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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地下車站各種災害當中，首推火災之發生將直接對內部之人員生命產生威
脅。由於地下場站具有避難困難、消防隊進入搶救不易及火煙發展與避難狀況難
以掌握等特性，更增加了人命危險性。因此，無論人員避難逃生或消防搶救均需
依賴內部設施及應變機制達成，對於捷運系統地下化區段在發生重大災害時，需
整合運用既有之硬體設備，如隧道、緊急停靠站、緊急出口、空調排煙設備、消
防防災特殊設備、救援車輛、救援人力、救災策略及平時人員演訓計畫等，擬定
一套明確之緊急應變計畫及救援標準作業程序配合救援所需的特殊裝備，以利災
害發生初期能有步驟、有系統地按現場災變情境，迅速採取正確之緊急應變及救
災作業，俾即時控制災情、減少人命傷亡及列車或既有硬體設備之毀損。
本研究計畫以文獻探討法，分析火災情境並蒐集有關地下場站對人員避難之
影響，及實驗驗證等資料作為本計畫火災情境的參數資料。另外，整理歐、美、
日等對於地下捷運場站等特殊空間之重大災例及其所使用之搶救策略。有效性分
析消防據點設立與消防救援，並歸納比較國內地下特殊空間搶救標準作業程序等
法令規定等內容，具體建議消防搶救的未來規劃。輔以相關搶救實務經驗人員以
及學者專家進行訪談，了解在搶救策略、搶救作業程序及特殊裝備之設計使用上
是否適合國內狀況、適用上可能發生的問題及應加以改善之處，以收集思廣益之
效。
為了能夠安全有效的實施消防活動達到整體站體消防與救援安全的目標，在
隧道內充滿許多危險因子致消防活動具高度困難性，則必須進行必要的檢討分
析。
（一）消防救災據點的設置
參考日本現行消防救災據點的設置，及香港地下捷運火災風險和安全目標的
槪念，使我國地下捷運場站的搶救策更加安全。
（二）特殊裝備與器材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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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救該特殊場所可參考特殊裝備（如長效型空氣呼吸器、電子式救災人員管
理無線傳輸系統、簡易型光纖搜索鏡、熱影像儀、高壓水滅火器、救災指揮通信
平台車等）。考量消防隊員長時間從事消防活動的體力負荷及緊急逃出等狀況，
應針對消防人員的訓練、成立特殊救災團體、捷運站體結合等與營運管理單位進
行配合推動。
（三）地下捷運場站火災救標準作業程序
本項標準作業程序係參酌各國的火災應變對策、防火策略及作業準則等予以
擬訂，但仍有待搶救單位經實作或演習後再行修正，以利實務單位執行搶救指南。
關鍵詞：捷運、避難、救災據點、火災搶救、裝備器材、教育訓練

ABSTRACT
In various kinds of calamities of ground destination, the fire will first emerge and
threaten to the personnel's life inside directly. Because the underground station is
difficult to evacuate, rescue against fir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ire, etc., it is
dangerous to the human life even more. Therefore, no matter that people evacuate and
fire rescue need to rely on inside facilities and emergency mechanism to reach it. As
to the serious disaster happens to the MRT, it needs to combine and use the hardware
equipment, such as tunnel, emergent stop, emergent exit, air conditioner, special fire
equipment, rescue vehicle, rescue expert, rescue tactics, and the ordinarily training
plan, etc. To redact clearly emergent response plan and the 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 with the special equipment needed, it can be rapid and correct to adopt
emergent response and rescue task step by step and systematically according to the
one-scene disaster in initial stage. It can control the disaster, reduce human life
injuries, the damage of the train or the hardware equipment immediately.
The plan of the research uses literature review to analyze the fire situation and
collect about the influence for people in MRT, and the verified experiment, etc. It is
the materials of the parameter for fire situation. In addition, we collect the great
calamity examples of the special underground space and the rescue tactics in Europe,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etc. We effectively analyze the rescue stronghold to set
up and fire rescue. To sum up and compare the SOP's of the underground special
space and, etc., we suggest the future plan of fire rescue. With related the experience
persons and the experts, we can understand if the rescue tactics, the operation
procedure and the special equipment's design meet the domestic state or not, and we
can accept the result of all the useful ideas place by improving the problems occurred.
In order to safely and effectively implement fire control activity, the research can
reach the safe's goal about fire control and rescue people's life .Because the rapid
transit is full of a lot of dangerous factors and high difficulty in the rescue activity, we
must discuss and analysis essenti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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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et up the stronghold providing the control of the disaster；
2. The application of the special equipment；
3. The 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 of the underground rapid transit station.
Keywords：rapid transit、evacuation、rescue stronghold、fire rescue、equipment、
education、training

