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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近年來火燒的車事故時常發生，火燒車通常造成極為嚴重的災情，甚至車毀

人亡，路過的車輛也可能遭受到波及，行駛之中的汽車產生故障，發生火燒車的

災情都相當嚴重。假設當駕駛者從發現異狀（如冒煙，火源）時，在驚慌失措的

情況之下，行駛中的車子必須停車，才能到車子的後車廂拿滅火器，並開啟前引

擎蓋，才可以來滅引擎室內的火源。當完成這些所有滅火動作時，滅火的時機已

經拖了許久的時間，造成最佳的滅火時間拖的太晚；甚至大部分火燒車事故的車

上都未放置滅火器，無法在第一時間控制住火勢，使得火燒車的災情擴大，因此

我們想出『我的車車不火大』這項專題，降低火燒車的發生，所謂星星之火可以

燎原，在疑似火燒車的狀況發生時，本項專題能在第一時間點撲滅火源，讓我們

的行車更加安全。 

 

 

關鍵字：火燒車、滅火器、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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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製作動機  

 

近幾年來，看到許多有關於火燒車的新聞，像是 2012 年 5 月 7 日雪遂火燒

車意外造成 2 死 31 傷、2012 年 8 月 10 日東西向快速道路因小擦撞造成火燒車

駕駛者身亡、2013 年 5 月 6 日中山高基隆隧道疑似基件故障漏油造成火燒車整

輛車燒毀殆盡，大多都是駕駛者發生事故後，未能再第一時間拿滅火器撲滅火

源，或者本身事故車上未放置滅火器，使得災情擴大造成更加嚴重的悲劇，這些

令人毛骨悚然的新聞事件，促使了我們研發『我的車車不火大』這項專題，在行

駛中的過程中，引擎室內的機件故障，造成機油、汽油洩漏碰到熱源如:排氣管

或小擦撞造成火花，就容易起火燃燒造成火燒車，當發現疑似起火、冒煙時一定

無法及時撲滅火源，我們使用簡單的機械構造，驅使滅火器作動，讓駕駛者能迅

速的將火勢撲滅，讓這種悲劇不再上演，使得我們的行車更加安全。 

 

 

 

 

 

 

 

 

 

 

 

      (圖 1)火燒車新聞      (圖 2)火燒車新聞 

     資料來源:台視新聞台                資料來源:CTV 中視新聞 

 

 

二、製作目的 

 

   (一)降低車子燒毀之情形： 

火燒車發生時，有可能因火勢太大而燒毀，若即時能將火勢降為最低， 

使汽車的燒毀率降低，不讓車子受損的更加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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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有效率抑制火燒車發生之情形： 

在發現疑似冒煙、火源之情形時，能迅速作動滅火器，使其達到滅火， 

不讓災情使得擴大。 

 

   (三)有效率使用滅火器： 

通常滅火器都放在後車廂，如發生火燒車時，根本無法及時滅火；而我 

們這個專題在發生火燒車之情形時，能即時迅速拉起滅火器 的作動線， 

使滅火裝置啟動，達到滅火的功能。 

 

   (四)增加救援時間： 

火燒車發生時，能即時拉起滅火器作動線，使火勢降低增加救援時間， 

讓駕駛者能迅速安全逃脫，不讓駕駛者遭受生命的威脅，使得能確保生 

命安全 

 

 

三、研究大綱 

 

  (一)、對於火燒車的裝況處置。 

 

  (二)、火燒車發生情形探討。 

 

  (三)、因選用何種滅火器才能有效率抑制火燒車。 

 

  (四)、本專題為何能增加救援時間與有效率的撲滅火燒車。 

 

  (五)、本專題結合之運用說明與探討。 

 

  (六)、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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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製作流程 

 

 

(表 1)製作流程圖 

 

                             

 

 

 

 

 

 

 

 

 

 

 

 

 

 

 

確認主題 

探討相關文獻 

作業分配與製作 

專題撰寫 專題製作 

專題編輯與結果 專題製作過程與修改 

整合與發表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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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理論探討 

 

    一、造成火燒車之因素 

        

         一般會造成火燒車的原因不外乎是：油洩漏與電洩漏之結合、油洩漏 

         與高溫源之結合敘述如下： 

 

(一)、油洩漏 

 

1、汽油洩漏： 

   一般汽油洩漏都來自於汽油油管管路洩漏所致而這原因不外乎是不 

   正常之原因保養、或油管老化、龜裂造成漏油。 

 

2、機油洩漏： 

   大致都因引擎本體墊片老化、損壞所致使得機油洩漏。 

 

