防車之火災，十分鐘後則

非有十二輛不足以應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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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亦可以假定任何燃料的熱釋出量與時間之間遵循簡單的平方關係，此種關係直到可燃

物燃燒殆盡或釋熱率達到最高峰值時，此即是所謂的「建築物火災 t2成長理論」。用火災

成長常數(K)來衡量，可以解釋從慢到極快之火災發展速率，而具體的火災發展常數取決

於燃料之類型與分布。t2火災的釋熱率可以下式表示： 

Q＝

2

K

t
⎟
⎠

⎞
⎜
⎝

⎛
 

式中 Q：釋熱率（MW） 

t：經過時間（sec） 

K：火災成長常數（sec/MW
1/2） 

 

其中 K＝600 表示火災為慢速成長（Slow） 

K＝300 表示火災為中速成長（Medium） 

K＝150 表示火災為快速成長（Fast） 

K＝75 表示火災為極快速成長（Ultra fast） 

 

燃燒時釋熱率與時間關係可見圖 1。 

 

圖 1 燃燒釋熱率與時間之關係 

不定性 

火災之燃燒，受氣象、燃燒物體、建築物構造，以及地形地物等各種因素之影響，而呈現

異常複雜之現象進行。因此火災現場，乃極為不安定之場所。例如：建築物之屋頂或外牆

之倒塌，乃至燃燒氣流之上升，隨時都會造成燃燒方向之急速轉變。可燃物之中，若有石

油化學製品或炸藥等危險物，更可能伴同爆炸或產生有毒氣體、濃煙等新的現象。故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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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並非一種定型的、安定的燃燒，而是時時可能有突發性的危險，隨時有意想不到的新

事態發生。因此，消防人員在搶救時，必須隨時提高警覺。 

偶發性 

火災之發生均係突發的。不論人為的故意縱火或失火，以及自然原因形成之火災，均不可

能事先預測。至多在惡劣氣象下，預防其可能少發生而已。因而為了應付火災之偶發性，

消防勤務必須採取二十四小時警備之狀態，以便火災發生時，可以迅速出動，在最短的時

間內趕到現場。 

第二節 火災與氣象 

火災之發展受到許多的因素影響，而其中較重要的外在因素為氣象狀況，因此火災與氣象之

關係應多加留意。而火災與氣象之關係，概可分為氣象對火災之影響與火災對氣象之影響。 

一、氣象對火災之影響 

火災與氣溫、濕度、風以及其他氣象等均有關係。其中尤以與風及濕度之關係更為密切。通

常季風吹襲之季節、或濕度較低之乾燥時期，火災發生之頻率，即較其他時期為高。又颱風

之日，火災較平日易於擴大，即資證明。 

氣溫之影響 

火災與氣溫似無直接關係。氣溫即隨季節之變化而高低，夏季氣溫高，冬季氣溫低，但夏

季火災之發生率並未如冬季之高，足見氣溫並不直接影響火災。 

風之影響 

風與起火件數： 

風與起火件數似無關係。依據日本學者井鎮男之研究，即使日平均風速增加 5m/sec，

其日平均起火件數，不過增加 0.5件，可見風與火災之頻率關係不大。其原因可能是起

火之場所，多數在室內或較為隱蔽場所之故。另一方面，人們遇有強風之時，本能地就

有小心火燭之警戒心，減低火災之發生機會。 

風與延燒： 

延燒擴大之形狀： 

發生火災而無風時，火勢向四周蔓延，故成圓形擴展。火災到中期後，延燒形成火流，

向下風流動。風速愈大，其流動之火焰與地面之角度愈小，此時擴大形態由卵狀變成

帶狀。 

對於木構造建築起火之後向鄰棟建築物延燒所需時間，依濱田稔之實驗研究結果，得

到下列公式，且由研究結果可知在不同風速及時間下，火災之延燒形狀。 

下風處延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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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風處延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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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公式 

t1：建築物中心處著火後，向下風處延燒導致下風處鄰棟建築物外牆著火所需的時間

（min） 

t2：下風處鄰棟建築物外牆著火後，再向下延燒導致鄰棟建築物外牆著火所需的時間

（min） 

t'：建築物中心處著火後，向上風處延燒導致上風處鄰棟建築物外牆著火所需的時間

（min） 

t"：建築物中心處著火後，向二側延燒導致二側鄰棟建築物外牆著火所需的時間（min） 

a：建築物的邊長(m) 

d：與鄰棟建築物間距離(m) 

v：風速（m/sec） 

風與延燒速度： 

關於風與延燒速度之關係，許多學者之研究數字不盡相同，但結論大致相似： 

風速愈大，下風之延燒速度愈快。概略而言，風速 10m/sec時，其延燒速度每分鐘

約為 4～5公尺。風速增為 15m/sec時，其延燒速度則亦增為每分鐘 6～10公尺。 

風速愈大，上風之延燒速度愈減，終近於零。依據日本矢島安雄之研究，風速在 5

～13m/sec之間者，下風之延燒速度約為上風之 3～4 倍，風側之速度較上風稍快，

但差別不大。風速在 5m/sec以下者，下風約為上風之 2～3 倍。若風速超過 13m/sec

時，上風之延燒速度幾近於零。 

風與飛火： 

風勢強勁時，火場下風處火星飛濺成為飛火，往往造成延燒擴大與大火之原因。此種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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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乃火粉附著於可燃性之各種媒介物所引起，依日本學者龜井幸次郎之研究，飛火星之

