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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鋒公職 109 消防設備士 考前猜題 

《消防法規概要》 
 

一、 一般處理場所，其外牆或相當於該外牆之設施外側，與廠區外鄰近場所之安全距離規定為

何，試依「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處理場所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

列舉之(不考慮不適用規定)。 

 一般處理場所，其外牆或相當於該外牆之設施外側，與廠區外鄰近場所之安全距離如下： 

一、與下列場所之距離，應在五十公尺以上： 

(一)古蹟。 

(二)設備標準第十二條第二款第四目所列場所。 

二、與下列場所之距離，應在三十公尺以上： 

(一)設備標準第十二條第一款第一目至第五目、第七目、第二款第一目、第二目及第五目至第十一目規定

之場所，其收容人員在三百人以上者。 

(二)設備標準第十二條第一款第六目、第二款第三目及第十二目規定之場所，其收容人員在二十人以上

者。 

三、與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或處理場所、加油站、加氣站、天然氣儲槽、可燃性高壓

氣體儲槽、爆竹煙火製造、儲存、販賣場所及其他危險性類似場所之距離，應在二十公尺以上。 

四、與前三款所列場所以外場所之距離，應在十公尺以上。 

五、與電壓超過三萬五千伏特之高架電線之距離，應在五公尺以上。 

六、與電壓超過七千伏特，三萬五千伏特以下之高架電線之距離，應在三公尺以上。 

前項安全距離，於製造場所及一般處理場所設有擋牆防護或具有同等以上防護性能者，得減半計算之。 

二、 試依消防法及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辦法規定說明下列： 

(一)檢修申報之規定。 

(二)醫院、護理機構應於何時申報。 

(三)消防安全設備之檢修方式。 

 消防法第 9 條依第六條第一項應設置消防安全設備場所，其管理權人應委託第八條所規定之消防設備師或消

防設備士，定期檢修消防安全設備，其檢修結果應依限報請當地消防機關備查；消防機關得視需要派員複

查。但高層建築物或 

地下建築物消防安全設備之定期檢修，其管理權人應委託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辦

理。 

第 38 條第 2 項 

違反第九條第一項規定者，處其管理權人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者，得按次處罰。 

第 38 條第 3 項 

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未依第九條第二項所定辦法中

有關定期檢修項目、方式、基準、期限之規定檢修消防安全設備或為消防安全設備不實檢修報告者，處新臺

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必要時，並得予以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止執行業務或停業

之處分。 

依「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辦法」第 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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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檢修期限及申報備查期限表醫院、護理機構係屬甲類場所第六目場所應於每年五月底

及十一月底前 

依「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辦法」第 3 條 

消防安全設備之檢修方式如下： 

一、外觀檢查：經由外觀判別消防安全設備有無毀損，及其配置是否適當。 

二、性能檢查：經由操作判別消防安全設備之性能是否正常。 

三、綜合檢查：經由消防安全設備整體性之運作或使用，判別其機能。 

三、 試說明那些場所應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及一一九火災通報裝置？ 

 依消防法第 6 條第 4 項、第 5 項（消防安全設備之設置）： 

不屬於第一項所定標準應設置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旅館、老人福利機構場所及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場所之管理

權人，應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並維護之；其安裝位置、方式、改善期限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不屬於第一項所定標準應設置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住宅場所之管理權人，應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並維護之；

其安裝位置、方式、改善期限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22-1 條，下列場所應設置一一九火災通報裝置： 

一、供第十二條第一款第六目所定醫院、療養院、榮譽國民之家、長期照顧服務機構（限機構住宿式、社區

式之建築物使用類組非屬 H-2 之日間照顧、團體家屋及小規模多機能）、老人福利機構（限長期照護

型、養護型、失智照顧型之長期照顧機構、安養機構）、護理機構（限一般護理之家、精神護理之家）、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限照顧植物人、失智症、重癱、長期臥床或身心功能退化者）使用之場所。 

二、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供公眾使用之場所。 

四、 試依「消防法」及「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設置辦法」規定說明哪些場所應設置及其設置位

置、安裝方式等規定？ 

 「消防法」第 6 條第 4 項及第 5 項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設置規定： 

不屬於應設置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旅館、老人福利機構場所及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場所之管理權人，應設置住