3、煞車油洩漏： 

   因不正當的使用剎車或重踩煞車，使得煞車油管、煞車總泵損毀， 

   造成煞車油洩漏。 

 

4、機件老化或路面不平抖動造成漏油，這時在遇上高溫源、電洩漏… 

   等等就容易起火燃燒而造成火燒車。 

 

(二)、電洩漏 

 

1、電路正負極鬆脫： 

   因電瓶摏頭鬆脫，或是車上其他電線老化或損壞造成漏電，又或是 

   電流量負荷過高造成漏電。 

 

2、啟動馬達洩漏： 

   馬達機件運轉時，會產生高溫，當某一機件故障造成阻力，使得馬 

   達電路負荷過大，造成電線燒毀而漏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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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電瓶洩漏： 

   車輛因事故、擦撞、路面抖動，使得電樁頭鬆脫，電瓶儲存電的地 

   方，能量極為龐大，電瓶可能因此發生爆炸。 

 

4、當漏電電線短路走火時，會產生火花這時碰到車內的機油、汽油就

有極大的可能性造成火燒車。 

 

 (三)、高溫源 

 

1、排氣管高溫源： 

   排氣管本身就是高熱源，或是排氣管的觸媒轉換器發生阻塞時，將 

產生更大量的高溫，易使旁邊機件起火燃燒。 

 

2、引擎高溫源: 

   汽車引擎在正常運作中因為跟排氣管接鄰，本身就是高溫源。路面 

   不平抖動造成油洩漏，再觸碰到引擎高溫源或排氣管高溫源，就有 

   極大的可能性會起火燃燒造成火燒車。 

 

    二、火災的種類與適用滅火器 

     (一)、利用本表簡易分類與適用於哪一種滅火器來滅火。 

                    (表 2)火災種類與適用滅火器

類別 火災名稱 火災分別 適用滅火器 

A類

火災 
普通火災 

普通易燃物如木製品、紙、塑膠、

棉布等發生之火災 

泡沫滅火器 

海龍滅火器 

乾粉滅火器 

B 類

火災 
油類火災 

可燃性液體、氣體如石油、天然

氣、乙烷氣、乙炔等發生之火災 

泡沫滅火器 

海龍滅火器 

二氧化碳滅火器 

乾粉滅火器 

C 類

火災 
電器火災 

電氣設備如、家電、電線、配線等

引起之火災 

二氧化碳滅火器 

海龍滅火器 

乾粉滅火器 

D 類

火災 
金屬火災 

金屬物質如、鎂、鉀、鋰、鈦等物

質引起之火災 
乾粉滅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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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發生在車子上的火燒車歸類於 B類油類火災與 C類電器火災， 

            所以我們探討之滅火器主要針對這二類。 

 

     (二)、滅火器種類 

 

       1、乾粉滅火器 

 

        乾粉滅火器可適用於 A、B、C類火災用途很 

        廣是目前最普遍的滅火器。 

            缺點：在溫度劇烈變化之下容易造成藥劑成分 

            改變造成粉末變質固體化，粉末沉 澱，噴發 

            時還會引起鼻子的過敏，難清洗等擦拭等。 圖(3)乾粉滅火器 

 

         2、泡沫滅火器 

 

        泡沫滅火器適用於：A、B類火災泡沫滅火器 

        是將泡沫劑加入氣中令泡沫能浮在燃燒液體 

        之上隔絕火及燃燒液體能快速撲滅 A、B 類 

        火災。缺點：有導電之顧慮、瓶身有生鏽可 

        能性會影響泡沫變質。  

                                                  圖(4)泡沫滅火器 

 

        3、二氧化碳滅火器 

 

        二氧化碳滅火器適用於 B、C類火災無拆封 

        可永久使用。缺點：隨者零件老化，有洩 

        漏的可能性，當車內溫度達 40~50 度時， 

        內部 CO2 膨脹，極可能產生爆炸的可能性。    圖(5)二氧化碳 

                                                      滅火器 

 

         4、海龍滅火器 

 

        海龍滅火器適用於：A、B、C類火災。海龍具 

        有不導電、防震、體積小、免換劑、會追尋火 

        源。缺點：使用不當，會造成暈眩、窒息，直 

        接接觸會造成皮膚灼傷、凍傷。 

                                                      圖(6)海龍滅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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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合之運用 

 

   （一）、本專題滅火器之選用： 

 

   1、因此專題是把滅火器放置在引擎室內，而乾粉滅火器在引擎高溫之下 

      使藥劑容易變質，因而不適用於本專題來選用。 

 

