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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內都會型城市的住宅火災特性，並具體以台北、高雄

兩個直轄市之民國 89、90 兩年之住宅火災相關資料作為研究基礎，並參

酌該二直轄市民國 81 至 90 年間之年度火災資料及民國 89、90 兩年間之

月份別火災資料，據以分析研究。 整理相關之次級資料並建檔後，運用

EXCEL 及 SPSS 等套裝軟體為分析工具，針對火災類別、火災發生時

間、火災發生原因、死亡人數、受傷人數、住宅的建築構造等住宅火災

特性相關之變數，運用描述性統計、卡方檢定、交叉分析等分析方法獲

得所需資訊，針對該二直轄市在各變數間的異同處進行深入探討，並分

別對該二直轄市，作年度的特性比對，針對差異做進一步探究。 研究結



果發現：火災發生原因、發生時段、起火地點、建築構造等變數與發生

次數間有顯著差異；北高兩市之住宅火災，仍以台北市之發生率較高，

兩市發生次數最高時段不同，台北市為 12-18 時，高雄市為 18-24 時，最

高之原因均為走電，起火地點亦多發生於臥室、客廳與廚房，兩市之發

生次數雖均有減少之趨勢，但死傷情形卻無改善，財務損失情形均甚可

觀。 除依研究結果對北高兩市消防局消防人員及民眾提出建議外，並建

議消防資料統計當局，將火災發生時段予以細分，以便有效建立防災策

略與搶救模組。  

摘要

(英)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lies in examin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sidential fire in 

Taiwan’s urban settings and to heed to pertinent data on residential fire incidents 

concluded from the two central governed municipalities of Taipei and Kaohsiung 

in 2000 and 2001, together with monthly fire incident data of said two 

municipalities from 1992 to 2001 and that between 2000 and 2001 with which to 

conduct analytical studies. Upon establishing pertinent secondary data, packaged 

software of the Excel and SPSS are adopted as analytical tools for examining 

variables relating to residential fire focusing on the type of wire, timing of fire, 

cause of fire, number of casualty, number of injury, building structure and so 

forth. Analytical methods including descriptive statistics, directional analysis and 

cross analysis are used to derive required data for in-depth examination on the 

similarity and dissimilarity of the variables recorded at the two municipalities, 

followed by a characteristic comparison on said two municipalities on a yearly 

basis to further analyze the similarity and dissimilarity between the two. Study 

findings revealed that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variables such as the 

cause, timing, where ignited, building structures and so forth in that there is a 

higher tendency of fire incidents in Taipei as far as residential fire incidents in 

Taipei and Kaohsiung are concerned. While noticeably different in terms of timing 

of fire between the two municipalities, those occurred in Taipei most often take 

place between noon and six pm, whereas Kaoshiung at between six pm to 

midnight, largely of faulty electrical wiring and most often occurred in bedroom, 

living room and kitchen. Despite that the number of fire incidents in the two 

municipalities are on the decline, the state of casualty has not improved as much 

and the monetary losses remain exceeding high. Pertinent study findings are not 

only intended to serve as recommendation to local fire marshal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in these two municipalities and also intended as vital references to local fire 

authorities urging that further classification be made to the timing of fire incidents 

in an attempt to establish an effective fire prevention strategy and an emergency 

rescue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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