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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燃燒學會第五屆理監事第五次聯席會議 

會議記錄                    學會秘書處 

 

一、時   間：九十年四月二十六日下午三時至四時三十分  

二、地   點：中鋼圖書館一樓會議室 

三、出席理監事：蘇玉本、黃重裕（邱義豐代）、王覺寬、張克勤（王覺寬代）、邱遠揚(李國楨代)、 

張枝成、夏筱明、李聰盛、馬小康、洪福亮、張瑞進。 

秘書處：梁治國 

四、主   席：蘇玉本 理事長           記 錄：梁治國 

五、主席致詞：蘇理事長：歡迎各位理監事百忙之中來中鋼開理監事聯席會，本次配合本學會會員大會

持續召開理監事聯席會，一為減除各位理監事舟車之苦，一為不叨擾大家寶貴時間，再

次感謝中鋼公司熱情接待。 

六、會務報告： 

 

一般會務報告（秘書處） 

上次理監事會決議事項執行概況： 

 

1. 33期會刊0325上網，連同會員大會通知單及本期會刊目錄單頁已寄發通知各會員。 

2. 下載本期會刊印發已繳費之團體會員-志品科技、工研院機械系所、速八科技、銘風機械等四家，已

通知國家圖書館本會網址。 

3. 網站已增設會員上網重新更正聯絡住址、電話及e-mail功能。 

4. 建議下屆「燃燒學會\民航學會\航太學會」學術聯合會議可向國外徵稿，以提昇國際化。 

5. 元智大學校長詹理事同意本屆2001年「燃燒學會/民航學會/航太學會」學術聯合會議盈餘50%回饋學

會，以使本會永續經營。 

 

報告事項： 

 

1. 本屆「三合一」聯合學術研討會0317順利於元智大學召開，圓滿成功，當日本會秘書處在會場設置

服務台，招募永久會員3人，普通會員3人，收取會員會費 9人，並告知本會新網址、會員大會時

程、論壇主題，另贈精美紀念品乙份。 

2. 元智大學通知本次聯合學術研討會結餘32萬餘元，分配本會16萬元整。 

3. 本屆「三合一」聯合學術研討會總結報告已於0420假元智大學舉行。（會議記錄見附件） 

4. 本年度會員大會承蒙張瑞進理事、黃重裕理事大力協助，已於本日上午舉辦完成，特別予以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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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委委員會施理事：2001中華民國「燃燒學會\民航學會\航太學會」學術聯合會議燃燒學術研討會檢 

討報告。（詳附件） 

 

國際合作委員會詹理事（秘書處代）：2001年「燃燒學會/民航學會/航太學會」學術聯合會承辦紀要。 

(詳附件) 

 

財務委員會張理事：(詳如附表)。 

出版委員會林理事(王覺寬代）：替馬哲儒教授規劃國科會科學發展月刊專文目錄（見附件），請各理

監事共襄盛舉。另向教育部申請卓越計畫，認識燃燒，提昇生活品

質，將籌辦中、高級學生競賽，歡迎學會加入參予。 

 

七、提案討論： 

 

    第三屆亞太燃燒學術研討會將於六月二十四~二十七日于韓國漢城舉行，詹理事代表本學會出席且

任大會貴賓演講，依據本屆第二次會議決議（贊助參加國際會議之交通費及生活費）。詹理事提報-機

票費18000元、註冊費us$300元、旅館費 us$400元，合計約台幣40000元。決議同意，檢據核銷。 

 

八、臨時動議： 

 

1、 請秘書處將同一單位會員名單寄給相對理監事清查會員聯絡住址。 

2、 下屆會員大會將設置論文、圖片競賽，請學術主任委員施理事規劃參賽評比辦法，下次理監事

會提報討論。 

3、 本會網站登錄各搜尋引擎，並請夏筱明監事協助更新世界燃燒總會登錄之本會新網址。 

4、 期刊電子檔增添text檔及目錄點選功能。 

5、 同意邱輝煌教授製作第三屆亞太燃燒學術研討會論文獎品，檢據核銷。 

6、 下次理監事會議地點於台中逢甲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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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中華民國「燃燒學會 \ 民航學會 \ 航太學會」 

學術聯合會議檢討報告           學術委員會 

 

  二ＯＯ一年「燃燒學會、民航學會、航太學會」學術聯合會議，已於元智大學（民國九十年三月十

七日）圓滿順利舉辦完成。此次三合一會議（第二屆）輪到燃燒學會領銜，由元智大學統籌主辦，由籌

備、徵文、邀請演講到場地安排等等事宜，均有條不紊地完成，並獲得與會者一致的肯定，顯示元智大

學（機械系）的團隊是一非常有效率和相當能幹的團隊。 

 

本次會議在燃燒學會方面，共有65篇論文被接受發表，分九個議題進行報告，承分組主持人黃榮芳

教授等二十二主持人，惠予襄助會議論文發表事宜，俾使議程順利進行，在此謹致上本人最大的謝意。

另外，專題演講由田紹祖教授談有關太空梭之火災安全，以及詹世弘校長所主持的燃燒學會論壇，均相

當的成功圓滿。 

 

最後，為了傳承經驗，除了已將論文相關資料予以整理建檔外，也有必要檢討可能的缺失，以使下

次論文發表事宜進行得更完善，以下二點是本人覺得應思考改善的地方。 

 

1. 因本人的疏漏，使得會議論文集和會議議程中一小部份論文之代號有些不相符合之處，可能會造成

要尋找那些論文的不便（雖然那些論文仍可在論文集內找到）。此次因送印時間急迫，未確實詳加

檢查比對，造成此缺失，在此鄭重道歉。 

2. 各子議題每場人數並不多，主要以該場次發表論文之作者為主，因思考如何進一步提振學術研討的

風氣，比如之前由林大惠教授所創辦之燃燒（或熱流）科技圖片競賽是否於下屆會議重新開辦？或

舉辦學生論文之競賽並予以適當之獎勵，願與大家集思廣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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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燃燒學會第五屆理監事第五次聯席會議 

財務委員會工作報告             90/04/26 

 

 
◎學會經費收支情形如下表（89.01.18~90.04.26） 

 

科 目 摘 要 金 額 小 計 備              考 

● 上期結餘    

承上期結餘款 946,982   

  $946,982  

● 收入    

研究計畫費 180,000  中鋼委託之『石化業廠商能源使用情形普查及應用
淨媒技術潛力評估』第二期款。 

入會費收入 22,600  曹來春（5,000團體永久會員）,銘風機械公司（5,000團體
永久會員）,萬皓鵬（3,000永久會員）,柯旭勛（3,000永久
會員）,楊熾森（3,000永久會員）,袁曉峰,何無忌,呂嘉弘,
盧昭輝,許世典,袁良彥,陳大明,趙芝隆,林俊甫,吳耿東,陳止
善,陶超敬（各300普通會員） 

會刊廣告費 4,000  32期和33期會刊廣告 

  $206,600      

● 支出    

研究計畫費 160,000  中鋼委託之『石化業廠商能源使用情形普查及應用
淨媒技術潛力評估』第二期款。 

業務費 13,950  繳會費紀念品110個及獎狀框三個 

事務費 7,497  網頁製作、榮譽會員紀念牌、照片沖洗、信封、標籤、通
知單印製、大會用布條貼字製作、電池 

會刊登錄費 2,000  32期會刊登錄 

會刊上網費 2,000  會刊上網 

郵費 1,632  郵寄研究案支票、領據及回郵封和大會通知 

手續費 30  劃撥入 

  $187,109  

● 本期結存  $966,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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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中華民國「燃燒學會 \ 民航學會 \ 航太學會」 

學術聯合會議─承辦紀要           元智大學 

 

l 三合一會議舉辦模式及名稱 

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航太學會、燃燒學會、民航學會首次共同主辦三學會的聯合學術研討會，

藉此三合一的會議結合各界資源，促進彼此交流，更能拓展與會者視野，成果可謂相當豐碩。因此八十

九年四月針對前屆學術研討會召開之檢討會議中，三學會進一步決議每年皆以聯合會議形式進行，並決

定本屆三合一會議輪由燃燒學會主辦，委託元智大學承辦。 

為避免與每年年底中國機械工程學會學術研討會時間衝突，同時考量向教育部、國科會申請補助

經費的時程，會議中決定三合一研討會改在每年三月份舉行，也因應舉辦時間的修改，研討會的名稱改

冠以西元年份，而不冠以屆數。在學術聯合會議中三個學會的排名，也依輪流主辦的順序訂定先後，如

上屆會議由航太學會主辦，本屆會議由燃燒學會主辦，因此本屆會議排名順序便是「燃燒學會／民航學

會／航太學會」。至此，三合一會議輪流主辦的模式，以及會議名稱“2001中華民國燃燒學會／民航學

會／航太學會學術聯合會議”正式定案。 

 

l 籌備委員會的組織 

元智大學很榮幸接受委託負責籌辦此一盛會，於八十九年六月二十七日在元智大學召開第一次籌

備會議，由燃燒學會蘇玉本理事長擔任主席。會中首先確定了三合一研討會籌備委員會的組織，主任委

員由承辦單位元智大學詹世弘校長擔任，副主任委員則由燃燒學會蘇玉本理事長、民航學會李雲寧理事

長、航太學會胡謹理事長擔任，籌備委員則由各方推薦相關學者、專家、熱心人士擔任。總幹事由詹校

長任命實際負責行政業務的元智大學機械系徐業良主任擔任，副總幹事則由燃燒學會梁治國秘書長、民

航學會施建華秘書長、航太學會毛曾奇秘書長擔任，幹事群則由承辦單位元智大學機械系二位行政人員

和三位技術人員所組成。本屆學術聯合會議籌備委員會的組織方式，相信也為往後會議舉行建立了一個

可以遵循的良好模式。 

 

l 經費的籌募 

三合一學術聯合會議經費的籌募，也是第一次籌備會議討論的重點。會議中討論到經費的來源有

四個重點，第一當然是政府單位，如國科會、教育部等對學術研討會的補助經費﹔其次在會議中通過各

學會比照前屆會議，各贊助十萬元，也似乎為往後聯合學術會議建立了慣例﹔研討會報名費也是重要收

入項目，會議中通過本屆研討會報名費金額比照上屆收取﹔最後則是由承辦單位自行募集經費，例如邀

請相關民間單位贊助，以及向展覽廠商募集等。當時預估這四個來源的收入，應可支持舉辦此研討會，

會後承辦單位寄發邀請函給籌備委員，並尋求其贊助，也立時得到不少正面反應，因此承辦單位心情也

篤定不少。 

 

 

 



