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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系統功能驗證 

FIRE SERVICE FACILITIES COMMISSIONING 
 

1. 通則/GENERAL 
 
1.1. 說明/DESCRIPTION 

功能驗證作業係為確保建築物內部的消防安全設備，符合其應具備之

防護功能，且參酌設計原意與業主需求，發揮本系統正常功能的運作

程序，並實施消防系統設備相關基本功能之測定及驗證，完成下列特

定目的： 

1.1.1 本規範內所指定的設備或系統，已依製造商的建議、業界可接受的基

本標準及相關法令規範設計及設置。 

1.1.2  承商對按裝完竣之消防安全設備，已完成完整的運轉測試檢查。 

1.1.3  驗證消防安全系統已具備合理的性能表現，並將運轉性能建檔記錄。 

1.1.4  驗證操作檢查維護保養文件與手冊已整理完備。 

1.1.5  驗證業主操作管理人員已獲得足夠且完善的教育訓練。 
 
1.2 驗證項目/COMMISSIONING ITEM 

本章節係規範執行功能驗證之主要消防系統及各項設備，包含但不僅

限下列項目： 

1.2.1 火警偵測及警報系統 

1.2.1.1 火警受信總機、中央消防監控主機、顯示副機、地圖式模擬盤等。 

1.2.1.2 火警發信機（Manual Call Point）、火警警鈴、火警標示燈等聲光警報

裝置。 

1.2.1.3 火警探測器、監視控制中繼器（模組）、緊急電話、其他消防系統動

作監視開關等啟動設備。 

1.2.1.4 緊急廣播系統等。 

1.2.2 滅火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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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 室內消防栓及連結送水管。 

1.2.2.2 自動撒水系統，含密閉濕式（Wet Pipe）、預動作（Pre-action）式。 

1.2.2.3 其他水基滅火系統，如泡沫（Foam）、大水量放水等。 

1.2.2.4 FM200滅火系統。 

1.2.3 排煙控制或排氣系統 

1.2.3.1 防煙區劃、防煙垂壁。 

1.2.3.2 室內、梯間排煙系統。 

1.2.3.3 氣體滅火防護區排氣系統。 

1.2.4 防火區劃及防火填塞 
1.2.4.1 防火或不燃裝修建材、耐火時效、防火披覆、防火塗料等。 

1.2.4.2 防火門、窗、捲門、防火閘門等。 

1.2.4.3 防火填塞材料、施工法、施工人員資格認證等。 

1.2.4.4 氣密測試。 

1.2.5 其他消防安全設備 

1.2.5.1 緊急照明燈、出口及避難方向標示、緊急電源插座。 

1.2.5.2 避難輔助器具。 

1.2.5.3 消防專用蓄水池。 
 
1.3 本規範之參考法規如下： 
1.3.1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 

1.3.2 消防安全設備審查及查驗作業基準 

1.3.3 建築技術規則 
1.3.4 NFPA – Fire Protection Code 
1.3.5 NFPA – Commissioning  Fire  Protection  System 
 
1.4 本規範應負責及配合單位類型如下： 
1.4.1 規劃設計單位(以下簡稱設計單位) 

1.4.2 工程施工廠商(以下簡稱施工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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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系統設備材料供應廠商(以下簡稱設備廠商) 

1.4.4 功能驗證單位(CA) 
 