   2、泡沫滅火器之所以不適用汽車之原因，因為泡沫滅火器會導電的，如 

      果使用時剛好噴到電瓶等電器系統反而使汽車有爆炸的可能。 

 

   3、二氧化碳滅火器適用於 B類火災，但是火燒車什麼時候會發生我們並 

      不知道，而二氧化碳滅火器放置時間一久會洩漏，又因高溫時可能會 

      使二氧化碳滅火器爆炸因而不適用。 

 

   4、海龍滅火器可用於 A、B、C類火災，體積小、不導電、防震、免換劑 

      ，又因滅火器放置於引擎室內 ，所以並不會發生使人暈眩、窒息等等 

      …影響人體的情形，所以我們選用海龍滅火器來製作本專題。 

 

   （二）、本專題機械控制與構造原理 

 

    我們把滅火器固定於引擎室，使用鋼線穿上滅火器把手，再將鋼線拉置 

    於駕駛室，滅火器管會接上我們所接好的管路，此時拉動鋼線，鋼線會 

    帶動滅火器，使滅火器作動，這時滅火器所噴出的藥劑將隨管路噴向各 

    個起火點再加上海龍滅火器有追火的功能，故可有效滅火。 

       

故滅火器經拉動作動後，滅火器海龍藥劑將從管噴口噴出，透過專題所 

設計的管路到達容易起火燃燒的起火源，將導致電瓶端、引擎與排氣管 

交接端、啟動馬達端…等，容易起火燃燒的位置。 

                                                              

                                            

                                                  

 

 

 

 

（1）把滅火器固定引擎室內  （2）將鋼線穿入把手  （3）拉動鋼線使其作動 

 

                    圖(7)本專題機械作動基本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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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專題製作 

   一、設備及器材： 

 

設備及器材名稱 規格 數量 

汽車一輛 88 天王星 1台 

滅火器一只 新型海龍滅火器 1支 

銅管 依狀況裁切 N尺 

三通接頭 銅質 6個 

四通接頭 銅質 2個 

十字起子 一般 1支 

銲槍﹑銲錫 一般 1支 

電工鉗 一般 1支 

尖嘴鉗 一般 1支 

束帶 一般 1包 

剪刀 一般 1把 

拉柄 一般 一個 

鋼索 88 天王星(油門) 1 條 

(表 3)設備器材表 

 

   二、製作方法與步驟 

 

     (一)、製作方法的順序： 

1.探討火燒車之原因將每位組員所搜尋的資料進行整理,並研究討 

  論其資料的可行性。。 

2.探討火燒車的種類。 

3.選取適用滅火器。 

4.本專題操作之適用性。 

 

     (二)、製作步驟如下: 

1.將每位組員所搜尋的資料進行整理,並研究討論其資料的可行性。 

2.將鋼索從駕駛室穿至引擎室內。 

3.固定滅火器。 

4.將鋼索與滅火器結合。 

 5.接上管線。 

 6.專題呈現、作用正常撰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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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題製作  

(一)、挑選車輛，本次製作挑 

選此輛車而專題製作的 

車子，因為需模擬火燒 

車狀況，故選老舊車子 

一台。 

 

 

                               (圖8)專題選用車輛 

(二)、就所挑選車輛，尋找合 

      適的空間，能否架設滅 

      火器，選定空間後，尋 

      找合適空間之滅火器。 

 

 

 

                               (圖9)找尋車輛空間 

 

(三)、挑選滅火器，依本次選 

      定的空間量測滅火器的 

      長、寬、高，是否能在 

      實車上裝置 

 

 

 

                                    (圖10)量測滅火器尺寸與空間的搭配 

 (四)、在引擎室內尋找最合適 

空間架設滅火器已防汽 

車行駛時震、抖動使滅 

火器翻覆，而使引擎室 

內各機械故障而影響引 

擎運作狀況。 

 

 

                                    (圖11) 架設滅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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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在引擎室內架設， 

            以免汽車行駛時，機件 

            運作而使機件卡住鋼索 

            ，然後將鋼索從引擎室 

            內遷至駕駛室內。 

 

 

 

                                    (圖12) 架設滅火器鋼索 

 

      (六)、在駕駛室內尋找銅環、 

            鋼索遷出處，讓駕駛方 

            便使用，也不妨礙駕駛 

            行車。 

 

 

 

(圖13) 架設滅火器鋼索到車內拉柄 

 