 中華民國燃燒學會會刊‧第34期�8 

 

l 學術聯合會議時程規劃 

第一次籌備會議也確定了三合一學術聯合會議九十年三月十七日星期六一天舉行，並討論了當天

包括專題演講、研討會、論壇等大致安排，緊接著在八十九年七月十三日在中科院二所召開了第二次籌

備會議，學術聯合會議時程規劃是該次會議討論的重點。首先以學術聯合會議舉辦日期為目標，往前回

溯訂定了幾個重要日期，包括論文完稿日期、議事手冊寄發日期、會議海報及報名表寄發日期、論文審

查及通知審查結果日期、論文截止收件日期、Call for Paper寄發日期（兩次）等。籌備會議結束後，

承辦單位也立刻著手建立三合一學術聯合會議之網頁，把相關的訊息、時程、表格等公佈在網站上。 

第二次籌備會議中也對學術聯合會議當天時程做了精心、有創意的規劃，包括邀請與燃燒、民

航、航太相關之政府重要人士擔任大會貴賓，邀請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田紹祖教授擔任

大會專題演講，同時並頒予燃燒學會榮譽會員。學術聯合會議中除研討會議口頭發表論文之外，並有論

文海報發表(poster session)，同時各學會並分別針對特定議題舉辦論壇，由各學會自行推舉主持人並

邀約與談人。為吸引參與人士能全程參與，主辦學會燃燒學會的論壇放在當天最後，與大會閉幕典禮合

併，論壇題目訂為「研究經費籌措與科技發展之優先度」，邀請政府單位掌握科技預算單位的相關人士

來談這個大家都關心的議題，同時並增加閉幕摸彩活動，民航學會並當場承諾捐贈機票，作為摸彩獎

品。第二次籌備會議中也決定，因為一天研討會行程實在非常緊湊、疲累，當天不舉辦晚宴，而以餐盒

替代。 

 

l 論文的邀請與審查 

論文發表當然還是學術研討會的重頭戲，三合一學術聯合會議同時牽涉到三個學會，複雜度更為

提高。第二次籌備會議中僅確認因相關技術問題過度複雜，本屆學術聯合會議仍以紙本論文集，不製作

光碟，但投稿人完稿則須附上紙本及磁片，以利編輯時之校正作業。 

八十九年九月六日在元智大學召開了第三次籌備會議，將三學會研討會名稱做了統一的修正，並

正式組成了論文委員會，由承辦單位元智大學機械系王立文教授擔任主任委員，三個學會分別由中央大

學施聖洋教授、成功大學陸鵬舉教授、成功大學趙怡欽教授擔任論文召集人。論文審查的模式更是做了

重要的決定，三學會的論文召集人負責各學會論文收件、各自召開審查會議、寄發通知、收集完稿等工

作，三位論文召集人將各學會論文完稿資料及初步分類交給承辦單位彙整編印論文集，並安排學術會議

當天發表時程，最後論文委員會開會對各項細節作最後確認。在整個論文邀約、審查過程，投稿人都僅

與其專業學會接觸，最後論文集編輯及議程排定才由承辦單位彙整，這樣各學會獨立作業再彙整聯合的

運作模式，後來證實十分順暢而有效率，確實是往後三合一學術聯合會議可以沿用的模式。當然三位論

文召集人負擔了相當大的工作，承辦單位也事先支給各學會三萬元經費，供論文召集人作郵遞、審查、

完稿等業務費用開支，協助其順利完成工作。 

 

l 學術聯合會議籌備工作 

本屆三合一學術聯合會議籌備委員會的幹事群，由承辦單位元智大學機械系二位行政人員和三位

技術人員組成，負責學術聯合會議各種事務性籌備工作。籌備工作相當龐雜，承辦單位在每週系工作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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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上皆作進度討論，並定期向主任委員詹世弘作進度報告。詹校長對於如何能在有限經費之下舉辦成功

的研討會十分關切，也不斷指導、要求幹事群提出創新做法，當用則用、當省則省，並儘量整合校內既

有資源，提供更好的服務，有幾點工作值得記錄作為日後參考。 

在製作徵文海報、大會海報時，承辦單位便花費數千元委請專業設計公司設計本屆學術聯合會議

鮮豔、醒目的標示圖案，經籌備委員會選擇、確認後，除海報外，本屆學術聯合會議的網站、邀請信

函、論文集、議事手冊、資料袋、會場佈置都採用相同色彩、風格的圖案，較諸一般學術研討會活潑許

多。 

論文集是參與學術研討會所有學者智慧、努力的結晶，承辦單位特別不惜成本，選擇較好的紙

張、印刷、和裝訂方式，希望能夠編輯成一本製作精美、值得長久留存的論文集，事後果然也得到與會

者好評。大會紀念品的選擇上，承辦單位選擇了桃園鶯歌的特產，手工寫上個人名字的瓷杯，並希望藉

此吸引與會者能事前報名，雖然承辦單位在紀念品名字書寫、分類上多花了不少工夫，但在「個人化」

紀念品的吸引下，184篇論文作者中有144人事前報名，與會人士得到這項紀念品也都顯得十分高興。另

外值得一提的是，論文集印刷廠商和紀念品製作廠商也都額外提供精美禮品，供大會閉幕典禮摸彩。 

會場服務方面，研討會共有十二個口頭發表會場，承辦單位在在每一個教室都提供了包括投影

機、電腦、單槍等設備，每間教室也都有一位事前訓練過的工讀同學負責操作設備及計時，使論文口頭

發表能夠順利進行。Poster Session發表者如無特別準備，承辦單位也主動代為將其論文放大張貼。餐

飲服務是重頭戲，承辦單位在每一次茶點時間提供的茶點都力求精緻，午餐也提供了六、七樣不同菜色

的主菜，以及兩種湯和水果供與會者選擇。此外承辦單位並提供了車站、旅館接送、代叫車等交通服

務，希望讓與會者有賓至如歸之感。 

在學術聯合會議籌備工作及會場服務，總計動用了近三十位工讀同學，其中大部分是碩博士研究

生。這些同學的參與，使承辦單位有充沛人力完成各項籌備工作，研究生同學們也由此得到實際參與學

術活動的學習機會。 

 

l 學術聯合會議當天進行狀況 

九十年三月十七日星期六上午九點，在元智大學五館國際會議廳舉行了2001中華民國燃燒學會／

民航學會／航太學會學術聯合會議的開幕典禮，元智大學詹世弘校長致歡迎詞之後，國科會魏哲和主

委、國防部傅慰孤次長、中壢市張昌財市長分別以貴賓身分致詞，其中魏主委是擔任國科會主委之後，

第一次公開在學術研討會致詞，他除了對三學會的研究成果表示肯定與鼓勵之外，也對未來國科會發展

方向做了具體描述。接著成功大學苗君易教授代表航太學會胡謹理事長致詞，民航學會李雲寧理事長、

燃燒學會蘇玉本理事長也分別致詞，蘇理事長並頒贈田紹祖教授燃燒學會榮譽會員證書。開幕典禮與會

貴賓還包括飛安委員會執行長戎凱、逢甲大學工學院劉通敏院長、交通大學機械系陳俊勳主任等人。學

術聯合會議當天共有近250人報名參加，開幕典禮時國際會議廳現場近兩百個座位可用座無虛席來形

容，主辦單位燃燒學會也由梁治國秘書長率領工作同仁，在報到現場設立服務攤位，提供燃燒學會會員

服務。 

接著便由田紹祖教授進行大會專題演講，講題是“Fire Safety in Spaceshuttle or 

Spacecraft”。演講開始時會場投影設備發生故障，略微耽誤，所幸後來及時解決，田教授風趣的演講

風格和精闢的內容，獲得與會人士不少共鳴，演講完畢後仍圍著田教授繼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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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後，與會人士移師元智大學三館，進行論文發表。本屆學術聯合會議共有184篇論文發

表，其中燃燒學會65篇，民航學會28篇，航太學會91篇，較諸上一屆的117篇（航太67篇，燃燒35篇，

民航10篇）規模擴大不少，亦顯見三領域學者們研究成果之豐碩。口頭論文發表共分十二個教室同時舉

行，進行相當順利，每個會場平均都有二十人以上在場聆聽發表。雖然有部份發表人缺席導致部份場次

較早結束，但更常見的是各發表會場討論熱烈、欲罷不能，而甚至還有延遲半個多小時才“下課”的情

況。 

與會者對大會餐點提供，似乎都相當滿意，總務處阿嫂們也一直在旁待命，每次餐點時間一結

束，便立刻將所有垃圾清除，保持會場乾淨。一年一度的研討會目的除發表研究成果外，也在讓同一領

域研究者作經驗分享與交流，因此大部分與會者在研討會場聆聽論文發表外，也有不少與會者站在會場

四周，一面享受餐點，一面三五成群進行交流，甚至看到不少人站著聊了一個多鐘頭。承辦單位在場地

佈置上疏忽了與會者這項需求，未能提供較舒適的交談場所，是應該改進的地方。 

各學會的論壇也同步舉行，上午首先開始的是航太學會論壇，題目是「21世紀的航太產學研合作

與展望」，由成功大學蕭飛賓教授主持，與談人包括經濟部技術處金憲博士、航太公會藍兩家先生、淡

江大學航太系陳增源主任、工研院航太中心何無忌博士、清華大學動機系蔣小偉教授、及國家太空計畫

室吳岸明博士等人。下午則是民航學會的論壇，由李雲寧理事長主持，題目是「本區空域規劃」，與談

人包括民航局飛行標準組徐永浩組長、民航局飛航管制組熊光榕組長、民航局助航組沈啟組長及民航局

飛航管制組洪美雲技正等人。民航學會的論壇討論太過熱烈，超過原定90分鐘時間還沒有結束的“跡

象”，最後擔心影響最後一場論壇及閉幕典禮，才不得不臨時將詹世弘校長及李雲寧理事長從會場中

“請出”，趕往下一場論壇。最後一場燃燒學會論壇由元智大學詹世弘校長主持，題目是「研究經費籌

措與科技發展之優先度」，與談人包括經濟部技術處金憲博士、國科會企劃處魏嘉鎮處長等人。三位與

談人將民間與政府各種不同學術研究經費的方向做了報告後，與會的學者們也紛紛提出了對研究經費應

用的看法及建議，時間又比原先預定超出甚多，但大家似乎仍意猶未盡。 

最後進入閉幕典禮，詹世弘校長簡短致詞後，即由貴賓抽出獲獎的與會者，獎品數目雖然不多但

都十分精緻，包括國外旅遊來回機票、小型冰箱、瓷器等。不知是否因為有抽獎節目的關係，一整天的

研討會行程到傍晚近六點，仍有一百位左右來賓參與閉幕典禮。閉幕典禮完畢後，本屆學術聯合會議也

正式畫下句點，承辦單位準備了餐盒讓大家在返家途中享用。 

 

l 後記 

2001中華民國燃燒學會／民航學會／航太學會學術聯合會議，承蒙教育部、國科會、資策會、民

航局、中科院、國防大學、中華航空公司等各單位鼎力支持，以及籌備委員的指導協助，論文委員會對

論文嚴謹的審查，並在全體工作同仁群策群力，三個領域學者熱烈參與下，終使本屆學術聯合會議得以

順利完成，並進一步提升了本聯合學術研討會的地位與價值。 

元智大學很榮幸接受委託負責籌辦此一盛會，在此一過程中一直以嚴謹認真的態度辦理會議籌備各項事

務，對於承辦學術研討會也增加了不少經驗。在籌辦此學術聯合會議過程中，承蒙前屆會議論文主任委

員中正理工學院宋齊有教授，將其承辦經驗傾囊相授，獲益頗多，因此在此也特別將本次會議籌辦過程

中重要事項記載下來，作經驗的保存並與大家分享。在本次學術聯合會議籌備、進行過程中，有任何不

周到的地方，也請各界先進多多包涵，並予批評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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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燃燒學會技術講習暨90年度會員大會 

