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樓館消防警報操作 SOP 

受信總機鈴響

確認火災顯示位置後

至現場確認是否真實火災

該棟管理員
駐衛警

(03)890‐6119

關閉受信總機

『主機音響』、『地區音響』、『移報開關』

是 否

(1) 判斷為初期火災請立即(滅火器)滅火

處置。

(2) 判斷火災為無法撲滅之情形，請立即

通報 119。

(3) 『按』下廣播主機『手動緊急開關按

鈕』，若無此按鍵，請開啟廣播各樓

層報告『本棟於幾樓哪個地點已確實

發生火災』，請盡速逃生並執行自衛

消防編組任務。

(4) 通報駐衛警及營繕組，並成立災害應

變小組，火警災害統計人數回報。

(1) 『按』下廣播主機『非火災按鈕』，若

無此按鍵，請開啟廣播各樓成報告『火

警警報經巡視確認並無發生火災係屬

誤報情形，請各位勿驚慌，謝謝』。

(2) 廣播主機『復歸(舊)』。

(3) 通報維修系統。

假日或夜間上班時間

為避免影響上課為避免影響上課

關閉廣播主機『復歸(舊)』 

詳細操作方式

請參閱以下圖片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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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型受信總機 

【理工三館】、【環境學院】 

1. 關閉受信總機：如圖 1 處。

長按「✔」(打勾)處 5 秒，閃燈變成常燈。

5.通知火災：

按廣播主機「緊急啟

動」鈕，如圖 6 處。 

是 否 
火災 

2. 關閉警鈴：

按「警鈴停止」，如圖 2 處。

3. 關閉廣播聲音：

按廣播主機「復舊」鈕，如圖 3 處。

4. 確認火災顯示位置：

按受信總機「詳細資料」鈕，如圖 4 處，查

看顯示位置並至現場確認是否真實火災。

5. 通知非火災：

按廣播主機「非火

災」鈕，如圖 5 處。 

6. 播放廣播後：

啟動自衛消防編組任

務及火警災害統計人

數回報。

6. 播放一回後：

按廣播主機「復舊」

鈕，如圖 3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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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型受信總機 

【理工二館】、【生物育成中心】 

1. 關閉受信總機：

如圖 1 處確認鍵 5 秒至燈號熄滅。

2. 關閉警鈴：

按「靜音」，如圖 2 處。

3. 關閉廣播聲音：

按廣播主機「復舊」鈕，如圖 3 處。 

4. 確認火災顯示位置：

查看電腦圖控主機頁面，如圖 4 處，

查看顯示位置並至現場確認是否真

實火災。

是 否 

5.通知火災：

按廣播主機「緊急啟

動」鈕，如圖 7 處。 

5. 通知非火災：

請按圖 5 全區，再開圖

6 處 ON，拿起麥克風宣

告「火警警鈴鳴動，經

調查確認無發生火災。」 

6. 播放廣播後：

按廣播主機「復舊」鈕，

如圖 3 處。

6. 播放廣播後：

啟動自衛消防編組任務

及火警災害統計人數回

報。

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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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型受信總機 

【花師教育學院】、【人社三館】 

1. 關閉受信總機：

如圖 1處(地區音響停止)、圖 2處(廣
播移報停止) 、圖 3 處(火警靜音)、
圖 4 處(故障靜音)。

2. 關閉廣播聲音：

按廣播主機圖 5 處「復位鍵」。

是 否 

4. 通知火災：

按廣播主機圖 7 處

「緊急啟動」鈕。

5. 播放廣播後：

啟動自衛消防編組任務

及火警災害統計人數回

報。

4. 通知非火災：

按廣播主機圖 5 處「非

火災復位鍵」。

5. 播放廣播後：

按廣播主機圖 3 處「復

舊」鈕。

火災 

3. 確認火災顯示位置：

詳圖 6 處，查看顯示位置並對照總

機旁紙本對照表及圖說至現場確

認是否真實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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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型受信總機 

【體育館】、【活動中心】 

1. 關閉受信總機：

按下如圖 1 處(確認)。

3. 確認火災顯示位置：

詳圖 3 處，查看顯示位置至現場確

認是否真實火災。

火災 
是 否 

4. 通知火災：

按廣播主機圖 8 處

「緊急啟動」鈕。

5. 播放廣播後：

啟動自衛消防編組任務

及火警災害統計人數回

報。

6. 播放廣播後：

按廣播主機圖 2 處「復

歸」鈕。

2. 關閉廣播聲音：

按廣播主機圖 2 處「復位鍵」。

4. 隔離誤報：

按下圖 4 處(F1)，輸入密

碼(111)，螢幕圖 3 顯示隔

離，按下圖 5 處(OK)，按

下圖 6 處( C )登出。

5. 通知非火災：

按廣播主機圖 7 處(群
呼)，拿起麥克風宣告「火

警警鈴鳴動，經調查確

認無發生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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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型受信總機 