宅用火災警報器並維護之；其安裝位置、方式、改善期限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不屬於應設置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住宅場所之管理權人，應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並維護之；其安裝位置、方

式、改善期限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設置辦法」第 3 條，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安裝於下列位置： 

一、寢室、旅館客房或其他供就寢用之居室（以下簡稱寢室）。 

二、廚房。 

三、樓梯： 

(一)有寢室之樓層。但該樓層為避難層者，不在此限。 

(二)僅避難層有寢室者，通往上層樓梯之最頂層。 

四、非屬前三款規定且任一樓層有超過七平方公尺之居室達五間以上者，設於走廊；無走廊者，設於樓梯。 

設有符合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之自動撒水設備或同等性能以上之滅火設備（限使用標示溫度

在七十五度以下，動作時間在六十秒以內之密閉型撒水頭）者，在該有效範圍內，得免設置住宅用火災

警報器。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設置辦法」第 4 條，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依下列方式安裝： 

一、裝置於天花板或樓板者： 

(一)警報器下端距離天花板或樓板六十公分以內。 

　　高鋒公職 109消防設備士考前猜題 高鋒公職消防師資團隊



3 

(二)裝設於距離牆面或樑六十公分以上之位置。 

二、裝置於牆面者，距天花板或樓板下方十五公分以上五十公分以下。 

三、距離出風口一點五公尺以上。 

四、以裝置於居室中心為原則。 

 

01 D 各類場所於增建、改建或變更用途時，其消防安全設備之設置，適用增建、改建或用途

變更前之標準。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適用增建、改建或變更用途後之標準。 

何者敘述錯誤？ 

(A)其消防安全設備為滅火器、火警自動警報設備、手動報警設備、緊急廣播設備、標示

設備、避難器具及緊急照明設備者。 

(B)增建或改建部分，以本標準中華民國 85年 7月 1日修正條文施行日起，樓地板面積

合計逾 1000平方公尺或占原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二分之一以上時，該建築物之消防

安全設備。 

(C)用途變更為甲類場所使用時，該變更後用途之消防安全設備。 

(D)用途變更後，未符合變更前規定之消防安全設備。 

02 A 依「各級消防主管機關辦理消防安全檢查違法案件處理注意事項」規定，不須經限期改

善之程序，應逕行舉發並裁處之案件，下列何者非屬之？ 

(A)消防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   (B)消防法第三十八條第二項 

(C)第三十九條前段     (D)第四十二條前段 

03 D 消防法第十一條第一項所稱地毯之防焰物品，何者錯誤 ？ 

(A)梭織地毯 

(B)植簇地毯 

(C)手工毯、滿舖地毯 

(D)面積一平方公尺以上之門墊及地墊等地坪舖設物 

04 C 依「六類公共危險物品製造儲存及處理場所標示板規格及設置要點」規定， 應注意事項

之標示板內容及顏色，下列何者敘述錯誤？ 

(A)第二類、第三類之發火性液體及發火性固體、第四類及第五類，應標示紅底白字之

「嚴禁煙火」字樣。 

(B)第一類之鹼性金屬過氧化物及第三類之禁水性物質，應標示藍底白字之「禁水」字

樣。 

(C)字體大小：6公分以上乘以 6公分以上。 

(D)尺寸：短邊 0.3公尺以上；長邊 0.6公尺以上。 

05 C 依「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辦法」規定，附加檢修完成標示之敘述何者錯誤？ 

(A)一一九火災通報裝置附加於通報裝置本體 

(B)滅火器附加於本體容器 

(C)火警自動報設備附加於設備本體明顯易見處 

(D)消防專用蓄水池附加於採水口附近 

06 A 119 火災通報裝置認可基準中所規定預備電源應於常用電源停電後，持續(a)分鐘待機狀

A態後，需保有 10 分鐘以上可進行火災通報之電源容量且預備電源應為密閉型蓄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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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請選出上列空格(a)答案。 

(A)60    (B)30    (C)20    (D)10 

07 A 下列六類物品製造場所或一般處理場所之設備，應符合之規定，何者敘述錯誤？ 

(A)窗戶及出入口應設置三十分鐘以上防火時效之防火門窗；牆壁開口有延燒之虞者，應

設置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常時開放式防火門。 

(B)六類物品之加熱、冷卻設備或處理六類物品過程會產生溫度變化之設備，應設置適當

之測溫裝置。 

(C)製造或處理六類物品之設備有發生靜電蓄積之虞者，應設置有效消除靜電之裝置。 

(D)避雷設備應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以下簡稱 CNS）一二八七二規定，或以接地方式