會議記錄                  林朝輝 

 

時間：中華民國九十年四月廿六日星期四 

地點：中國鋼鐵公司中正堂 

出席：全體行權會員 

主席：蘇理事長玉本                                紀錄：副秘書長林朝輝 

 

一、主席致辭：  

1. 首先感謝中國鋼鐵公司提供如此舒適的環境與多方面的協助，讓本次會議得以順利舉行。 

2. 承蒙各界對本學會熱心支持，在本人擔任第五屆理事長還不到一年期間，陸續有眾多會員加入，包

括個人會員46員(永久 18員，普通 28員)，團體會員3家(永久 1家，普通 2家)，在此特表歡迎之

意。 

3. 配合資訊時代要求，進行學會網站重建與會刊電子化，學會網址為

（http://home.kimo.com.tw/ciroc）。會刊方面，除第31期以紙本發行外，第32期（89/12）、第

33期（90/03）均改為電子化，節省大筆經費，目前並已上網，請會員們多加利用並廣為宣傳。 

4. 90年主辦活動包括： 

(1) 中國鋼鐵公司舉辦"戴奧辛污染防制技術"講習會。 

(2) 元智大學舉辦2001年燃燒/民航/航太聯合學術研討會。 

在舉辦單位細心策劃與密切配合下，活動均圓滿成功。 

5. 在承接計畫方面包括： 

(1) 陳俊勳理事完成內政部消防署計畫「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儲存槽及儲存倉庫設備及

構造安全設施」研究案。 

(2) 林大惠監事執行中鋼公司計畫「石化業廠商能源使用情形普查及應用淨煤技術潛力評估」研究

案，促進產業與學研界交流。 

感謝陳理事與林監事分別提供學會作業費19萬元與12萬元。 

6. 順利完成第五屆第一至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二、貴賓致詞： 

 

中國鋼鐵公司新材料研發處黃重裕處長： 

歡迎各位女士、先生蒞臨中國鋼鐵公司，希望各位能藉著本次燃燒技術講習會進一步了解新的

發電與供電技術，共同為提升國內能源使用效率而努力。並祝本次技術講習會暨會員大會圓滿

成功。(精華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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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頒 獎： 

1. 承蒙中國鋼鐵公司熱心贊助本會舉辦「戴奧辛污染防制技術」產學講習會及本年年度會員大會，致

贈感謝狀乙禎。 

2. 承蒙元智大學熱心贊助本會舉辦「二○○一年燃燒/民航/航太聯合學術研討會」，致贈感謝狀乙

禎。 

3. 林大惠監事，熱心推動本會會刊編輯出版、主持產學合作計畫贊助學會，著有績效；致贈服務績優

獎狀乙禎。 

 

四、會務報告： 

1. 秘書處梁治國秘書長： 

(1) 89年工作記要 

包括：產官學研活動、社會服務、更新學會資訊網、會籍資料整理普查、會費催繳及募款、

會刊編印、出席國際交流、及經費勸募等。重要活動項目如下： 

n 學術委員會、元智大學、秘書處舉辦2001年燃燒/民航/航太聯合學術研討會。 

n 交通大學機械系與秘書處舉辦89年度全體會員大會。 

n 產業技術委員會舉辦"戴奧辛污染防制技術"講習會。 

n 陳俊勳理事完成內政部消防署計畫「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儲存槽及儲存

倉庫設備及構造安全設施」研究案。 

n 林大惠監事承接中鋼公司計畫「石化業廠商能源使用情形普查及應用淨煤技術潛力

評估」研究案，促進產業與學研界交流。 

n 學術委員會代表出席世界燃燒會議。 

(2) 90年工作計劃 

分為：宣導政府能源政策、推動燃燒科技生根及本土化、協辦民航/航太/燃燒聯合學術研討

會、出席國際交流、維修學會資訊網、舉辦講習會、會籍資料整理普查、會刊編印、經費勸

募、選舉等方面，預定工作項目如下： 

n 編纂中小學的能源節約教材 

n 舉辦能源節約與二氧化碳減量宣導 

n 舉辦大專生能源節約講習會 

n 配合各種能源設備的操作執照講習會 

n 國內燃燒科技研究規劃與燃燒現象及原理系列專文 

n 燃燒科技訓練課程及講習班 

n 大專燃燒相關課程規劃 

n 籌編基本燃燒現象科技推廣專冊 

n 籌編燃燒科技專有名詞辭典 

n 舉辦2002年民航/航太/燃燒聯合學術研討會 

n 出席亞太燃燒會議(ASPACC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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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舉辦燃燒相關技術實務講習會 

n 出版34~37期會刊 

n 選舉第六屆理監事會及理事長 

 

2. 財務委員會張枝成主任委員： 

學會經費，上期結餘台幣710,825元，本期在多方開源節流下，自89年3月7日起至90年1月18日為

止，收入台幣1,234,558元，合計台幣1,945,383元，扣除本期支出台幣998,401元，尚結餘台幣

946,982元。 

 

五、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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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 迎 新 會 員 加 入 

 

◆普通會員◆ 
 

 

 

趙芝龍(中正理工學院) 

 

林俊甫(中正理工學院) 

 

陳止善(中山科學院二所) 

 

饒邦彥(成功大學航太中心) 

 

周志成(成功大學航太中心) 

 

張家軒(成功大學航太中心) 

 

江兆華(志品科技公司) 

 

陳茂景(台電公司電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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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中華民國「燃燒學會 \ 民航學會 \ 航太學會」 

學術聯合會議總結報告會議記錄      

 

一、時       間：九十年四月二十日下午二時至四時 

二、地       點：元智大學一館七樓第二會議室 

三、主       席：詹世弘校長（代）                記 錄： 梁治國 

四、出 席 單 位：燃燒學會   施聖洋教授   梁治國 

                 民航學會   陸鵬舉主任   吳怡嫻   藍淑玲 

                 航太學會   陸鵬舉主任代 

五、報 告 事 項： 

燃燒學會    

梁治國： (1)本次會議因蘇理事長公出無法出席，特請詹校長代理主持。 

  (2)2001之三合一聯合學術研討會由本會主辦，已於0317委元智大學承辦完成，盛

況空前，提報論文、參加人數均破已往記錄，學會非常感謝元智大學熱心支持

與付出，使本會與有榮焉。 

  (3)本次會議另一重點，係將下屆（2002年）主辦權移交民航學會。 

  (4)各學會對於本次研討會有任何改進意見請提出，供民航學會下次主辦參考。 

元智大學 

徐業良主任：本次承辦研討會整個籌備過程、會議當天及檢討意見均整理於承辦紀要中（見

附件），請詳閱並提出指正；另籌備文件光碟交民航學會代表-陸鵬舉主任。 

民航學會 

陸鵬舉主任：明年承辦研討會單位可能為成大，需經理監事會同意，時間各學會無意見仍維持

3月中旬，至於地點亦俟理監事會再議。 

 

六、建 議 事 項： 

(1) 論文集太厚、太重，建議改用光碟，另摘要可集合成冊。（施聖洋） 

(2) 平行論文發表場次太多，分散觀眾，場面冷清，僅以發表論文作者為主；建議研討會時間增長

為兩至三天，地點選為偏遠渡假村，可攜眷，上午研討，下午家庭活動；或以特別主題之小型

研討會為主，論文採poster；或行單一論文發表場次，且poster另闢時段實施；為提高出席及

參與率，設置論文競賽獎、圖片競賽獎。（施聖詳、陸鵬舉、詹世弘、徐業良） 

(3) 此次設計logo為三合一聯合學術研討會永久標記，請傅小姐將電子檔e-meal給各學會。(詹世

弘) 

(4) 聯合學術研討會結餘由當年該主辦學會與承辦單位協調分配。（本次由燃燒學會與元智大學各

分配50%） 

 



 中華民國燃燒學會會刊‧第34期�16 

 

∼ 榮 譽 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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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安工程- 以性能為基準的法規的基礎 

 

Dougal Drysdale 

英國蘇格蘭愛丁堡民間與環境工程大學，消安工程學院教授 

(Professor of Fire Safety Engineering 

School of Civi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Scotland, UK) 

 

摘  要 

全世界已經有很多的國家接受以性能為基準的消防法規，幾十年前當建築物變得更高更大時，這個

趨勢就變得不能避免了，並開始使用新的材料與新穎的建造方法。像購物中心與航空站的建築物並不符

合任何現行的標準形式，可是其接受的標準必須來自於具有規定性質的現行法規架構之內。有很多規定

要求根本就無法符合，或只能以無法接受的成本才能夠符合。因此就出現一個系統應用「交換」

(trade-off)的概念來解決，例如，如果建築物完全裝上灑水裝置或裝上適用的火偵系統。然而，在

「」被批准之前，必須先要有一個合理的要點：設計安全，風險可接受。為了要完全滿足此程序，條件

必須客觀與量化，即使量化方法只在最近才發展，它仍會繼續消安工程的基礎。 

 