【集賢館】 

1. 關閉受信總機：

按下圖 1 處(主音響)、圖 2 處(地區

音響) 、圖 3 處(警示音響)、圖 4 處

(移報開關)。

2. 關閉廣播聲音：

按廣播主機圖 5 處「復位鍵」。

3. 確認火災顯示位置：

詳圖 6 處，查看顯示位置並對照總

機旁紙本對照表及圖說至現場確

認是否真實火災。

火災 

4. 通知火災：

按廣播主機圖 8 處

「緊急啟動」鈕。

4. 通知非火災：

請按圖 7(群呼)，拿起麥

克風宣告「火警警鈴鳴

動，經調查確認無發生

火災。」

5. 播放廣播後：

按廣播主機圖 5 處「復

歸」鈕。

5. 播放廣播後：

啟動自衛消防編組任務

及火警災害統計人數回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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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型受信總機 

【管理學院】 

  

1. 關閉受信總機音響及移報開關：

圖 1 處(主機音響)→圖 2 處(地區音響)→
圖 3 處(廣播移報)。

2. 確認火災顯示位置：

詳圖 4 處，查看顯示位置並對照總機旁

紙本對照表及圖說至現場確認是否真

實火災。

否 是 

3. 通知非火災：

請按圖 5 群呼，拿起麥

克風宣告「火警警鈴鳴

動，經調查確認無發生

火災。」

火災 

3.通知火災：

按廣播主機圖 6 處「手動

緊急開關」鈕。

4. 播放廣播後：

按廣播主機圖 7 處「復

位、重置」鈕。

4. 播放廣播後：

啟動自衛消防編組任務

及火警災害統計人數回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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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合式受信總機 

【行雲莊】、【沁月莊】、【迎曦莊】 

1. 關閉受信總機音響及開關：

圖 1 處(主音響)→圖 2 處(地區音響)→
圖 3 處(廣播移報)。

2. 確認火災顯示位置：

詳圖 4 處，查看顯示位置該亮燈之區域

以顏色區分請至現場確認是否真實火

災。

火災 

是 否 

3.通知火災：

按廣播主機圖 5 處「手動

緊急開關、火災」鈕。

3. 通知非火災：

按圖 6 全區廣播、群呼，

拿起麥克風宣告「火警警

鈴鳴動，經調查確認無發

生火災」。

4. 播放廣播後：

按廣播主機圖 8 處「復

位、重置」鈕。

4. 播放廣播後：

啟動自衛消防編組任務

及火警災害統計人數回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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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型受信總機操作教學手冊 

 【建築物詳目錄說明】

P 型受信總機(圖) 

廣播主機(形式一) 

廣播主機(形式二) 

1. 關閉受信總機音響及移報開關：

圖 1 處(主機音響)→圖 2 處(地區音響)
→圖 3 處(移報開關)。

2. 確認火災顯示位置：

詳圖 4 處，查看顯示位置並對照總機旁

紙本對照表及圖說至現場確認是否真

實火災。

火災 

是 否 

3.通知火災：

按圖 6 處廣播主機「手動

緊急開關、火災」鈕。

3. 通知非火災：

按廣播主機「非火災」

鈕，如圖 5 處。

若該棟廣播主機無非火

災鍵，請按圖 7 全區廣

播、群呼，拿起麥克風

宣告「火警警鈴鳴動，

經調查確認無發生火

災。」

4. 播放廣播後：

按圖 8 處廣播主機「復

位、重置」鈕。

4. 播放廣播後：

啟動自衛消防編組任務

及火警災害統計人數回

報。

-8-


	各棟館消防警報操作SOP
	消防警報動作處理作業程序

	目錄
	1. R型(EST-3)受信總機【理工三館】、【環境學
	2. R型(SECUTRON)受信總機【理工二館】、【生物育成中心】
	3. R型(華鳳)受信總機【花師教育學院】、【人社三館】
	4. R型(SIEMENS)受信總機【體育館】、【活動中心】
	5. R型(清谷)受信總機【集賢館】
	6. R型(元和)受信總機【管理學院】
	7. 複合式(永揚)受信總機【行雲莊】、【沁月莊】、【迎曦莊】
	8. P型受信總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