1.5 責任分配/ RESPONSIBILITIES 
1.5.1 一般要求 
1.5.1.1 本章節的目的，說明消防工程相關承商，於進行消防系統功能驗證

（Commissioning）期間，應負責及配合的工作。 

1.5.1.2 所有參與功能驗證的包商，應先行了解本章節所提及的應配合事項；

且在執行工作前，應先參考功能驗證單位(以下簡稱：CA)所提的功能

驗證執行計劃及流程，確實執行合約內所要求及應配合的工作項目與

任務。 

1.5.1.3 參與所有界定工作範圍的會議，及其他為使功能驗證作業順利進行的

會議。 

1.5.1.4 提供必要之文書、檔案資料，與教育訓練等成本與工項，應自行列項

並計入合約總價內。 

1.5.1.5 為執行及配合功能驗證相關工作，所衍生的成本及相關費用，應自行

列項並計入合約總價內。 

1.5.2 規劃設計單位 
1.5.2.1 應提供之文件資料，包含但不僅限下列項目： 

(1) 消防安全設備設計圖說、設置概要表 

(2) 消防安全設備設置一覽表、數量統計表 

(3) 設備及施工規範 

(4) 工程項目及標單 

(5) 消防設計核准證明 

1.5.2.2 應配合工作事項： 

(1) 協助功能驗證單位(CA)釐清執行範圍，說明消防安全設備系統設置

規範、操作運轉之限制條件等。 

(2) 提供並說明系統動作(相關系統設備連動及操作)流程之具體細節，

以利功能驗證單位(CA)排定撰寫相關的測試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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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工程施工廠商 
1.5.3.1 應提供之文件資料，包含但不僅限下列項目： 

(1) 施工計畫(含施工進度表) 

(2) 品質管理計畫 

如品管人員之稽核，設備進場檢驗表，施工安裝檢查表，不良品檢

驗/更新處理計畫等。 

(3) 竣工驗收測試計畫 

(4) 竣工測試報告書 

如系統動作流程圖，系統功能驗證測試程序書，竣工測試檢查表等。 

(5) 竣工圖及竣工照片 

(6) 教育訓練資料 

(7) 需提供消防署性能審查合格文件及計算書 

如FM200計算書及放水型自動撒水計算書 

(8) 需提供消防設計計算書 

如水力(模擬)計算書或氣體流量計算書 
 

 
1.5.3.2 應配合工作事項： 

(1) 正式功能驗證測試前，應完成設備功能初步測試，填具「竣工測試

檢查表」，並提出受測設備相關缺失記錄供參考。 

(2) 與原設計之差異及初步測試之缺失，應於正式功能驗證測試前，改

善完成。 

(3) 指派訓練有素的技術人員，執行現場系統設備的啟動操作及功能測

試，並協助CA記錄相關驗證測試資料。 

(4) 在指定的設備或系統測試期間，技術人員應常駐工地現場，完成必

要的測試、調整、與異常狀況處理。 

(5) 應就系統缺失之改善成果，及系統效能之調整結果，於竣工圖中完

成必要的修正。 

1.5.4 系統設備材料供應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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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1 應提供之文件資料，包含但不僅限下列項目： 

(1) 設備送審核准型錄 

(2) 設備審核認可書、檢驗報告、出廠證明、進口報單 

(3) 風車及幫浦特性曲線，工廠測試報告 

(4) 保固資訊 

(5) 系統使用說明書 

(6) 操作檢查維護保養事項手冊(含緊急故障排除) 

1.5.4.2 應配合工作事項： 

(1) 各系統設備供應廠商，應分別指定嫻熟該系統之資深工程師，負責

針對業主指定人員，支援實施教育訓練。 

(2) 應就實際應用缺失之改善成果，及系統效能之調整結果，配合竣工

圖，於操作檢查維護保養手冊完成必要的修正。 

1.5.5 功能驗證單位 
1.5.5.1 提供之文件資料，包含但不僅限下列項目： 

(1) 功能驗證執行計畫 

(2) 系統功能驗證測試程序書範本 

(3) 竣工測試檢查表、系統功能驗證測試表範本 

(4) 驗證審查紀錄表 

(5) 消防系統功能驗證結案報告(含評估結論與改善建議書) 

1.5.5.2 應配合工作事項： 

(1) 籌劃並主導功能驗證作業所有相關會議，協調功能驗證作業程序，

確保功能驗證作業均能符合預定進度。 

(2) 要求有利於功能驗證工作順利進行的其他輔助資料。 

(3) 檢閱執行功能驗證所需的相關資料，如「系統操作檢查維護保養手

冊」、「系統測試程序書」、「竣工測試檢查表」等。 

(4) 編擬「系統功能驗證測試檢查表」及相關測試程序範本，並提供相

關廠商參考。 

(5) 協助相關廠商發展並強化初步測試檢查及試運轉計劃。 

(6) 監督及協調系統功能驗證測試之現場執行，確認既設消防安全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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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正常功能運作程序，具備應有防護功能，符合業主需求。 