消安工程師應該從建築物設計的一開始就參與，其角色是指導設計小組，此設計小組應確保失火時

建築物居民的安全。他也必須注意消防員的需求，使其能救火而不會置身於過多的風險。如果符合這些

目標，才可能產生降低財物損失的其它優點，儘管有時（例如在製造微電子的設施中）它可能會成為優

先事項並決定保護的層次。消安工程師的一般程序是選擇「設計火災」(design fire)，它變成時間表

分析的術語來源，在時間表中，有時距離火場很遠的失控（或不能接受的）情況發展率要與居民逃至安

全地，與消防員抵達現場並開始有效的救火行動所需的時間做比較。此分析需要應用火災熱氣與天花板

氣流的特性，與當煙霧在建築物內移動遠離火場時，應用決定煙霧吸入過程的移動速率與體積的最新知

識。現行的程序可溯自摩頓(Morton)、泰勒(Taylor)與透那(Turner)早期所進行的熱氣浮力試驗[1]。

此試驗已經被廣泛應用並發展成不同型式的燃燒熱氣（例如線型熱氣(line plume)[2]與溢出熱氣

(spill plume)，但是這個領域的試驗發展幾乎已經停滯。有人非常憂心「消安工程」即將超出支持工

程方法所需的基本研究，這是因為在一直沒有足夠的經費贊助消防研究一段時間之後，產生以性能為基

準的法規。如果我們要逐漸增強應用消安工程的信心，就必須鼓勵消防研究並使其發展最大的可能性。 

 

專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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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情形只會發生在保證將以性能為依歸的規定予以形式化之後，但是有一個問題：在二十一世

紀消安工程會將我們帶往何處？應該要明瞭，在可預見的未來，消安工程的解決方案會與大型的計畫有

關，例如購物中心與國內大公司和跨國公司的企業總部等等。這類建築物消安經費的成本非常高，仍須

不斷尋求降低成本之道，大量降低成本實際上是有可能的。有明確證據顯示大型紮實鋼構建築物結構防

火的「傳統」作法造成昂貴的過度設計(over-design)；更加瞭解對這些結構失火反應為基礎找出更合

理的方法，可能會節省更多的成本。不可諱言的，還是會有尋求其它降低成本之道的壓力，這只有更加

瞭解火災發展，給予消安工程師的使用方法更多的信心才有可能做到。有人憂心對用來計算中庭煙霧流

動的方法不夠明確，而對於選擇牆壁襯裡所使用的可燃材料的技術感到更不明確與不安。 

在整個社區所面臨的挑戰中，選擇材料可以說是最大的一個。我們仍舊侷限於使用選擇材料的單一

情勢測試，這些都是要極度依賴儀器且不能產生消安工程師使用的量化數據。這些測試可能一直會為選

擇粗糙材料與品質控制所需，但此法有很大的限制，爭議的要點是：以一個單一測試（例如SBI[3]）簡

單的「通過/為通過」標準可能將其它具有適用於某些特別目的特性的原始材料排除在外，同時卻由於

測試程序的不可預測，接受其它實際上在終端使用時會產生危險的材料。（有很多例子顯示單一情勢測

試產生某些材料的錯誤結果。）除非能夠以量化來表示測試結果，否則消安工程師不能告知產品的測試

結論- 特別是才通過測試標準的結果。 

以性能為基準的法規不會將設計師侷限於所指定規定的限制，但是設計師只能在他們能夠依賴適

用的工程解決方案內完成，這些解決方案的風險可以量化並可為社會所接受。如果消防研究界能夠積極

支持消安工程師的需求，它不久就能夠完成。此目標包括增進我們對火災動態基本原理的瞭解，但是同

樣重要的是，需要統合並改善支持很多現行作法的研究結果。預期將有重大的研究突破是不實際的，但

是統合現有的知識對健全的消安工程與完成以性能為基準的法規將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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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應用到La Fenice戲院方法的消安性能 

C.Fiameni (*) G.Gallina(*) G.Mutani(**) 

 (*) ICITE- CNR. San Giuliano Milanese (MI), 義大利 

(**) Dipartimento di Energetica- Politecnico di Torino, 義大利 

 

摘  要 

在應用到複雜結構的設計上、高消防負載材料與激烈都市活動的歷史性建築物時，消防安全就變得

很複雜。對於歷史悠久的戲院，消安應用的問題會因影響內外部人群疏散計畫，與消防隊救援的明顯行

動而惡化，這是具有高密度群眾建築物的一般情形。在此文件中，以消防性能為基準的方法會應用在拉

斐尼斯(La Fenice)戲院重建的實際設計上，它是義大利的主要大戲院之一。使用此法是要讓消安保護有

很自由的設計空間，同時考慮到規定標準的使用，達到相同的、或更好的消安等級。 

 

1. 簡介 

消防安全特別是針對有高密度群眾與本身具歷史重要性的建築物，像是具有歷史重要性的戲院

而設。在義大利與國外戲院火災的經歷中，證明標準面是必須的要求，但不一定足以保證適用的安

全層級。除了標準面之外，設計師還必須考量是否可以採用替代或整合的標準來改善消安系統性

能；同時，發展改善方法與模式，以描繪出火災現象，做為實際火災調查，並模擬消安系統性能，

分析設計結果為目標。所以，才可能使用較佳的消安系統並瞭解其性能，自由設計應用消安技術

（不悖「以性能為依歸」的方法）。還有，對於歷史性的建築物，要符合歷史建築觀與消安要求而

不扭曲建築物原始的特徵實屬不易。最後的考量是有寶藏或其本身即為一座寶藏，需要防盜賊的建

築物：安全與治安必須找到適當的折衷方案。 

 

2. 歷史戲院的消安標準 

義大利現在有眾多歷史戲院的結果是，非常難以強硬使用消防標準，問題不只牽涉到上述的高密度

群眾戲院的特徵（所有公開演出建築物的常見情形），也與下列有關： 

1. 市區的活動往往在歷史性戲院舉行。在義大利，大部分的歷史性建築物位於窄巷，外部空間

狹小城鎮的歷史中心不好讓消防隊救援，甚且，這些建築物都緊鄰或直接與不同使用型式的

公寓大廈相連，所以有不同的消防負載與不同的消安風險。 

2. 歷史性戲院的建築特徵有嚴格規定，（被動與主動防火的）消安技術不能更改其原始結構，

必須繼續專注研究其對消安系統的衝擊；例如，新梯井的位置或灑水器噴嘴的分佈不能破壞

專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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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建築功能。 

3. 消安系統必須考慮防止歹徒入侵（或治安）。特別是容易成為盜竊下手目標的歷史性建築

物，安全必須與治安互相搭配，不讓出口成為侵入建築物的通道。 

4. 對於頗具重要性的歷史建築物而言，消安等級不能只具有一般消安特徵的功能（消防負載、

建築物使用性等等）而已。不只是火災可能引起有形的損害，甚至還要考慮到要重建一棟歷

史性建築物是不太可能的，或是過於昂貴。 

5. 過去用來建造結構與裝潢的材料具有高消防性能，火災對其影響卻未知。 

 

最為人知的戲院火災是不遵守消安原則所引起，以致產生嚴重的後果，這是由於老舊的戲院在

一國歷史上的豐富性，所以不只有經濟上的損失。因此，必須強調，由於上述消安管理的困難，所

有建築物都有不能完全避免的居住火災風險，問題就是要限制此火災風險以及火災所引起的損害。

必須指出的是，義大利的老舊戲院主要是以木頭及很多易燃的材料，如裝飾品及裝潢所建造而成；

並且，老舊戲院是以蠟燭、油燈或火炬來照明，暖氣是在每一角落上包廂的炭盆上供應。因此，老

舊戲院的歷史不乏火災。近來火災都是發生在建築商保養時。在重建時，由於囤積一些易燃的材料

（例如：溶劑、油漆、危險設備或搭在建築物周圍的木造鷹架），出口被封閉，消安系統關閉，消

安問題更是令人憂心。 

在全世界，由於將消安標準應用到歷史悠久戲院的困難，不斷有研究來解決此燙手山竽。此國

際性行動的目標是要發展能替代現行規定，以性能為依歸的消防法規。 

 

3. 將消安性能為基準應用到「拉斐尼斯」(La Fenice)戲院上 

採用消安的方法會驅使安全建築功能的整合。在程序安全上，除了作為設計的基本目標之外，

尚成為設計本身最重要的標準，此法是鑑於拉斐尼斯戲院已經被燒了兩次，所以消安問題必須「在

法外」解決。拉斐尼斯戲院消安設計的主要標準是依照規定標準，以性能為依歸的方法。 

所用方法如次：首先在1844年，Verdi協會開始拉斐尼斯戲院為期十三年的代理權，第一次大戰

後，戲院開始進行熱烈的活動，受到最知名歌手與指揮家的青睞。1930年，Biennale開始聘請

Stravinsky、Britten、Berio、Nano與Bussotti為拉斐尼斯戲院譜曲。 

這段歷史簡介有助於瞭解將鉅額的花費用於「忠實」重建拉斐尼斯的風采。 

 

3.2  對策 

在形成基於功能與安全標準的設計理論之後，可以分析對戲院消安有影響的內外部特徵，必須

謹記戲院的老舊部分，如前座區、三層的包廂、頂層樓座(gallery)、休息室(the Foyer)與Sale 

Apolinee不能在新設計中更改，但是新的目標，為了容納更多的觀眾，會驅使設計師找尋新梯井與

新出口，在合理範圍內能容許一定人數疏散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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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特徵通常是劇場為演出所安排：讓消防隊可以抵達與操作與人們從戲院周圍的危險區移動

的特徵。 

內部特徵可以歸類為： 

1) 整個系統的實際反應 

2) 主動的消安對策 

3) 對疏散方式的功能性反應 

3.2.1 戲院的外部特徵 

 在威尼斯市中心演出會有一些不能抵達公演大樓的一般情形：狹窄彎曲的街道。然而，此戲院

恰巧有從水路與陸路可抵達和可操作的特徵，利於消防隊從戲院的各個方向行動。以威尼斯是一個

水上都市而言，且此特徵有利於消防隊的工作，與其它的部分比較起來，戲院外部的消安特徵就有

利多了。 

 不但如此，還有環繞戲院周邊的小廣場與兩個梯井直接連接戲院的一樓與外部，都有利於人們

疏散與在失火時逃離危險區域。 

3.2.2 消安系統的實際反應 

 系統的實際反應是依據隔間功能的型式直接與風險情勢(risk scenarios)連接，設計是分配功

能性概念，企圖加入有同種風險等級的區域（有相同的功能、消防負載與擁擠指數）。分配功能性

概念的建築物設計是使用於防火區，發揮相對火災風險的功能。此方法目的是要避免火勢與煙霧從

不同的區域擴散。同樣的原理可以再將每一個區域再分成次級區(sub-zones)。 

 這些區域是以防火防煙安全隔間（梯井或大廳）相互連接，與先前的隔間不同，因為它們必須

避免火勢與煙霧的擴散，甚至保證人群能安全疏散。基於此，每一區域皆定有人群的流動量（人數

與出口面積）與擁擠指數。 

 圖一 戲院一部份功能性阻塞方法圖(representation of a section of the theatre with 

Functional Blocks Method) 