達同等以上防護性能者。 

08 C 依消防法第 13條第 1項所定一定規模以上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其範圍何者錯誤？ 

(A)理容院（觀光理髮、視聽理容等）、錄影節目帶播映場所（MTV 等）。 

(B)總樓地板面積在 3百平方公尺以上之餐廳。 

(C)總樓地板面積在 5百平方公尺以上之補習班或訓練班。 

(D)醫院、療養院、養老院。 

09 C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大量使用火源場所，指最大消費熱量合計在每小

時(a)。其中(a)應為下列何者？ 

(A)十萬千卡以上者      (B)二十萬千卡以上者 

(C)三十萬千卡以上者      (D)五十萬千卡以上者 

10 D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安裝方式，下列何者錯誤？ 

(A)裝置於天花板，警報器下端距離天花板或樓板六十公分以內。 

(B)裝置於樓板，警報器下端距離天花板或樓板六十公分以內。 

(C)裝置於牆面者，距天花板或樓板下方十五公分以上五十公分以下。 

(D)距離出風口一公尺以上。 

11 D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實施認可之消防機具、器材及設備，非經中央主管機關所登錄機

構之認可，並附加認可標示者，不得銷售、陳列或設置使用。 

違反第上列銷售或設置之規定者，處其銷售或設置人員新臺幣( a )罰鍰。其中(a)金額

應為多少？ 

(A)1萬元以上 6萬元以下     (B)3萬元以上 12萬元以下 

(C)6千元以上 3萬元以下     (D)2萬元以上 10萬元以下 

12 D 依「建築設計施工編」夾層之定義係指夾於樓地板與天花板間之樓層；同一樓層內夾層

面積之和，超過該層樓地板面積(a)，視為另一樓層。其中(a)應為下列何者？ 

(A)三分之一或二百平方公尺者    (B)二分之一或一百平方公尺者 

(C)五分之一或二百平方公尺者    (D)三分之一或一百平方公尺者 

13 A 依「建築設計施工編」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樑、柱、樓地板，應符合下列規

定，何者敘述錯誤 ？ 

(A)樓地板指鋼筋混凝土造或鋼骨鋼筋混凝土造厚度在六公分以上。 

(B)樑指鋼筋混凝土造、鋼骨鋼筋混凝土造或鋼骨混凝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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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柱指鋼筋混凝土造、鋼骨鋼筋混凝土造或鋼骨混凝土造。 

