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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分區專業服務中心（四區） 

「109 年度金門古蹟防災演練-第 2 場」 

一、 前言 

防災演練為有形文化資產防災守護重要的一環，演練重點在於模擬古蹟受

災真實情境，結合古蹟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的「自救」；周邊社區人員的

「共救」；另以警察局日常巡查及交通管制，消防局災中搶救，以及災後警消人

員會同文化主管機關針對文化資產實施應變措施及殘火處理，加入政府機關的

「公救」，展現防災「自助」、「共助」及「公助」程序，強調跨域整合的重要

性。為強化有形文化資產防災能力，提升金門古蹟、歷史建築之所有人、管理

人及相關管理維護人員，對於古蹟防救災害的認知，透過文化資產防災演練，

進行防救災教育訓練及觀念宣導，加強古蹟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對於災害

之防救應變能力，規劃相關防災演練，藉由情境模擬及實務操作的方式培養古

蹟管理維護者自行簡易評估災害風險，及建構古蹟消防安全概念。 

為強化聚落居民對有形文化資產的防災概念，本計畫於 109 年 9 月 28 日於

縣定古蹟古寧頭北山古洋樓舉辦「109 年度金門古蹟防災演練-第 2 場」，本次防

災演練情境模擬將以做為背包客棧經營的二落大厝因大廳電器設備短路造成火

災之搶救為主題，透過客棧小管家發現濃煙，針對通報流程、初期滅火、文物

搶救等項目進行示範與演練，藉由共救方式，使古蹟鄰近民眾瞭解文化資產通

報與初期滅火之操作流程。接者，邀請金門縣消防局團隊為與會學員介紹 CPR

與滅火器操作與練習，提升學員災害發生時的應變能力。最後，邀請金門縣消

防局林俊科長以「古蹟與聚落之災害防範與緊急應變」為內容，針對聚落與古

蹟防災進行介紹，增加古蹟管理人及聚落居民對古蹟及防災的知識性概念。期

望透過實際操作與講座，能讓古蹟管理人及聚落居民對古蹟防災能有更深刻的

認識，進而能有效提升古蹟與聚落保存的重要性認知與防災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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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古蹟簡介 

北山古洋樓位於金寧鄉北山聚落，是北山聚落出洋客僑匯之重要建

築。洋樓棟由古寧頭人李金魚、李炎芽、李天祝三兄弟於 1932-33 年返回

家鄉增建雙層洋樓。當時聘請了大陸南安師父與本地古寧頭籍李炎頭等工

匠、土水師合力興造。 

北山古洋樓之建築類型為二落大厝併左護龍起疊樓，正屋為金門傳統

二落大厝，護龍為二層洋樓，為僑匯建築由傳統型式轉型至洋樓案例之

一。因位於聚落外圍地勢較高之處，且為聚落中少數具有疊樓之建築，於

古寧頭戰役期間乃成為國、共二方爭相之地，並曾一度被共軍佔領後設為

指揮所，戰役後期國軍清掃戰場，與共軍在聚落及洋樓周邊進行激烈的巷

戰，造成雙方嚴重的傷亡。在古寧頭戰役之後，北山古洋樓由國軍佔用，

李氏家族輾轉安頓於各親族家中。國軍約於 1972 年至 1975 年之間撤離北

山古洋樓，並將洋樓歸還給李氏家族，但洋樓已殘破不堪，遂成為倉儲空

間。李氏家族於 1990 年至 1991 年間搬離古寧頭，從此北山古洋樓閒置，

二落大厝逐漸傾頹、坍塌。 

北山古洋樓於 2005 年由金門國家公園負責修復與管理，2015 年由金

門縣文化局登錄為歷史建築，於 2016 年委外經營青年旅館，2019 年指定

為縣定古蹟。 

三、 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二） 協辦單位：金門縣消防局、金門縣文化局、縣定古蹟古寧頭北山古洋

樓、金門縣金寧鄉古寧頭社區發展協會、古寧頭村民活動中心 

（三） 執行單位：國立金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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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時間與地點 

（一） 日期：109 年 9 月 28 日(星期一) 

（二） 時間：13：30 ─ 16：20 

（三） 地點：古寧頭村民活動中心、縣定古蹟古寧頭北山古洋樓 

時間 課程 與會單位 地點 

13：30 

14：10 

防災演練—古蹟火災與

應變情境模擬 

計畫團隊 

金門縣消防局 

金門縣文化局 

北山古洋樓背包客棧 

古寧頭社區發展協會 

縣定古蹟 

古寧頭北山古洋樓 

14：10 

14：20 
休息 

14：20 

15：10 
CPR 與滅火器操作練習 

計畫團隊 

金門縣消防局 

古寧頭村民活動中心 
15：10 

16：00 

講座：古蹟與聚落之災

害防範與緊急應變 

講師： 

金門縣消防局林俊科長 

16：00 

16：20 
綜合座談 

 