入口(Entrance)、Sale Apollinee、劇場休息室(Foyer) 

正廳前座區(Stalls)、包廂(Boxes)、頂層樓座(gallery)與樓廳(gallery) 

機房(Technical rooms) 

展覽廳(Exposition room) 

地下室的機房(Technical rooms in the basement) 

梯井(Stairwells) 

 此法稱做「功能性阻塞法」(Functional Blocks Method)，但也可使用其它的方法。圖一是功

能性阻塞法的圖例。同質風險等級區是由編號的綠色梯井所連接，均質區的文字與顏色顯示出區域

內居住的功能與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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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防火與保護的對策 

使用功能性阻塞法，被動的防火保護（隔間）是包含在設計的架構中；主動的防火保護部分

甚至在低火災風險的區域內，使用偵測與/或滅火保護系統達到要求標準。偵測啟動的改善是使用

攝影機的精密系統來涵蓋有防火裝置的戲院。所有的防火與偵測對策都會應用在保護設備上，甚

至是可以在一般戲院的演出時間內保護戲院內的物品。 

3.2.4 疏散方式的功能性反應 

功能性阻塞法甚至有助於釐清一般的疏散系統，此系統是由不同的疏散方式所組成，每一個

方式針對一個區域。甚且對於逃難與限制火災的效應，這些功能性區塊的隔間以獨立的方式造成

很多區域來改善戲院的安全等級。 

本研究甚至注意到殘障人士，建議設計消安電梯以利協助戲院疏散能力。一般來說，疏散系

統的特徵是依照標準所要求。 

關於戲院活動的類型，安全對設計的重大困擾反射在疏散方式，參考設計的功能與安全目標

的主要標準概念。以性能為基準的疏散研究就不可或缺。 

3.3 設計檢查 

以性能為基準的分析可以採用簡化的模擬方法辨識實際火災的火勢或煙霧擴散的變化，或測

試消安系統的解決辦法。當需要特別的研究時，例如拉斐尼斯戲院，此法最為適用。[2] 

拉斐尼斯的主要問題與疏散系統的反應有關。檢查與有模擬模式的預期火災情勢有關的設計

條件，可以一窺實際產生的問題。因此，需檢查每一種火災情勢，才可能顯示不同的分佈和疏散

路徑的大小與出口等的人群疏散；甚且，才可能採用不同的人口，例如在白天或夜晚（醒或

睡），有無殘障，年齡層，偵測系統有無警告等。 

本文件會使用防火性能為基準的方法來檢查設計理論，研究如以下步驟： 

1)  目的的界定 

2)  選擇使用於模擬上的模式 

3)  選擇預期的火災情勢 

4)  簡化表述火勢擴散的戲院 

5)  人口的分佈 

6)  消安系統的配置 

最後，性能基準法會用來檢查消安系統。 

3.3.1 目的 

性能基準分析的目的，是要建立消安設計理論是否會對火災與人群疏散有令人感到滿意的

影響。此目的茲以下列基本原則來說明： 

I. 人群保護：所有型式的人群皆必須依據研究居住區目標的型式來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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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財物保護：必須限制火災負載等 

III.  營業中斷：建築物所提供日常經營的活動必須以最少的時間與成本盡快重新開始。 

IV. 環境保護：火災所造成的損壞必須考量到人群與建築物與其內財物，甚至是要考量火災對

空氣、土壤與水的污染。 

3.3.2 使用模擬模式的選擇 

應該依據性能基準法所應用的項目來選擇使用模式。[3] 

對於火勢與煙霧擴散的實際變化，可以選擇火災危險評估系統如HAZARD I [4]，此方案幾

乎快完成，其內容為火勢與煙霧的移動、偵測器與灑水器啟動和疏散與控制能力。人群疏散使

用EXODUS [5]。選擇此兩種方案可以預先知道火勢與煙霧變化，其次，重大火災情形對千人以

上及其疏散的影響。 

要評估戲院的火災風險，所使用的參數是人群逃出或逃至安全地所需的時間，時間越短，

戲院火災風險越低，消安設計也就更佳。瞭解戲院火勢與煙霧的擴散，人們會試圖逃離失火的

空間到較近的出口。會引起失能或死亡的重大情形主要有：火災燃燒釋出的高濃度有毒氣體、

高溫、低能見度與氧氣濃度（都是由於火災燃燒所產生）。居民的行為可以EXODUS模擬作為

他們：反應時間、改變方向、選擇出口、等候等等的參考。對於以下設計特徵的交互作用，此

分析之目的是要測量疏散的效能： 

1. 建築物規劃 

2. 建築物周邊（環境情形）的重大火災情況 

3. 疏散的協助程序 

4. 居民行為 

一如前述，使用模擬計畫需要概略評估問題，本文件中，這些簡略的原則有： 

● 模擬火災所使用的材料是取自HAZARD I的資料庫，但他們只是類似實際的數據 

● 為了模擬最差的情況，滅火與偵測系統不能操作時，只要測試消防隔間、疏散的分佈、

人數與面積 

● 人群疏散是以起火而非以偵測警報為開始，因為在戲院活動期間模擬火災，所以假定人

們會注意到火災 

會使用這兩個計畫是因為它們適用於大戲院如拉斐尼斯的風險分析。 

3.3.3 選擇火災情勢 

從HAZARD I的資料庫[4]，假定兩個模擬的火災情勢。第一個情勢（火災A）模擬靠近正廳

前座座位主入口第一層包廂兩個沙發和十張扶手椅起火所引起的火災。選擇它的理由是由於火

災發生位置的重要性。實際上，人群通常會逃離靠近起火的地方，因此，他們會被迫尋找其它

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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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模擬的火災情勢（火災B）是”Sala Grande”的第三層包廂區，它是由十個扶手椅與

五個窗簾起火所引起的。選擇此種火災的理由是與會發生在這些大型北邊大廳的高人口密度有

關。 

在本分析中，只決定模擬此兩種火災情勢的原因，是與花費很多額外的資源在戲院區水平

和垂直消防隔間與主動防火系統上有關。 

3.3.4 戲院圖例 

拉斐尼斯戲院是以相互連接節點的EXODUS來敘述，這些相互連接的節點能代表所有戲院

區的可能人群移動，只使用四種節點來敘述模擬的虛構戲院： 

1)  綠色廣場節點代表人們可以無障礙自由的開放空間移動 

2)  紅色廣場節點代表戲院的扶手椅 

3)  青綠色廣場節點代表樓梯豎板線道 

4)  出口是以圓形紅色節點及名稱來表示，其寬度是依據相連廣場節點的數目。 

對於相關的戲院重要出口與梯井的數目，大部分的觀眾座位可以參見圖2。 

圖2：拉斐尼斯戲院設計假說的出口（橘色）與梯井（黃色） (exits (orange) and stairwells 

(yellow) for the design hypothesis of La Fenice Theatre) 

第一層包廂與正廳前座區是順著座位以傳統扶手椅的配置，和以有出口與樓梯的包廂連接

正廳前座座位來表示。第二層包廂區是不同包廂與「皇家包廂」(Royal Box)中扶手椅的排置，

以樓梯來連接它們。第三層的包廂區是包廂加上北邊的大廳，稱為Sale Apollinee (Sala Grande, 

Sala Guidi, Sala Rubinstein, Sala Ammannati, Sala Malibran)。最後，其它扶手椅圍繞下方正

廳前座座位排列的兩個上層區，就不被包廂限制，在疏散路徑上座位與梯井之間可以有一個直

接的連接。 

3.3.5 人群分佈 

如上所述，戲院重建設計所需的功能性目的是要增加觀眾人數： 

● 正廳前座座位：300到400人（314個觀眾加上86人(樂隊與戲院員工)） 

● 包廂：519到690人(第一層包廂128人，第二層包廂146人，第三層包廂128人，頂層樓

座120人，和樓廳(balcony)168人) 

在確保戲院疏散效能的模擬中，要考慮到最多可能出現的觀眾人數。計算此假設甚至會考

慮第三層包廂區的Sala Grande 150人，戲院疏散的觀眾總數就有1240人。 

人群的特徵使用EXODUS選項「自動產生模式」(automatic generation mode)。此選項自

動配置人群：中等年紀約40歲，男女各半，中等行走速度約1公尺/秒，正常反應時間且無殘障

（機動力值1與敏捷性值5）。 

3.3.6 火災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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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文中，因為有太多結果，所以危險 (HAZARD) I的結果會被忽略，只會出現過程與重要

的結果。 

圖3中，火勢與煙霧擴散的網路為火災情勢A。起火發生在第5區，然後蔓延到走廊（第10

區）與鄰近包廂（第4與6區）。此功能性阻塞法 (the Functional Blocks Method)設計假說只在

網路區內處理火勢與煙霧擴散（人群疏散所需的短時間）。 

網路節點的環境充滿煙霧，直到點火後三分鐘已經離地一公尺，此情況是由於一個事實- 

為了快速模擬狀況，網路節點之間的所有連接都會打開；還有，壓力煙霧排出消安系統與滅火

系統假設失效，所以實際上，根本不會達到模擬的情況。必須注意，高溫的產生是由於材料特

性的關係，因為此模擬並未與消安有關連；例如，實際上，模擬的木製地板可以特種漆處理防

火（當然只有暫時）。 

圖4中有火災情勢B的網路。唯一出現可見火焰的區域是Sala Grande，但是在鄰近的”Sale 

Apollinee”由於煙霧擴散，只有質量與能量的傳遞現象。火災情勢B為HAZARD I資料庫中10張

扶手椅與5個簾幕的連續點火結果。在第二事件中，火災情勢A的隔間面積就會較大，這會產生

較慢的煙霧擴散與低溫等等。第一區域中發生點火，煙霧立即產生擴散，然後在鄰近的隔間內

會產生相當多的煙霧；甚且，在鄰近區域到起火點，最高溫只在點火7分鐘之後產生，且低於

200℃。 

3.3.7 人群疏散結果 

本文中，A與B兩個情勢的結果會考慮疏散時間作為風險評估基準的參數。 

模擬的結果是，1240人疏散戲院所花最多的時間是392.48秒（約6分鐘32秒），此時間會

用來與火災所引起的環境情形相比較。此例中，雖然有很多人在裡面，但並未發生重大事件。 

另一個測量人群在火災重大情況控制能力的特性，是使用EXODUS與HAZARD I程式已經

完成的參數，最常使用的是FED（部分有效劑量(Fractional Effective Dose)），它可測量暴露

於火災燃燒所產生有毒氣體（高濃度的二氧化碳、一氧化碳、HCN與低濃度的氧）的人數。以

FED值作為暴露時間的函數，才可能得知存活、失能或死亡的人數。 

圖3：第一層包廂與正廳前座座位區域的網路（粉紅色）的火災圖示(fire representation 

with the network (pink) for the first-tier boxes and stalls level)。 

如果是火災情勢B，疏散戲院所需的最大時間為384.65秒（約6分24秒）。 

因為有這些結果才可能強調，在所測試的戲院設計中，隔間、梯井與出口的數目、面積與

分佈是正確的，所以即使假設戲院最擁擠，人群的流動仍可以很順暢、一致和快速。 

可以考慮良好照明系統的協助引導人群逃往正確的方向的假設。 

4. 標準檢測與結論 

以性能為基準方法、用來測試拉斐尼斯戲院設計假說的標準檢測，只能被視為是更謹慎的

分析，因為消安的主要標準已經符合規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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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標準檢測的問題不會發生在可能使用嚴格的標準（例如歷史性建築物）上，本例中，