(7) 參與並指導業主指定人員之教育訓練。 

 

1.6 品質保證/QUALITY ASSURANCE 
1.6.1 為確保消防安全設備系統之工程品質，兼顧消防系統功能驗證的獨立

性及可信度，參與功能驗證測試作業，應由公會訓練合格之消防設備

師或消防設備士擔任。 

1.6.2 功能驗證(Commissioning)團隊人員資格： 

1.6.2.1 具備消防專技人員(消防設備師、消防設備士)資格。 

1.6.2.2 具備設計審查及檢討評估消防系統工程圖說之具體實績。 

1.6.2.3 具備三年以上消防系統竣工查驗實務經驗。 

1.6.3 為確認「消防系統功能驗證結案報告」公信，本報告經功能驗證單位

完成後，須提送經消防設備師公會功能驗證委員會審查核定。 
 

2. 產品/PRODUCTS 
 

2.1. 測試儀器/TEST EQUIPMENTS 
消防系統設備功能檢測設備，包含但不僅限下列項目： 

2.1.1. 加熱試驗器(棒)。 

2.1.2. 加煙試驗器(棒)或測試用噴煙罐。 

2.1.3. 噪音計。 

2.1.4. 三用電表、勾表(交、直流電壓表、電流表)。 

2.1.5. 絕緣電阻計(250V、500V、1000V)。 

2.1.6. 接地電阻計。 

2.1.7. 水壓表、比托計。 

2.1.8. 超音波流量計。 

2.1.9. 熱線式風速計或風罩式風速計。 

2.1.10. 微壓力計。 

2.1.11. 光電管照度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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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2. 計時碼表。 
 
2.2. 儀器提供 

施工廠商及設備廠商應提供所有必要之測試儀器，以履行各消防系統

功能驗證測試之需求。 
 

2.3. 儀器校正 

所有測試儀器，應於正式執行系統功能驗證測試前 12 個月內，完成儀

器之校準，並檢附檢驗單位出具之校準/檢驗結果報告書。 
 

2.4. 儀器操作 

消防系統功能驗證所需測試儀器之操作，其操作人員需經儀器原廠或

其委託單位、或消防專技人員立案團體、或相關測試機構等單位，辦

理教育訓練講習，操作實習實驗，領有結訓、合格證明文件。 
 

3. 施工/ EXECUTION 
 
3.1. 書面審查 
3.1.1. 本消防工程參與相關廠商應依 1.5 節要求，提供與消防系統功能驗證

有關之所有書面資料。 

3.1.2. 應至少完成下列檢討評估重點： 

3.1.2.1. 應確認所有書面資料內容之完整性，避免遺漏。 

3.1.2.2. 系統選用之適當性及法令標準規範參考依據等。 

3.1.2.3. 系統動作處理流程、設備啟動時間設定及各項連動通報訊息之傳達。 

3.1.2.4. 消防設備配置佈點之涵蓋週延性，避免發生防護死角。 

3.1.2.5. 滅火濃度、流量密度與持續時間之決定。 

3.1.2.6. 水源容量、滅火劑量、放射時間、容量需求之計算決定。 

3.1.2.7. 緊急電源容量需求。 

3.1.2.8. 設備及施工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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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設計廠商或施工廠商應於必要時，提供地區消防主管機關審核認可證