4 
 

五、 防災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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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演練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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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任務分配表 
 

消防指揮官   【曾○○】負責掌控消防隊災害現場的狀況。 

自衛消防官   【吳○○】綜理緊急災害應變工作 

司儀         【林○○】防災演練流程報告  

任務名稱 作業內容 
演練 備註 

單位 人員 設備  

通報班 演練情境：本次防災演練情境模擬

是縣定古蹟古寧頭北山古洋樓的二

落大厝因大廳電器設備於 9 月 28 日

下午十三時卅十分因短路造成火

災，透過民宿小幫手發現濃煙，進

行通報流程、初期滅火、疏散住宿

遊客等項目進行示範與演練，在民

宿小幫手的自救與附近居民協助引

導住宿遊客至安全位置的共救，與

消防隊趕到現場後，由管理人向帶

隊官報告災情，後由消防局公救的

方式協助撲面火勢。 

 

 

小幫手發現濃煙後，由【B○○○】

緊急持手機撥打 119請求消防隊救

援 

再由【C○○○】小幫手撥電話給金

門縣文化局與金門國家公園告知。 

 

通報消防局 

【B○○○】：「阿~大廳怎麼在冒

煙!!!」「好像電線走火了…我趕快

打電話給消防」 

【B○○○】持手機撥打 119 通報消

防機關：「119您好」。 

【B○○○】：「我們這裡發生火

災」。 

消防機關：「地點在哪? 」。 

【B○○○】：「在古寧頭北山 46-5

號，是縣定古蹟古寧頭北山古洋

樓」。 

消防機關：「請問起火點在哪裡?起

火原因?」。 

縣定古

蹟古寧

頭北山

古洋樓 

民宿管理人： 

A○○○ 

民宿小幫手： 

B○○○ 

C○○○ 

 

消防單位： 

連絡人員 1名 

 

文化局承辦： 

連絡人員 1名 

 

金管處承辦： 

連絡人員 1名 

 

擴音器 

製煙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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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起火點在大廳，可

能是電器短路」。 

消防機關：「知道了，我們分隊人

員馬上到!」  

通報金門國家公園與金門縣文化局 

通報者【C○○○】持手機撥打電話

給金門縣文化局。 

【C○○○】：「我來通報文化

局。」 

文化局承辦：「您好」。 

【C○○○】：「文化局嗎?您好，

這裡是縣定古蹟古寧頭北山古洋

樓，大廳發生火災，目前濃煙密

布，你們趕快來」。 

文化局承辦：「好，我馬上過去!」 

 

管理人通報金管處 

管理人【A○○○】持手機撥打電話

給金管處。 

【金管處】：「您好」。 

管理人【A○○○】：「您好，縣定

古蹟古寧頭北山古洋樓發生火災，

原因不明，目前已通報消防局與文

化局」。 

【金管處】：「好的，我們立刻派

員前往。」 

滅火班 小幫手與社區居民【B○○○、C○

○○、D○○○】手持消防滅火器協

助滅火 

縣定古

蹟古寧

頭北山

古洋樓 

小幫手： 

B○○○ 

C○○○ 

社區人員： 

D○○○ 

滅火器 

示意 

 

避難引導班 

 

民宿管理人【A○○○】引導住宿遊

客疏散，由社區居民【E○○○】協

導引導至安全位置，並禁止圍觀民

眾進入火災現場。 

管理人： 

A○○○ 

社區居民： 

E○○○ 

遊客 5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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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班 

  

由社區居民【F○○○】協助引導消

防車進入演練位置，由管理人【A○

○○】向帶隊官報告災情及搶救狀

況。 

引導班： 

社區居民 

F○○○ 

管理人 

A○○○ 

消防帶隊官： 

○○○ 

 

 

 

消防單位 1.接獲通報。 

2.緊急派員支援消防工作。 

金門縣

消防局 

消防救護人員

共 6名 
 

 

◎演練人員將依當日值班人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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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防災演練時序表 