必須達到與法律所設立的相同消安等級。 

圖4：第三層包廂與Sale Apollinee區網路（粉紅色）的火災圖示(fire representation 

with the network (pink) for the third-tier boxes and Sale Apollinee level)因為現今

缺乏有效標準，沒有安全等效的概念，所以必須測試新的設計解決方法。 

本文件所提出的方法是使用在消安原理實際的應用中，威尼斯拉斐尼斯戲院重建的設計假

說可以使用以效能為基準的方法來證實。影響此法很大的重點有：建築物內外消安特性的評

估、功能性阻塞正確界定、模擬程式的選擇與最重要的，正確使用。 

實際上是有可能找出很多應用消安的程式，但是使用的方向是以保證的約束力選擇控制它

們與使用者；必須建立其限制的可靠程式功能、較佳的使用與所批准的型式，然後必須指出程

式使用者之重要性。如果使用者知道消安、實際現象問題的所在，與他如何處理消安風險分析

危險使用的結果而不會產生很多錯誤，以保證約束力控制使用者就非常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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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大空間建築物性能式煙控設計分析 

國立中山大學機械工程研究所教授 楊冠雄 

淡江大學水資源及環境工程研究所副教授 王士紘 

 

摘   要 

我國現行消防法規中，「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189條主要為適用於居室等一般建築

之煙控系統設計。對於具備中庭或挑高與開闊空間部分之購物中心、航站大廈與地下車站等建築物而

言，則無適當之規範，作為其煙控系統設計之依據。 

本研究針對挑空中庭及大型開闊空間建築物煙控系統之設計分析進行討論，並將區分為挑空中庭大

空間區與周圍區域二部份。挑空中庭區之煙控系統，主要設計策略為，控制煙層高度或減緩煙層下降速

度，使之於大空間內及走廊與樓梯，提供一條無煙之逃生避難路徑。周圍區域之煙控系統設計，則使具

有獨立之自然或機械排煙能力為主，自主性防火區劃、煙控、水噴淋等性能，與大空間形成良好整合。 

本研究除了詳細分析國際間最先進之大空間煙控系統設計理念外，並進行全尺度之大空間煙控與水

幕系統實驗，獲致豐碩的成果。 

關鍵詞：大空間建築、煙控系統性能式設計、全尺度煙控實驗、水幕實驗 

 

一 國內外相關法規探討 

近年來，台灣地區陸續完工啟用許多大型公共建築物。為講求讓使用者有明亮、舒適的感覺，

常設計具備中庭或挑高與開闊空間。由於這類場所，為人群眾多聚集之地，故其火災時之緊急煙控

性能要求極為重要。 

我國現行消防法規中，有關煙控系統部分，僅見於「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189條

中有相關規定。於條文中規定防煙區劃面積大小、防煙壁下垂之深度、排煙口位置與排煙量大小等

等設計要素，為典型條例式（Prescriptive）法規。 

挑空中庭及大型開闊空間周圍區域為一般居室屬性，其居室內部或走廊之煙控系統可依照上述

第189條之相關規定進行設計。內容主要包括： 

�防煙區劃面積大小不得超過500 m
2
 

�防煙壁下垂之深度須大於50 cm以上（地下建築為80cm以上） 
�防煙區劃內任意點離排煙口距離不得超過30 m 

�排煙口面積不得小於防煙區劃面積之2/100 

�排煙量不得小於該防煙區劃面積每平方公尺1 cmm 

但事實上，189條之法規對於具備中庭或挑高開闊空間建築物而言，適用上有所困難。 

專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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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國外先進國家中，此方面研究以美國及英國最為完整。其中美國之NFPA 92B, “Smoke 

Management Systems in Malls, Atria and Large Areas.“法規，分為六個章節，包括：1.通論、2.設計理念

分析、3.計算程序分析、4.設備控制、5.運轉測試、與6.相關資料及附錄。訂定本法規主要目的為提

供大空間之煙控系統有關設計、安裝、測試、運轉與維護等技術資料，以保障火災發生時，確實於

大型空間及其連接處形成一個無煙的逃生路徑。NFPA 92B中理論分析與全尺度實驗數據兼具，為目

前少數對具備中庭或挑高開闊空間建築物煙控系統最系統化研究之一，於國際間具權威性。 

其次，英國BRE之“Design Approaches for smoke Control in atrium Buildings.“，亦對大空間煙控系

統做深入研究。本準則共分八章，針對具中庭建築物之煙控系統設計，從煙流特性、火載量設計、

系統設計理念、乃至中庭自然排煙/機械排煙之應用，皆有詳細解說與設計程序。為一完整之大空間

煙控系統設計準則，亦可作為日後我國訂定相關準則之重要參考。 

以上為國外先進國家之研究成果，一方面凸顯此種中庭及大空間煙控系統設計規範之重要性

外，亦成為本研究之主要參考依據。 

二 大空間煙控系統設計理念分析 

當大空間內部發生火災時，火焰產生之煙柱（Plume），於上升期間捲入周圍的空氣，煙量隨著

煙柱上升高度愈高而愈多。直到達大空間挑空中庭頂部時，煙開始於大空間內部自然填充（Natural 

Filling），並慢慢沈積形成煙層（Smoke Layer）。此時，若於大空間頂部設置蓄煙區（Smoke 

Storage），如圖1所示，則能減緩煙層下降速度，使於大空間內部，提供一條無煙之逃生避難路徑。 

常見之蓄煙區設計除設置於大空間頂部外，亦可配合大空間周圍以防火材料進行區劃，擴大蓄

煙區之容量，圖2為大空間周圍全面密閉蓄煙區設計，圖3則為部分密閉蓄煙區設計。 

 

 

 

圖1  大空間挑空中庭頂部蓄煙區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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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大空間挑空中庭周圍全面密閉之蓄煙區設計 

 

圖3  大空間挑空中庭周圍部分密閉之蓄煙區設計 

 

大空間內部之蓄煙區設計，其作用除了能減緩煙層下降速度以外，更可提供自然或機械排煙煙

控有利的條件。當火災偵測器偵知到火災發生，隨即連動火警警報器，通知防災中心，並以自動或

手動啟動自然排煙口或排煙風機，進行排煙。但由於啟動自然排煙口至全面開放，或啟動排煙風機

至風機全速運轉之階段，皆需要一段時間才能達成，因此若有蓄煙區之設計，則可提供緩衝時間，

而使火災發生初期，提供人員早期避難之需。 

為維持區劃完整性，除了以防火鐵捲門（Roller Shutter）做為阻隔之外，以可考慮以防火玻璃

（Meshed Wire Glass）進行，必要時可考慮於區劃玻璃兩側加裝撒水系統，以為防護。水幕系統亦被

視為另一有效之設計方案。 

大空間蓄煙煙控設計可不用電力而以手動或氣動之方式運作。故萬一火災斷電時，仍可發揮良

好之煙控性能，具備Fail−Safe的優勢。 

典型大空間建築物之煙控系統設計，亦可於挑空中庭之頂部，設置自然排煙口或機械式風管系

統，形成結合蓄煙與自然或機械式之整合型煙控系統。以減緩煙之下沈速度，維持煙層於安全高度

以上，提供一條無煙的避難路徑（a smoke-free escape route）。 

以上述之頂部蓄煙空間設計，其自然排煙口之位置，可位於挑空中庭頂部，或者蓄煙空間之側

面。而自然排煙口的排煙量與排煙口大小、煙層深度、及煙的溫度有關，可藉由電腦模擬或全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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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印證其煙控性能。其開啟之方式與時機，設計時須考慮自然風風向對排煙的影響。 

三 煙流動特性電腦模擬分析 

有關大空間中庭煙沈積速度電腦模擬分析方面，可分為 Zone Model與 Field Model兩種分析模

式。 

Zone Model是將建築物空間劃分為兩個區域，每個區域內再劃分成物理、化學性質均勻的高溫

煙層與低溫空氣層。並利用能量、動量、質量及組成成份守恆原理，預測火災的成長、煙的流動，

以及每個區域內的溫度、濃度分佈情形。區域模式之求解方式為隱性（Implicit）型式，係利用高溫

煙層與低溫空氣層之總守恆方程式與數值方法，代入輸入條件，疊代求出高溫煙層與低溫空氣層之

物理特性。Zone Model在計算上較Field Model簡單、省時，但Zone Model只能預測平均的煙流動情

形，無法預測火災發生時建築物內詳細流場與溫度場分佈。 

Field Model是將建築物空間劃分成若干個細小格點，且利用數值方法將描述火災現象的動量、

質量及組成成份，紊流參數等非線性偏微分方程式離散化成代數方程式，代入輸入條件，重複疊代

計算模擬空間中細小格點之物理特性，預測火災發生過程中，每個格點的速度、壓力、溫度、濃度

值。Field Model亦為隱性（Implicit）型式，由於需要的假設較少，因此對火災現象有較仔細、正確

的描述，但其缺點為計算時間長。 

電腦模擬計算方式為極便利之設計分析工具，且為大空間煙控系統設不可或缺的一環。圖 4顯

示某一大型購物中心之挑高中庭區進行5MW火場之火災煙控系統3D CFD分析實況。 

 

圖4  某一大型購物中心之挑高中庭區火場之火災煙控系統3D CFD 

四 大空間全尺度煙控實驗 

本研究進行期間，曾進行大空間全尺度火災實驗。利用大型火災實驗場進行熱煙試驗，以重現

真實火場中的溫度場與流場，並分析其煙流動特性。本研究與位於中國大陸安徽省合肥市之中國科

學技術大學（USTC）火災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合作進行。 

大空間全尺度實驗場地的外部長寬高分別為30.6m × 18.6m × 30.6m，內部空間為一立方体，淨尺

寸為22.4m × 11.9m × 27.0m。實驗場地外圍共有六層回廊，每層回廊的東、北、西三面均有窗戶通向

室外，以便於實驗中進行觀測，並可利用通向室外之窗戶進行自然排煙策略之煙控實驗。大空間全

尺度實驗場示意圖，如圖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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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大空間全尺度實驗場示意圖 