一、計畫緣起
捷運系統軌道地下化乃是為滿足交通運輸需求且因應地形而設計之特殊空
間，這種特殊空間呈現出密閉化、地下化等特性，在各項救災工作上有別於一般
建築物之應變救援，故國外對於此一特殊空間的設計基準、安全評估項目與救災
原則，皆有一套具體的方法檢視其功能性。而當定軌運輸系統地下化因各種事故
發生火災事故時，由於其特殊之環境特性及密閉構造，文獻中亦指出現場火勢所
造成的高溫往往超過 1300℃，造成部份地下車行隧道結構體崩坍及設備毀損，
除阻礙初期救災外，更可能引發多數死傷者而發展成重大災害之危險性。在地下
車站各種災害當中，除了人為的蓄意破壞行為(如爆裂物)可能造成內部人員直接
之傷亡外；首推火災之發生將直接對內部之人員生命產生威脅。由於地下場站具
有避難困難、消防隊進入搶救不易及火煙發展與避難狀況難以掌握等特性，更增
加了人命危險性。因此，無論人員避難逃生或消防搶救均需依賴內部設施及應變
機制達成；以往國內地下場站的硬體設備，雖然符合法規程序建造，但並未將緊
急避難、火災應變及消防救援等列為防火安全設計上之主要考量因子，常造成緊
急避難、消防安全設備與消防救援的衝突或不協調情形，不僅容易使業主成本增
加，也可能降低安全性能。
對於捷運系統地下化區段在發生重大災害時，需整合運用既有之硬體設備
(如隧道、緊急停靠站、緊急出口、空調排煙設備、消防防災特殊設備、救援車
輛)、救援人力(警消人員、站體工程人員、緊急醫療人員等)、救災策略(災害緊
急應變機制、救援指揮系統、相關單位支援體制)及平時人員演訓計畫等，擬定
一套明確之緊急應變計畫及救援標準作業程序配合救援所需的特殊裝備，以利災
害發生初期能有步驟、有系統地按現場災變情境，迅速採取正確之緊急應變及救
災作業，俾即時控制災情、減少人命傷亡及列車或既有硬體設備之毀損。

二、研究目標
1. 蒐集國內及國外對於地下捷運場站等特殊空間實際災例，及其所使用之搶
救策略、搶救作業程序及裝備器材等資料，加以分析起火危險、火煙情境，
並瞭解地下場站捷運空間人員避難行為特性、避難預想之弱點，配合瞭解
各項特殊搶救裝備、應變程序、搶救作業，以掌握地下捷運空間各項搶救
因子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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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透過既有站體之防災管理架構與防災(火、煙)安全能量調查，結合地下捷
運場站消防活動困難性，利用時間序列架構地下空間火災對應機制；
3. 分析地下場站消防救災據點設立原則與評估流程，以確實防禦消防活動據
點，確保消防活動路徑，逹到有效進行救援活動；
4. 利用各項地下場站的邊界條件，建立火災可能危害情境，利用各項人命危
害標準(如煙層可能高度、溫度、與空間壓力差)，分析消防救援有效性；
5. 透過專家訪談得到實際境況，檢討整體課題策略；
6. 建立地下捷運場站特殊空間搶救對策與救災準則；
7. 提出地下特殊空間災害救災人員所需裝備器材之具體建議。

三、整體預期成果
回顧國際社會歷年來地下化捷運場站之重大事故，無論韓國大邱地鐵縱火，
或英國倫敦地鐵遭到恐怖攻擊，絕大多數的管理及救災單位都沒有這類搶救處理
經驗，因此加強地下軌道搶救處理經驗、提供救災人員優良裝備及確保安全的救
災環境、確立應變救援對策與原則、建置特殊空間搶救標準作業程序、檢討國內
現行特殊空間搶救策略、搶救作業程序及救災裝備器材不足情形是當務之急。

四、研究方法

圖 2-1、研究計畫流程圖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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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過程
在既定之捷運系統場站空間特性及基本防災設備條件下，基於用路人生命安
全及運輸路網持續有效使用之共同考量下，本研究特針對地下場站空間在災變
時，避難行為和救災特性分析，及救災作業準則與救災指揮體制等災變管理內容
進行研究討論後，分別確立如下：
（一）利用國外成功案例及驗證公式，提供消防救災據點及消防救援有效性分
析，可保護消防人員在救災上的生命安全外，確保救援據點、路徑的安全；
（二）利用專家訪談，整合或補強規劃結果與現行執行情形，進行修正與建議之
事項，使研究的成果得以具體落實；
（三）針對對象之不同(如臺北及高雄之大型地下捷運場站)，依其環境、背景提
出不同之搶救策略及標準作業程序；
（四）針對對象之不同提出搶救特殊空間災害救災人員所需裝備器材及教育訓練
之具體建議；