109 年度金門古蹟防災演練-第 2 場 時序表 

時間 項目 人員/動作說明 內容/口白 

13：30 集合、 

就定位 

 請演練人員及參與民眾於北山古洋樓右側空地集

合，各位演習人員就定位。 

13：40 開場報告 為了強化聚落居民對金門古蹟與歷史建築等文化資產的防災能力，提

升民眾在古蹟災害預防、緊急應變能力及區域性防災的概念；文化部文化

資產局委託國立金門大學辦理「109 年度金門古蹟防災演練-第 2 場」，地

點選在縣定古蹟古寧頭北山古洋樓。 

北山古洋樓是北山聚落出洋客僑匯之重要建築。1930 年代於正屋左

側增建雙層洋樓的護龍。在 1949 年古寧頭戰役中，國共軍方在聚落中發

生激烈的巷戰，北山古洋樓曾一度被共軍佔領做為指揮所。可以說是兩岸

國共戰爭中的地標建築，屹立至今，見證了古寧頭戰役，是國共戰役最為

重要之地標之一。  

今天我們防災演練的情境模擬，是設定北山古洋樓二落大厝的大廳因

電器設備短路引發的火災搶救為主題，透過民宿小幫手發現發現濃煙，針

對通報流程、初期滅火、文物搶救等項目進行示範與演練，藉由社區居民

共救方式，使古蹟鄰近民眾瞭解文化資產通報與初期滅火之操作流程，能

讓古蹟管理人及聚落居民對古蹟防災能有更深刻的認識，進而能有效提升

古蹟與聚落保存的重要性認知與防災意識。 

 

※假設起火點是在大廳，為維護古蹟現場安全，初期滅火將以示意方式漁

北山古洋樓旁廣場模擬。 

演習說明 災害發生時，第一時間的通報與初期滅火是提升古蹟保存程度相當重要的

關鍵。古蹟管理人與社區居民應熟悉初期滅火與相關通報的操作流程，於

災害發生時才能立即進行初期應變作業。 

以下示範發現火災後的通報消防單位與主管機關等流程，並進行初期應變

作業。 

 

演練開始! 

13：42 
通報班 【煙霧機】冒出濃煙、民宿小幫手【B○○○】發現後呼救並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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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金門古蹟防災演練-第 2 場 時序表 

時間 項目 人員/動作說明 內容/口白 

民宿小幫手【B○○○】

發現大廳濃煙密布後，

緊急持手機撥打 119 請

求消防隊救援 

【B○○○】在二落大厝深井發現大廳濃煙密布 

【B○○○】：「阿~大廳怎麼在冒煙!!!，好像電

線走火了…!!」 

【B○○○】：「我趕緊打電話給消防局」 

【B○○○】持手機撥打 119 通報 

消防機關：「119您好」。 

【B○○○】：「我們這裡發生火災」。 

消防機關：「地點在哪? 」。 

【B○○○】：「在古寧頭北山 46-5 號，是縣定古

蹟古寧頭北山古洋樓」。 

消防機關：「請問起火點在哪裡?起火原因」。 

【B○○○】：「起火點在大廳，可能是電器短路造

成火災，目前不確定有無人員受困」。 

消防機關：「知道了，我們分隊人員馬上到!」 

通報者【C○○○】持手

機撥打電話給文化局。 
【C○○○】持手機通報金門文化局 

【C○○○】：「我趕快來通報文化局。」 

文化局承辦：「喂~您好」。 

【C○○○】：「文化局嗎?您好，這裡是縣定古蹟

古寧頭北山古洋樓，大廳發生火災，目前濃煙密

布，你們趕快來」。 

文化局承辦：「好好好，我馬上過去!」 

管理人【A○○○】持手

機撥打電話給金管處。 管理人【A○○○】持手機撥打電話給金管處 

【金管處】：「您好」。 

管理人【A○○○】：「您好，縣定古蹟古寧頭北山

古洋樓發生火災，原因不明，目前已通報消防局

與文化局」。 

【金管處】：「好的，我們立刻派員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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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金門古蹟防災演練-第 2 場 時序表 

時間 項目 人員/動作說明 內容/口白 

以上在通報 119 時，名稱加註「古蹟」，如縣定古蹟古寧頭北山古洋

樓，使消防隊知道搶救對象是古蹟，以留意文化資產的防護與搶救作

為。通報內容除說明古蹟災害概況及是否有無人員受困外，另可說明有

無文物需搶救。 

依據古蹟管理維護辦法，災害發生時，編組人員得即時到位，投入救災

及文物搶救之措施。並依據緊急應變計畫，通報主管機關金門縣文化

局，然古寧頭屬於國家公園區，也須通報金管處。 

13：45 
滅火班 

接下來演練的是初期滅火 

民宿小幫手與社區居民【B○○○、C○○○、D○○○】手持消防滅火

器進行初期滅火。 

 