 

大空間全尺度實驗場內部之煙氣溫度由熱電偶測量，在實驗大廳的四周，距牆邊約2 m處，共掛

了四束由熱電偶組成之儀器樹。每一束儀器樹上有20個熱電偶，頂部第一個熱電偶距實驗場大廳頂

部的距離約1 m，其餘熱電偶相距為1 m。由熱電偶測量到之數據，利用自動數據處理器記錄，傳至

個人電腦中轉成溫度信號而儲存，等待分析。 

除利用上述儀器樹所量測所得之煙層溫度分佈結果，藉以推論煙層下降速度外。並且亦加上人

工目視記錄與攝影機，配合實驗現場刻畫之量尺，判斷每時段之煙層高度，並據以推論煙層下降速

度。 

為了便於利用人工或攝影機觀測煙氣層界面變化之情形，在實驗場大廳的牆壁上設置了一大的

標尺和標示燈。標示燈每隔2m一個，於實驗過程中，藉由每個標示燈的明滅，以輔助判斷煙層界面

高度。 

圖6中顯示四個位置的熱電偶量測值，其中T26，T21，T16，T11分別表示距地面26m、21m、

16m、及11m處的熱電偶。由圖中可看出，各位置的溫度變化基本上是一致的，也提供了判斷煙層所

在高度之良好依據。 

為確認實驗之準確性，本研究利用美國中央標準局（NIST）所發展之火災電腦模擬程式CF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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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大空間煙控系統模擬。圖7為自然填充實驗下，熱電偶、人工目視與CFAST電腦模擬比較之煙層

下降速度比對圖。 

 

圖7  自然填充實驗下，熱電偶、人工目視與CFAST電腦模擬比較之煙層下降圖 

實驗結果顯示，煙層自火災發生初期60秒內，淨高由27秒急劇下降至13公尺，亦即約充滿實驗

空間一半之容積。而於120秒時，達到距離地面僅5公尺之高度，已充滿整個中庭約90% 以上之空

間。以熱電偶量測值、人工目測、及經由CFAST電腦模擬值皆顯示相同之結果，具極高之準確度。

亦充分印證了CFAST於本研究中可做為良好之設計工具。 

 

五 水幕性能實驗 

許多具備挑空中庭及大型開闊空間之建築物，依照「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第79條之

規定，在大空間周圍區域，如走道上，設置圍繞挑空中庭之防火鐵捲門，以符合規定，但造價甚

高，且平時維護不易。而於第75條第4款另有「裝設於開口處之撒水幕」，之設計，可視為設置防火

鐵捲門時之另一替代方案。 

基於此，本實驗主要目的為分析當發生火災時，大空間中庭水幕（Water Drencher）之性能與防

止火災延燒之效果。所利用之儀器設備包括水幕系統之水路管線及噴頭，及各種控制啟動閥、及連

動控制器等。經由全尺度火災實驗，觀測於火場水幕系統啟動後之噴灑特性，及確認能有效與防止

延燒之所需水量。故本實驗內容包括如下： 

1. 靜態水幕性能觀察。本項實驗於無油盤狀況下，觀察撒水頭不同出水量下，水幕系統所形成之

水簾形狀與性能。 

2. 熱量量測。本項實驗於有無水幕系統作用下，利用熱量計量測火場熱釋放率之值，並進行比對

分析。 

3. 溫度量測。本項實驗於有無水幕系統作用下，利用熱電偶量測火場溫度之值，並進行比對分

析。 

本水幕實驗利用建築研究所五股防火試驗室前之空地進行。將兩只防火居室吊起，置於臨時製

作之水槽上後，做為實驗空間。俟實驗之大體設備完成後，接著進行水幕系統之設計。由於我國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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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並無任何有關水幕系統設計之法規規定，故本研究之水幕系統設計依循日本「消防法施行規則」

第15條（開口部設置水幕設備）之規定設計。其內容重點如下： 

1. 水幕系統之撒水頭需設置於其開口部之上緣，且二個撒水頭之距離不得大於2.5公尺以上。 

2. 水幕系統之每個撒水頭放水量，每分鐘需大於20公升以上。 

3. 水幕系統所連結之供水裝置需加以防火保護，以防止火災時遭受破壞，喪失功能。 

基於上述日本水幕系統相關規定，本水幕實驗之系統設計完成如圖8所示。 

由於水幕系統之用水量相當大，除於試驗箱底部設置6噸水箱外，並裝置2HP之循環水泵，讓水

從兩個撒水頭噴出後，能循環使用，構成密閉水路系統。所有熱量計與熱電偶量測值，皆由電腦進

行自動數據記錄。 

 

 

圖8  水幕實驗之系統設計 

 

1.靜態水幕性能分析 

本項實驗於無油盤狀況下，觀察撒水頭不同出水量下，水幕系統所形成之水簾形狀與性

能。前此提及日本水幕系統之設計內容，其中規定「水幕系統之每個撒水頭放水量，每分鐘需

大於20公升以上」。實驗結果顯示，當調整循環水泵使水幕系統撒水頭出水量小於每分鐘20公

升時，果然無法形成良好水簾效果。而調整水幕系統撒水頭出水量以每10公升/分增量至每分鐘

50至60公升時，水簾效果達到最佳。 

2.火場熱釋放量之量測分析 

本項實驗於試驗箱有無水幕系統作用下，利用熱量計量測試驗箱火場熱釋放率之值。圖9為

有無水幕系統作用下，火場熱釋放量量測之比較。經實驗結果顯示，當油盤燃燒約90秒啟動水

幕系統後，火場熱釋放量明顯地自3.4 W/cm
2
減小至1.1 W/cm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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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以水幕系統作為防火區劃之設計，尚可降低火場熱釋放量，且效果非常明顯，可有效防

止延燒。尤其將水幕系統設置於具備挑空中庭及大型開闊空間之建築物時，若配合其性能式之

煙控系統設計，更能得到較佳之性能式設計功能。 

圖9  有無水幕系統作用下，火場熱釋放量之比較 

 

3.火場溫度量測分析 

本項實驗於有無水幕系統作用下，利用熱電偶量測火場溫度之值，圖10為火場溫度量測之

比較。由實驗結果得知，沒有水幕系統作用下之火場溫度，高達約480 
o
C以上。而當水幕系統啟

動後，火場最高溫度約達350 
o
C，與沒有水幕作用下降低了130 

o
C以上。因此，以水幕做為防火

區劃除了可大幅降低火場熱釋放率之外，且兼具降溫之作用，為極良好之防火鐵捲門替代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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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為有無水幕系統作用下，火場溫度量測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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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結論 

 

本研究主要為對具備大空間建築物之煙控系統進行深入研究，以補足目前我國於這方面法規之

缺失，並且提升我國有關挑空中庭及大型空間開闊空間建築物之煙控系統設計性能與安全。除進行

蓄煙、自然與機械排煙系統基本設計理念分析外，亦進行大空間之全尺度煙控實驗與水幕性能實

驗。 

由大空間全尺度煙控實驗得知，若於大空間內部無任何自然或機械之煙控系統輔助下，煙層下

降速度相當快速。設置自然或機械煙控系統，成為重要設計對策。此時，應用美國NIST之CFAST或

3D CFD程式進行設計分析具有高的精確度，可做為良好之設計工具。 

又經水幕性能實驗結果顯示，當油盤燃燒約90秒後啟動水幕系統後，很明顯地，火場熱釋放量

自3.4 W/cm
2
減小至1.1 W/cm

2
，火場最高溫度亦自480 

o
C驟降至350 

o
C。因此，以水幕做為防火區劃除

了可大幅降低火場熱釋放率之外，且兼具降溫之作用，可充分確保防火區劃之性能，防止延燒。若

配合性能式之煙控系統設計，更能得到最佳之建築物防火煙控性能式設計功能，大幅提昇建築物之

安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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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騎樓下機車延燒行為之探討 

Motorcycles Fire Spread in Building Arcade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建築系 王鵬智、林慶元 

 

摘  要 

本文針對建築騎樓下排列機車延燒之火災行為作一探討，利用全尺寸建築騎樓實體模型，對

於騎樓有無可燃天花裝修及單跨騎樓與三跨連續騎樓下排列的機車延燒行為進行比較。由試驗結

果分析知騎樓下可燃天花之裝修與否，將對騎樓下機車延燒行為造成重大的影響，且可燃天花裝

修會使得火勢更易向騎樓兩側延伸。而有裝修單跨騎樓與三跨連續騎樓試驗結果顯示，兩者延燒

行為相似，延燒速度變化趨勢接近，以單跨騎樓推估三跨度連續騎樓下機車延燒速度，也與實驗

中得到的結果相近。 

K E Y W O R D S：f i r e s p r e a d , m o t o r c y c l e s ,  a r c a d e 

 
一、 前言 

騎樓下機車延燒的現象，為台灣地區獨特的建築火災型態。依據台灣消防署統計資料顯

示，騎樓下機車火災的案例逐年增加，並造成重大傷亡。台灣地區機車為普遍之交通工具，其

密度高居世界第一，根據統計資料，合法登記的機車數量，早已超過上千萬部，而其數據仍持

續往上成長。騎樓為台灣特有的建築型態，尤其臨街建築設置騎樓為各地政府之法定通則，且

基於獎勵規定必須提供公共使用，造成騎樓常為供不特定對象停放機車的空間；尤其在都市繁

榮的商業區，店面彼此相連的建築騎樓，滿排擁擠的機車，則成為連續騎樓下連棟延燒的最佳

媒介，此一高火災危險環境〈連續且大量可燃物[1][2]〉，一旦起火，將可能使火災延燒擴大

之勢，難以阻止，火勢可能向上延燒到二樓以上的正面外牆，或向兩邊延燒，並經由機車的媒

介造成連棟延燒，甚或延燒到對街的他棟建築物，形成台灣特有的都市沿街型火災。為了解建

築騎樓下機車延燒的特性，本文擬就單跨騎樓機車延燒的現象與連續騎樓機車延燒的速度，進

行全尺寸實體火災試驗探討，利用攝影機、輻射計、以及熱電偶等設備來記錄，並以騎樓天花

有無裝修行為之延燒速度作一比較，期以建立一個騎樓下單排多輛機車延燒之火災行為模式，

並得到一個騎樓下單排多輛機車延燒之火焰延燒速度，應用在後期對騎樓鄰棟延燒之研究上。 

二、實驗介紹 

連續騎樓下火災行為，因其接外面積較大，為半開放空間，屬於燃料控制型燃燒，故可燃

物的各項熱性質佔一重要因素。而對應機車延燒模式，參考材料水平向上的火焰傳播模式，其

所引用的公式如下[3][4]： 

 

 

( )








′′−−=

2.