    (七)、將鋼索於引擎室遷至駕 

          駛室，於引擎蓋開關位 

          置相似，讓駕駛者可方 

            便使用，既方便也不占 

            用駕駛室內空間。 

 

 

(圖14) 架設車內拉柄 

 

 

      (八)、將管路測量至等長，再 

            裁切，以免按壓滅火 

            器時，以免因管路長短 

            不一而使藥劑噴發不均 

            ，而影響到滅火的效能。 

 

(圖15) 量取管線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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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將銅管、鋼索、滅火器 

結合，讓滅火器噴出範 

圍為廣大可噴至整個引 

擎室讓滅火效果大幅 

提升，將管路遷至各個 

容易起火點 

 

 

                                    (圖16) 將管線長結合滅火器並牽管 

 

       (十)、在引擎室內架設鋼索， 

            以免汽車行駛時，機件 

            運作而使機件卡住鋼索 

            ，然後將鋼索從引擎室 

             內遷至駕駛室內。 

 

 

                                    (圖17) 將管線導引至各起火點(一) 

        (十一)、電線、電瓶等等， 

              因擦撞、老化、造成 

              損壞使其漏電，油箱 

              漏油遇到電將造成火 

              燒車，所以將管路遷 

              至此處，針對電瓶進 

              行滅火。 

 

                                    (圖18) 將管線導引至各起火點(二) 

       (十二)、駕駛因長途行駛， 

              使引擎排氣管過熱， 

              這時，再遇到汽油之 

              洩漏就將造成火燒車 

               ，所以將管路遷至此，   

              針對排氣管、引擎滅  

火。 

 

                                    (圖19) 將管線導引至各起火點(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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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全車管路架構圖針             

               對高溫源、油路、電 

               路所架設。 

 

 

 

 

                                    (圖20) 將管線導引至各起火點(四) 

 

         (十四)、拉下拉環。拉還進 

               行機械原理使滅火器 

               作動。 

  

 

 

 

                                    (圖21)檢測拉索是否能作用 

 

         (十五)、滅火器作動。滅 

               火器藥劑因管路噴 

               至各個容易起火點。 

 

 

 

 

                                    (圖22)檢測滅火器是否能作用 

 

         (十六)、因拉環、滅火器、 

               管路結合，使滅火器 

               藥劑可完美的，噴至 

               整個引擎各個起火點 

 

 

 

                                    (圖23)檢測專題是否能全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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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製作成果 

 

動作一                              動作二 

動作三                              動作四 

 

動作一 駕駛者拉動滅火器拉柄。 

動作二 滅火器則被拉索拉開作動。 

動作三 滅火器藥劑透過管路噴至引擎室可能會產生火燒車的火源處。 

動作四 末端滅火 

 

本專題的完成，對於現今的車輛真地是一大貢獻。不管在車子行進間還是停止

間，只要駕駛者拉動拉柄就能第一時間來滅掉火源。跟目前的傳統方式，車子行

進間須將車子慢慢靠路邊停，至後廂蓋拿取滅火器，再開引擎蓋，再過來才能開

始滅火。若是停止的車輛就只是少了靠路邊的時間，但還是很耗時間。看著自己

少則四、五十萬，甚而好幾百萬的名車，因火燒車而損毀，真會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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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本次專題目的是火燒車現象第一時間能順利控制火勢、節省拿滅火器的 

        時間、降低火燒車的情形、增加救援時間，我們用簡單的機械原理驅使 

        滅火器作動，讓火燒車的悲劇不再上演。 

 

  (二)、本專題可用於預防火燒車，在駕駛者疑似火燒車因素時，能及時滅火， 

        以免造成更嚴重的災情，並改善現今汽車滅火器大而笨重、使用繁忙的 

        缺點，並成功研發出了汽車安全裝置，可有效預防火燒車之災情。 

     

  (三)、當駕駛者發現異狀時，及時扣上拉環，使機械構造造成槓桿原理，讓滅 

        火器迅速的作動，立即撲滅火勢，因本項專題不是經由電路控制，而是 

        手動機械式的，所以不用擔心因火燒車而造成電路上的故障，滅火器隨 

        時隨地能確實的作動，不用擔心火燒車造成汽車的損毀。 

 

二、建議 

 

    本項專題屬於初步階段，未來還需要更多的構想來讓這項專題進步。例如: 

 

   (一)管路可遷至全車(含車內空間與後廂)，使滅火範圍擴大。 

 

   (二)不分車種、廠牌型式都可裝設。 

 

   (三)亦可機械操作，也亦可電路操作，增加其安全性及可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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