種類約有火花、粉狀火星、棒狀火星、葉狀火星（Fire Leaves）、板狀火星、加熱之鐵

皮、塊狀火星及其他著火物等。 

飛火之距離： 

飛火到底可以到達多遠？其與風之關係為何？對於此一問題，歷來有二種看法。其一

為風速愈大，飛火愈近；其二為風速愈大，飛火愈遠。而依矢島安雄氏之調查，發現

風速愈大，飛火距離亦愈增加，但風速若超過 16m/sec以上時，距離反而減少。因此，

在 16m/sec以下者，風速與飛火距離成正比，而超過 16m/sec者則成反比。問題是現

場風速並非經常一定，當風速減弱時，飛火即可能飛往遠處。若從消防之立場，則以

第二種說法較為穩定。 

飛火之發生： 

飛火之發生，除風速外，並視火場燃燒火勢之強弱而定。普通建築物之燃燒，未必發

生飛火，但大型木造建築物劇烈燃燒時，飛火發生之危險必然大增。一般而言，火勢

到達相當程度之焚燒狀態時，即有發生飛火之危險性，至於飛火之發生與風速之關

係，亦成正比；自風速 5m/sec 開始，風速愈大，火場燃燒愈猛烈，其發生之必然性

也愈大。 

濕度之影響 

空氣中之濕度與木材、紙等吸濕性材料之燃燒，具有密切之關係。濕度高時，物質因吸收

水蒸氣而呈潮濕，燃燒當然較為困難。另一方面空氣中之水分多，亦使燃燒較為遲緩。 

可燃物之燃燒，皆由表面開始，表面之含水率，亦影響燃燒之快慢，而含水率則與濕度有

關。以木材為例，其乾濕之程度，與空氣中濕度之關係，可由圖 2示之。 

 

圖 2 延燒與木材吸水率之關係（7 種材料之平均，溫度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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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日本學者金原壽郎之研究，木材對空氣中濕度變化，最為敏感者為「鉋花」，其次為「桐

板」。當濕度減少 7.5%時，鉋花之重量減少 0.25%、桐板減少 0.16%。厚 5mm、面積 50cm
2

之薄桐木板，濕度變化 25%時，其水分相差達 12g之多（參見圖 3）。另依鈴木太郎之研

究，木材含水量之變動，與空氣中濕度變化之週期有關。週期愈大，含水量之變化愈大。

其變化並依週期之平方根而比例變動。故空氣中之濕度，對木材乾濕之變化幅度，年變化

較日變化約大 19 倍。此外，木材在乾季與雨季不同，其含水率差異頗大（見表 1）。例

如：10cm×10cm×2m之針葉樹林，乾季與雨季水分相差達 500cm
3之譜。 

 

圖 3 濕度變化與重量變化之關係 

一般關於濕度之表示，有下列三種： 

絕對濕度： 

則 1m
3之空氣中，所含之水蒸氣量，以公克（gram）表示者。 

相對濕度： 

即空氣在某一溫度下，所含之最大蒸氣量（飽和蒸氣量）與實際所含水蒸氣之比值（即

實際所含水蒸氣／最大蒸氣量）。相對濕度與起火頻度有關，通常相對濕度減少，起火

件數相對會增加。 

實效濕度： 

乃當日濕度加上過去相對濕度之影響值，表示之濕度。其計算方法如次： 

假設：He＝實效濕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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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當日濕度（%） 

Hn＝n日前之濕度（%） 

r＝過去濕度之影響。一般使用 0.7，森林火災則使用 0.5（r＜1）。 

 

則 He＝（1－r）〔Hm＋rH1＋r
2
H2＋...＋r

n
Hn〕 

實效濕度與火災件數，乃至延燒關係密切，因此實效濕度愈低，火災危險愈大。日本法

令規定，實效濕度若 60%以下時，就需發布火災警報。 

 

表 1 木材中之水份（%） 

材 名 場所名 乾燥別 雨 期 差 

針葉樹 
室外 

室內 

9.1 

5.4 

14.1 

10.6 

5.0 

5.2 

闊葉樹 
室外 

室內 

6.9 

4.5 

15.7 

12.2 

8.8 

7.7 

二、火災對氣象之影響 

前述火災現場乃一極不安定之場所，燃燒中除建築物倒塌、危險物的爆炸、風勢轉變等狀況，

均足以影響火災之進行。相反地，火災之進行亦可造成氣流與風勢之改變，由於火流之速度

與方向，影響搶救方法與戰術，因此吾人對於火場之氣流，應有瞭解。 

依火災（尤其是大火）影響現場之氣層變動與否，大致可分為兩類。其一為安定氣層，其二

為不安定氣層。 

安定氣層（Stable Air） 

氣層中下層之空氣較冷而重，上層之空氣較熱而輕，此種反象（Inversion）呈一種安定狀

態者，稱為安定氣層。此種氣層因溫度成垂直分布，大氣之垂直運動受到壓制，空氣乃呈

安定狀態，此種情況下，受熱之空氣上升，上部之冷空氣則流入燃燒現場之底部，降低延

燒能量，飛火亦因而減少。燃燒冒出之煙，亦不致向上高升，而殘留於氣層之下部，致使

火災擴大之勢受到抑制。 

安定氣層之高度增加 1,000 呎（304.8m），而其溫度降低若不超過－15℃者，該空氣均呈

安定狀態。若空氣表面全然不動（無風狀態）時，煙有停滯於某一層之傾向。雲層重疊後，

能見度降低，愈下層之部分愈厚，也益形安定（見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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