0
2/1 eigP qTThCV 




 ′′≡ 2
.

24/ hqckC ffδρπ 【式1】 

專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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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VP：延燒速度（cm/sec） 

  h ：熱傳達率（kw/m
2
K） 

  Tig：材料著火溫度 

  To：初始溫度 

  k：熱傳導係數（kw/mK） 

  ñ：材料密度（kg/m3
） 

  c：比熱（J/kgK） 

  C：材料固有常數 

 

由上述公式得知，火焰傳播速度與溫度、輻射等熱環境及材料熱傳導率等熱性質有關。為

探討騎樓下機車延燒行為，本試驗針對火場的溫度、輻射量，火焰高度，延燒速度等進行測

量，所用之全尺寸實體建築模型為一般的兩層鋼筋混凝土構造建築【圖1】。整個實驗主要依單

跨及連續三跨騎樓，騎樓有無裝修進行試驗【圖2-3】；所選用的機車種類、引火源位置、引火

源種類皆根據單體機車燃燒試驗所作之調查及研究結果[5][6][7]而選出。實驗變數如表1。 

 

 

圖1  全尺寸實體二樓具騎樓建築模型 

 

 

   

圖2  50cc機車於實體建築模型騎樓下的擺設位置[連續三跨擺設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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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50cc機車於實體建築模型騎樓下的擺設位置[單跨擺設條件] 

 

圖4  溫度及熱輻射測點位置圖 

 

 

變 數 

條 件 

騎樓形式 天花板裝修形

式 

機車數量 擺放位置 機車種類 引火源位置 

Case I 單跨騎樓 木材夾板 8輛 騎樓下方前端

單排擺放 

50cc 邊側端機車底

部引火 

Case II 連續騎樓 無裝修 20輛 騎樓下方前端

單排擺放 

50cc 邊側端機車底

部引火 

Case III 連續騎樓 木材夾板 20輛 騎樓下方前端

單排擺放 

50cc 邊側端機車底

部引火 

表2 騎樓下機車延燒試驗變數 

三、試驗結果 

（一）天花板裝修單跨騎樓下機車之延燒行為（C A S E  I） 

探討騎樓機車延燒速度，乃以機車著火時間來計算其延燒速度。【圖5】為單跨騎樓下機車

延燒速度對時間的變化，開始時機車延燒速度較慢，主要因第一輛機車延燒到第二輛機車時間

較長，在第二輛機車著火後，機車延燒速度成一直線上升，而當所有機車著火時，延燒速度已

經是開始延燒速度的四倍。可見當機車延燒速度成一穩定狀態上升時，周圍環境對其影響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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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明顯，而與火災的輻射量及溫度有較密切的關係。【圖6】可看出初期火災輻射量很低，對

機車延燒速度影響不大，不過後其因火勢擴大，機車延燒速度則隨輻射量增加而產生線性趨勢

增加。 

 

 
 

圖5  單跨擺設條件下機車延燒速度的時間歷程 

 
圖6  單跨擺設條件下機車輻射受熱量與延燒速度的關係 

(二) 有無裝修騎樓下多輛機車火災延燒之比較（C a s e  I I  V . S  C a s e  I I I） 

1. 無裝修連續騎樓，整個火災火焰傳播行為： 

【圖7】為無裝修連續騎樓火焰高度歷程，在連續騎樓第一段騎樓下方前面幾輛機車著火所

花費的時間較久，從第四輛機車以後，機車著火時間的間隔逐漸縮短而機車後方的溫度也有上

升的趨勢。在第七輛機車及第十五輛機車的著火時間與前一輛的時間間隔比較長是因為第六輛

機車與第七輛機車恰好至於第一段騎樓下最後一輛與第二段騎樓下第一輛，兩段騎樓下機車並

沒有緊密停靠而是有一段0.5m的距離，所以在火焰傳播的速度上有一個減緩的時間，不過這時

間並沒有很長。在機車著火時間與機車後方的溫度上，隨著越多輛機車的著火燃燒，溫度也越

來越高。 

2. 裝修後連續騎樓，整個火災火焰傳播行為： 

【圖8】為有裝修連續騎樓火焰高度歷程，機車著火時間間隔隨著已著火機車數量而變短，

溫度也逐漸變高。不過在火焰傳播到第二段騎樓中央的時候由於火勢沿著天花板裝修材向二樓

窗台延燒加上風勢的幫助整個火災的火焰是朝外噴出，所以後段機車著火時的後方溫度稍微低

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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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無裝修連續騎樓燃燒實驗火焰高度 

 
圖8裝修連續騎樓燃燒實驗火焰高度 

3.  由以上的結果來探討裝修前後連續騎樓下機車火災整個火災延燒行為。在整段騎樓下全部

機車著火所需時間上裝修後的時間要比無裝修的時間短了許多，而在著火時機車後方溫度

上，裝修後的溫度也比無裝修高，升溫趨勢比較如【圖9】，連續騎樓天花板在裝修成木材

夾板後，它的升溫速度非常的快，在短短的十分鐘內就升到了800℃；無裝修連續騎樓的升

溫速度就平緩的多，在三十分鐘也才只有升到450℃。主要是騎樓裝修後使得火災火焰短時

間內就延燒到了第20輛機車，火勢等於是20輛機車同時燃燒，而沒有裝修騎樓的火勢在延

燒到第20機車時，前段騎樓機車火勢已經過了完全燃燒的時間，火勢相當於分成三個時

期，所以騎樓下機車火災大小並沒有裝修後連續騎樓來得大。分段探討連續騎樓機車延燒

速度，【圖10、11】為三跨騎樓兩者延燒速度分段的比較圖。第一段兩者速度變化不大，

第二段很明顯的裝修騎樓延燒速度成直線上升，斜率幾乎達90度，而無裝修騎樓延燒速度

則變化趨勢不大。 

 
圖9 有無裝修連續騎樓機車後方溫度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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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有無裝修連續騎樓第一段騎樓機車延燒速度之比較 

 
圖11 有無裝修連續騎樓第二段騎樓機車延燒速度之比較 

（三）裝修單一騎樓與裝修連續騎樓下機車延燒速度之比較（C a s e  I  V . S  C a s e  I I I） 

在單一騎樓與連續騎樓機車火災延燒速度的比較上，主要是探討兩者延燒速度對時間及輻

射量的變化，還有從熱釋放率圖來觀看兩個火災的發熱趨勢，進而利用單一騎樓下延燒速度與

輻射熱的關係【式1】，算出C值，再來推估連續騎樓下機車延燒速度，並與實際算出之延燒速

度做一比較。 

1.  由【圖12】得知，單一騎樓機車著火時間是比連續騎樓的著火時間來的久，不過主要是因

為單一騎樓實驗中風向與連續騎樓正好相反，火焰在一開始受風影響一直往機車排列的另

一方移動，導致騎樓下第二輛機車在540sec後才開始著火。如果由延燒速度對時間的變化

來看。單一騎樓下機車的延燒速度變化與連續騎樓下的機車延燒雖然不相同，不過與無裝

修連續騎樓的相比，其差異應該是可以容許的。可見同樣在天花板裝修木材夾板的單一及

連續騎樓在騎樓下機車火災延燒行為上應該是相同的。 

 
圖12 裝修單跨與連續騎樓下機車延燒速度比較 

2.  在延燒速度與機車著火時騎樓對向輻射熱的關係圖，如【圖13】，可以看出兩者不盡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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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在單一騎樓上有一較高之斜率，推估可能是連續騎樓下機車延燒時火焰受風的助益使

其更快延燒到下一輛機車而不像單一騎樓須等到機車燃燒更旺盛時才能延燒到下一輛。 

 
圖13 裝修單跨與連續騎樓下機車延燒速度對輻射熱變化比較 

3.  由單一材料延燒速度實驗中，延燒速度平方根的倒數與輻射熱的關係圖，圖形的線性斜率

正好是該材料的延燒速度常數C；【圖14】為單一騎樓及連續騎樓下機車延燒速度平方跟倒

數與入射輻射熱關係圖，求出單一騎樓下機車材料之C值為2.96。利用連續騎樓下20輛機車

著火之時間所量測的輻射熱與單一騎樓所得之C值，求得連續騎樓下20輛機車的火災延燒速

度，繪製延燒速度與時間的變化圖，如【圖15】。可以看出在初期，推估的延燒速度比實

際量測的數值要低，不過在整個延燒速度對時間變化的趨勢來說卻是非常相似。如果以在

騎樓下20輛機車全部著火時所得的輻射熱3.83（W/cm
2
）來推估連續騎樓下20輛機車整體的

延燒速度，得到的值為1.67（㎝/s）。這個值與我們實際由VTR觀測全部20輛機車著火時間

所算出的延燒速度1.5（㎝/s）是相當接近的。 

 
圖14裝修單跨及連續騎樓輻射熱對延燒速度平方根變化 

 
圖15 由單跨騎樓推估三跨連續騎樓下機車延燒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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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一、 不同裝修形式騎樓〈天花板無裝修連續騎樓與天花板裝修木材夾板連續騎樓〉所形成的火

焰高度接近，但有裝修騎樓達到峰值所需時間較短。 

二、 騎樓無裝修對下方機車延燒速度的影響在火災初期並不明顯，但火勢成長到某一階段時，

騎樓天花有裝修對延燒速度有非常大的助益。 

三、 由騎樓下所有機車著火時間計算出延燒速度，以裝修連續騎樓最快，裝修單跨騎樓次之，

無裝修連續騎樓最慢。 

四、 由單跨騎樓下機車延稍速度對輻射熱的變化推估出連續騎樓下機車延燒速度與實際測量計

算所得的值相當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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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   稿 
 

下列專欄，歡迎大家來耕耘 

【Ａ】專題企劃一規劃四個方向， 

分別為「能源應用」、「污 

染與焚化」、「防火與消防 

」、「燃燒科技發展」。 

【Ｂ】燃燒技術交流一燃燒應用技 

術、新技術之介紹、疑難討

論、與經驗交流等。 

【Ｃ】燃燒詞彙論壇一開放討論基 

本燃燒現象、基本燃燒原理 

、及燃燒詞彙定義等。 

【Ｄ】即時資訊一政府相關政策、 

國內外相關科技資訊等。 

 

來稿請寄 

(701)台南市大學路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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