明文件及圖說。 
 
3.2. 驗證前自行檢查 
3.2.1. 施工廠商或設備廠商於消防系統工程完竣時，應自行依據「消防安全

設備審查及查驗作業基準」或「設備及施工規範」之規定，於實施消

防系統功能驗證測試前，先行完成「外觀檢查」及各別設備之「性能

檢查」。 

3.2.2. 施工廠商或設備廠商先行實施系統設備檢查，應填具消防設備「竣工

測試檢查表」。 

3.2.3. 應至少完成下列檢討評估重點： 

3.2.3.1. 檢討、分析、確認施工廠商或設備廠商提送竣工驗收測試計畫之內容

及執行方式。 

3.2.3.2. 應確認消防設備設置位置、數量及安裝方式，與設計圖面、規範經比

對無誤。 

3.2.3.3. 消防設備之品質規格，應符合設備規範之要求，並具備其應有之登錄

與品質認證標準，如審核認可書等。 

3.2.3.4. 消防設備經外觀檢查及各別性能檢查結果，其有缺失者，應予改善。 

3.2.3.5. 確認是否確實填具消防設備「竣工測試檢查表」所含內容。 

3.2.3.6. 各消防設備應提供正確之使用說明及操作檢查維護保養事項手冊。 

3.2.3.7. 提出「系統功能驗證測試程序書」，確認應符合系統操作之正確動作

流程。 

3.2.4. 施工廠商或設備廠商應於必要時，提供地區消防主管機關竣工查驗認

可證明文件及核准竣工圖說。 
 
3.3. 系統功能驗證測試 
3.3.1. 施工廠商或設備廠商應於本工程竣工，進行驗收移交前，辦理完成消

防系統功能驗證。 

3.3.2. 施工廠商或設備廠商，應於實施消防系統功能驗證測試前，提出「系

統功能驗證測試程序書」，經業主及功能驗證單位協調審定確認後，

以為實施消防系統功能驗證測試之依據。 



9 

3.3.3. 消防系統功能驗證測試結果及數據，應詳細記錄於「系統功能驗證測

試表」，功能驗證單位應指導監督並協助確認內容正確性。 

3.3.4. 系統功能驗證測試前，施工廠商或設備廠商應備齊相關驗證文件，如

竣工圖、施工規範、送審設備型錄、使用說明書、操作檢查維護保養

手冊、系統功能驗證測試程序書，竣工測試檢查表、系統功能驗證測

試表等。 

3.3.5. 應至少完成下列驗證測試重點： 

3.3.5.1. 是否符合「系統功能驗證測試程序書」規定程序，依序執行各項試驗

動作。 

3.3.5.2. 各系統動作順序及是否正確，時間設定是否符合需求。 

3.3.5.3. 不同系統間之連動機制，如連動音響、緊急廣播，空調停止，開口部

關閉，標示燈誘導啟動…等是否正確。 

3.3.5.4. 手動操作與自動運轉結果是否一致。 

3.3.5.5. 確認各系統符合預設應有之防護功能，如涵蓋面積，防護時間，滅火

劑量，系統運轉動作時間等。 

3.3.5.6. 系統復歸動作是否依程序正確完成；系統復歸(RESET)後，是否恢復

原預設狀態。 

3.3.5.7. 完成消防系統功能驗證測試後，是否完成處理相關之環境清潔及系統

復原， 

3.3.6. 消防系統功能驗證測試後，功能驗證單位應協助業主，評估受測消防

系統設備運作情況是否符合原設計條件及業主期望，並能滿足基本必

要之防護目標。其功能有不足者，應提出改進建議及改善對策。 
 
3.4. 操作檢查維護保養手冊 
3.4.1. 施工廠商應針對業主指定人員，於實施教育訓練前，負責編纂本消防

工程所有設備與系統的相關使用操作文件，完成操作檢查維護保養手

冊。 

3.4.2. 消防系統「操作檢查維護保養手冊」格式如下，應依消防系統分類，

各別編訂專章單元，其內容包含但不僅限下列項目： 

3.4.2.1. 第一部份-業主及廠商資料 

列出設計單位、施工廠商、設備廠商、功能驗證單位主要聯絡人之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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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地址、電話、電郵等資料。 