六、結論與建議
（一）確保進入路線的安全性
消防隊為了能夠在隧道內進行受傷者的迅速、安全之避難誘導及救助搬
運，必須針對以下事項與營運單位進行相關協商作業。
1.確保作業用路線容易步行；
2.隧道內照明設備之緊急用電源迴路具耐火性以確保照明；
3.確保隧道內的排煙設備，進行煙流控制及排除隧道內的煙層；
4.電力停止或通電的部份，應有所明示且確實做好防止觸電對策；
5.站間又長又大時，應於途中設置消防隊可進入的導坑；
6.確保消防隊及受傷者避開煙與熱的緊急避難空間等。
（二）實施有組織系統的消防活動
有關消防活動據點應該於地面層、站務室(防火管理室)、月臺層及隧道
內等多處設置，確保各活動據點間的情報資訊能夠適當的傳遞。根據日
本東京消防廰所主導的地下隧道消防活動驗證結果顯示，自車站開始的
300~400 公尺處，消防隊專用攜帶型無線電設備並無法順利通訊，因此
必要在隧道內設置無線電通訊輔助設備，及加強隧道內設置捷運系統營
運管理單位之既設通訊設備(對講機等)的耐火性，以確保通訊順利。
（三）消防救災據點的設置
對於研究所得我國地下場站建築物須符合各項法規外，在消防活動對策
上詳述於第六章之內容，另消防活動救災據點設置，或消防活動支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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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驗證，及消防活動確保等可以參考日本現行消防救災據點的設置，輔
以香港地下捷運火災風險和安全目標的槪念，詳述於第七章，將我國地
下捷運場站的搶救策略延伸至整體救災策略與站體安全的另一境界。
（四）特殊裝備與器材的應用
如以消防救災裝備角度而言，目前傳統上的消防衣、帽、鞋已不足應付
搶救地下捷運場站等類似地下空間場所。該場所與一般建築物搶救畢竟
有所不同，所以，這裡提供一些特殊的裝備作為搶救該特殊場所的參
考，如長效型空氣呼吸器、電子式救災人員管理無線傳輸系統、簡易型
光纖搜索鏡、熱影像儀、高壓水滅火器、救災指揮通信平台車等。考量
消防隊員長時間從事消防活動的體力負荷及緊急逃出等狀況，應針對以
下事項與營運管理單位進行配合推動。
1.消防人員的訓練；
2.成立特殊救災團體；
3.捷運站體結合。
當捷運單位無法控制災情時，必須消防人員到達現場且深入地下層場站
內進行搶救，這些都是冒著濃煙、高溫及後勤補給線（水源、空氣呼吸
器所用之壓縮空氣等）過長等不利因素之威脅之下，對於旅客及救災人
員而言，都是極為不利的環境。因此，在發生災害後，不論避難行動或
搶救活動，必須以人員安全為首要考量。
從研究報告中可發現，本研究針對地下捷運場站特殊空間搶救策略與特
殊裝備，提出下列具體建議，以下分別針對立即可行的建議、中長期建
議摘要說明。
（一）立即可行之建議
主辦機關：臺北市政府
協辦機關：臺北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災害發生時，應以擴音設備、照明器具和螢光式標示設備指示避難方
向，建立有效之避難引導，以減低旅客恐慌。
主辦機關：內政部
協辦機關：臺北市政府、臺北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消防署
1.定期實施緊急避難演習
建議就演習所發掘之問題，再反向評估現有地上捷運場站消防設施、救
災人員應變等問題，以利將演習之成果，應用落實改善現有設施之不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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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從業與救災人員消防裝備之設置及更新
利用特殊裝備作為搶救該特殊場所的參考，詳如第九章所述，可作為未
來購置的預算，但實際上仍應評估在實務上的實用性來做調整。
（二）中長期建議事項
主辦機關：內政部
協辦機關：臺北市政府、臺北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消防署
1.建議救災有效性和救災據點列入救災考量
參酌日本建築基準法中有效的防火性能及香港對地下捷運場站的防火安
全目標和提升既有路線的防火措施等作法，使我們消防隊員可以在時間
消防活動時確保人身安全。
2.地下捷運場站特殊空間火災搶救標準作業程序之建立
本項標準作業程序係參酌各國的火災應變對策、防火策略及作業準則等
予以擬訂，但仍有待搶救單位經實作或演習後再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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