請看演練。 

請記得相關人員進行初

期滅火一定要在確保自

身安全的狀況之下，利

用手提滅火器對火點做

初步滅火動作。 

 

※滅火器使用要領 

➀拉開安全插銷  

➁握住皮管朝向火苗 

➂用力壓握把  

➃朝火源根部噴 

 

民宿小幫手【B○○○、C○○○】與社區居民

【D○○○】手持消防滅火器進行初期滅火 

 

由【B○○○】呼喊：「哇~我們幾個先來去滅

火!!」 

 

【C○○○】：「對對對，先趕快拿滅火器滅火…」 

 

【D○○○】：「我也一起去」 

 

【B○○○、C○○○、D○○○】手持現場滅火

器以示意方式對起火點滅火。 

13:48 
避難引

導班 

民宿管理人【A○○

○】與小幫手【G○○

○】引導住宿遊客疏

散，由社區居民【E○

○○】協導引導至安全

位置，並禁止圍觀民眾

進入火災現場。 

民宿管理人【A○○○】於前落大門引導住宿遊

客疏散至戶外，小幫手【G○○○】於右側門協

助疏散住宿遊客。社區居民【E○○○】 

【A○○○】：「失火了!大家不要慌張，請往這邊

出來」 

【G○○○】：「大家注意安全，可以從這邊出來」 

【E○○○】：「來來來，往這邊比較安全，不要

再進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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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0 
引導班 

接下來是引導班的演練。 

消防局接獲 119 報案後，派遣分隊派員前來搶救，目前 1 輛消防車與 1

輛救護車已到達北山聚落，由社區居民【F○○○】依警號器聲音在街

道引導消防人員抵達現場，接者，由管理人【A○○○】與消防帶隊官

進行現場初期應變執行狀況進行交接包含滅火執行狀況。 

 

請看演練。 

 【F○○○】引導救

護車及消防車進入

演練位置。 

 

 管理人【A○○○】

向帶隊官報告災情

及搶救狀況，並向

帶隊官說明人員受

困位置。 

消防車鳴笛 

【F○○○】進行導引消防車至演練位置。 

 

管理人【A○○○】：「剛剛一點多時，民宿小幫

手發現大廳冒出濃煙，可能是電器設備走火，目

前由小幫手與社區居民協助初期滅火，並疏散

住宿遊客，但火勢還沒完全撲滅，不確定有沒有

人員受困」。 

 

【消防分隊帶隊官】：「知道了，後續由我們進行

搶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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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2 消防 

搶救 
消防搶救 

北山古洋樓後落大廳的火勢，經過民宿小幫手與熱心社區居民在火災發生

時進行初期滅火之後，火勢有些微控制，但現場仍有濃煙，相關人員撤出

到外廣場，疑似有人員受困，等待消防人員到達後持續搶救工作。 

著裝(SCBA) 

佈線 
熱顯像儀 
排煙設備 

裝備集結區 
火場管制 

火災搶救 
為減低搶救所造成之水損，消防局依內政部消防署頒布之「古蹟及歷史

建築消防救災處理原則」，針對古蹟、歷史建築外觀之火點，在不破壞古

蹟、歷史建築主體建物原則下，適時採高空式水霧撒水方式進行滅火、

周界防護及重要文物防護作業。並避免以水柱直接衝擊方式射水造成破

壞，換以水霧射水方式減低對結構本體或重要文化資產之傷害及水損程

度。 

為減低搶救所造成之水損，消防局依內政部消防署頒布之「古蹟及歷史

建築消防救災處理原則」，針對古蹟、歷史建築外觀之火點，在不破壞古

蹟、歷史建築主體建物原則下，適時採高空式水霧撒水方式進行滅火、

周界防護及重要文物防護作業。並避免以水柱直接衝擊方式射水造成破

壞，換以水霧射水方式減低對結構本體或重要文化資產之傷害及水損程

度。 

人命救助 

緊急救護 

EM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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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 總結說

明 

縣定古蹟古寧頭北山古洋樓在民宿小幫手與社居居民緊急應變下，使

災害發生時減低重要文化資產災損。說明了地方居民的協助與區域性

防災的重要性，以上演練完畢。 

請各位演練人員至場中集合。 

請現場來賓給予熱烈的掌聲謝謝辛苦的演練人員。 

請消防局長官給與總結。 

請文資局長官並給予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