(1) 業主需求。 

(2) 廠商資料。 

3.4.2.2. 第二部份-操作及維修指引 

(1) 重要設計數據。 

含系統架構圖或昇位圖、系統動作流程圖、系統主機設置一覽表、

防護分區、控制點定義、連動關係表等。 

(2) 設備及材料一覽表。 

完整之系統設備數量統計表。 

(3) 零組件一覽表。 

(4) 備品清單。 

(5) 包括操作前檢查之操作指引。 

(6) 維護指令。 

說明維護、保養及緊急處理方式，提供系統設備日常維護自主檢查

表範本。 

(7) 承商維修保養同意書之詳述。 

3.4.2.3. 第三部份-文件資料及證明 

(1) 竣工圖說。 

含系統主機(如火警受信總機、副機、緊急廣播主機、滅火系統控制

盤、消防泵浦、排煙風機及控制主機、緊急發電機、ATS、緊急電

源配電盤等)設置位置圖、管線配置圖、施工大樣圖等。 

(2) 製造廠商產品相關資料。 

說明系統設備規格表及正常使用功能。 

(3) 相關測試記錄。 

含竣工測試檢查表紀錄、系統功能驗證測試表紀錄等。 

(4) 相關測試證明文件。 

地區消防主管機關竣工查驗認可證明文件及核准竣工圖說。 

3.4.3. 操作檢查維護保養手冊經辦理完成教育訓練，缺失、遺漏或謬誤內容

完成必要之修正後，應依業主需求數量，完稿製作正式裝訂版本，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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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錄光碟檔案至少一份，提交業主存查。 

3.4.4. 操作檢查維護保養手冊，應同時提送至少一份予功能驗證單位，以供

參考檢閱備查。 
 
3.5. 教育訓練 

3.5.1. 施工廠商應負責教育訓練事務的協調及時間排定，以確保訓練計劃得

以順利完成。並於預定教育訓練前 2 週，將教育訓練計劃提送 CA 參

考檢閱。 

3.5.2. 針對實施功能驗證的設備與系統，功能驗證單位(CA)應負責核定教育

訓練的內容是否足夠，並督導業主指定人員接受充份教育訓練，使其

可以全面性地了解各消防系統，並且熟悉各設備的操作與維護。 

3.5.3. 為確保提供各系統及參訓人員教育訓練成果，施工廠商應與業主協商

專用之教育訓練計劃，規劃應有訓練期別、科目、時數、課程表、講

師資格、助教人力等。 

3.5.4. 教育訓練應從一般課堂解說開始，輔以各種不同設備的現場實際動手

操作訓練(hands-on training)。基本的操作示範項目包括設備啟動、停

機、火警/偵煙警報，與復電後的處理等。 

3.5.5. 示範操作時，若設備發生故障或異常，無法依照正常操作程序運轉，

或系統反應狀態與操作手冊不一致，承商應負責將設備修復或做必要

的調整，然後重新操作示範。 

3.5.6. 系統設備材料供應廠商針對各個不同的設備或系統，應配合教育訓練

課程科目需要，指派合適的代表人員於現場協助指導或示範操作。 

3.5.7. 教育訓練內容及準備資料應包含但不僅限下列項目： 

3.5.7.1. 操作與維護保養手冊內節錄資料，內容應包括：安裝、操作，與保養

等須知。 

3.5.7.2. 操作與維護保養手冊內的重要內容說明。 

3.5.7.3. 預習操作與維護保養手冊內與人員安全、正常操作步驟、預防保養、

特殊修護工具，備品庫存建議等有關的章節內容。 

3.5.7.4. 一般故障問題與排除方式。 

3.5.7.5. 說明所有竣工圖與手冊的保管地點與單位。 

3.5.7.6. 系統設備日常維護自主檢查表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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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7.7. 討論涉及設備保固與廠商保證效力的議題。 

3.5.7.8. 討論涉及人員建康與安全的議題。 

3.5.7.9. 課堂解說適當的輔助工具與資料，如應準備投影機、投影片、或視訊

影音多媒體等。 

3.5.8. 教育訓練之舉辦，應列為完成竣工驗收程序之一部分。 
 
3.6. 工作成果書面記錄/WRITTEN WORK PRODUCTS 
3.6.1. 「工作成果書面記錄」及「消防系統功能驗證結案報告」由功能驗證

單位(CA)蒐集彙整編輯，提交委託業主結案存查，並為本工程竣工驗

收移交之依據。 

3.6.2. 應收集各配合廠商如，設計單位，施工廠商及設備廠商等之工作成果

書面紀錄等，如 1.5 節規定項目。 

3.6.3. 應完成「驗證審查紀錄表」(含評估結論)，納入「消防系統功能驗證

結案報告」，經評估有改善必要時，應同時提供改善建議書。 

3.6.4. 委託業主應參酌本功能驗證結果報告之改善建議內容，擬編消防系統

改善預定計畫。 

<本章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