(D)牆壁指鋼筋混凝土造、鋼骨鋼筋混凝土造或鋼骨混凝土造厚度在七公分以上者。 

14 D 防火門窗係指防火門及防火窗，其組件包括門窗扇、門窗樘、開關五金、嵌裝玻璃、通

風百葉等配件或構材；其構造應依下列規定，試選出何者錯誤 ？ 

(A)防火門窗周邊十五公分範圍內之牆壁應以不燃材料建造。 

(B)防火門之門扇寬度應在七十五公分以上，高度應在一百八十公分以上。 

(C)常時關閉式之防火門應免用鑰匙即可開啟，並裝設開啟後可自行關閉之裝置。 

(D)常時關閉式之防火門單一門扇面積不得超過五平方公尺。 

15 A 儲存液體公共危險物品之儲槽應於申請完工檢查前，委託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專業機構

完成下列檢查，並出具合格證明文件。何者敘述正確？ 

(A)滿水或水壓檢查。 

(B)儲槽容量在一萬公秉以上者，應實施地盤、基礎及熔接檢查。 

(C)滿水、水壓或空壓檢查。 

(D)儲槽容量在一千公升以上者，應實施地盤、基礎及熔接檢查。 

16 B 六類物品製造場所或一般處理場所四周應設有保留空地寬度，但設置下列何者且與相鄰

場所有效隔開者，得不受前列距離規定之限制？ 

(A)擋牆    (B)防火牆   (C)防爆牆   (D)防液堤 

17 C 承上題其四周保留空地寬度應在(a)公尺以上；儲存量達管制量十倍以上者，四周保留空

地寬度應在(b)公尺以上。a與 b 兩者相加應為多少？ 

(A)5    (B)7    (C)8    (D)10 

18 A 下列六類物品製造場所或一般處理場所之設備，應符合之規定，何者敘述錯誤？ 

(A)製造或處理液體六類物品之建築物地板，應採用不滲透構造，且作適當之傾斜，並設

置集液設施。 

(B)六類物品之加熱、冷卻設備或處理六類物品過程會產生溫度變化之設備，應設置適當

之測溫裝置。 

(C)製造或處理六類物品之設備有發生靜電蓄積之虞者，應設置有效消除靜電之裝置。 

(D)避雷設備應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以下簡稱 CNS）一二八七二規定，或以接地方式

達同等以上防護性能者。 

19 C 保安監督人應經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專業機構，施予( a )

小時之訓練領有合格證書者，始得充任，任職期間並應每( b )年接受複訓一次。其中

(a)及(b)應為下列何組？ 

(A)12 ； 2   (B)24 ； 3   (C)24 ； 2   (D)12 ； 3 

20 C 室外儲槽場所儲槽儲存第四類公共危險物品者，下列其防液堤應符合之規定，何者敘述

錯誤？ 

(A)單座儲槽周圍所設置防液堤之容量，應為該儲槽容量百分之 110以上。 

(B)防液堤周圍應設道路並與區內道路連接，道路寬度不得小於 6公尺。 

(C)儲槽容量超過 2萬公秉者，應在各個儲槽周圍設置分隔堤。 

(D)室外儲槽容量在 1萬公秉以上者，其防液堤應設置洩漏檢測設備，並應於可進行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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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所設置警報設備。 

21 A 液化石油氣儲存場所僅供一家販賣場所使用之面積，不得少於(a)平方公尺；供 2家以上

共同使用者，每一販賣場所使用之儲存面積，不得少於(b)平方公尺。(a)及(b)應為下列

何組 ？ 

(A)10 ； 6   (B)5 ； 3   (C)10 ； 5   (D)5 ； 2 

22 B 下列依「六類公共危險物品製造儲存及處理場所標示板規格及設置要點」規定設置之第

二種標示板規格，何者敘述錯誤？ 

(A)應注意事項標示板: 第一類之鹼性金屬過氧化物及第三類之禁水性物質，應標示藍底

白字之「禁水」字樣。 

(B)內容標示板：字體大小為 4公分以上乘以 4公分以上。 

(C)應注意事項標示板：字體大小為 10公分以上乘以 10公分以上。 

(D)內容標示板：位置應設置於該場所之出入口附近，且由外部可明顯易見之處。 

23 A 依「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處理場所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其擋

牆應符合下列之規定，何者敘述正確？ 

(A)厚度在 15公分以上之鋼筋或鋼骨混凝土牆；或厚度在 20公分以上之鋼筋或鋼骨補強

空心磚牆；或堆高斜度不超過 60度之土堤。 

(B)設置位置距離場所外牆或相當於該外牆之設施外側 1公尺以上。 

(C)厚度在 20公分以上之鋼筋或鋼骨混凝土牆；或厚度在 15公分以上之鋼筋或鋼骨補強

空心磚牆；或堆高斜度不超過 60度之土堤。 

(D)設置位置距離場所外牆或相當於該外牆之設施外側 3公尺以上。 

24 C 根據「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處理場所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規

定，可燃性高壓氣體販賣場所之位置、構造、設備及安全管理之規定，何者正確？ 

(A)牆壁應為防火構造 

(B)應設於平房式建築物 

(C)與建築物其他使用部分之隔間牆，應為防火構造 

(D)樑及天花板應以防火構造 

25 D 依據「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管理辦法」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受委託辦理各項業

務，應遵守誠實信用之原則，不得有下列之行為，何者敘述錯誤？ 

(A)違反法令執行業務。     (B)允諾他人假藉其名義執行業務。 

(C)以不正當方法招攬業務。    (D)未切實依檢修基準執行業務。 

26 B 依消防法第十七條設置之消防栓敘述何者正確？ 

(A)以採用地上單口式為原則，當地消防機關應負責保養、維護消防栓，並應配合自來水

事業實施測試，以保持堪用狀態。 

(B)以採用地上雙口式為原則，當地自來水事業應負責保養、維護消防栓，並應配合直轄

市、縣（市）消防機關實施測試，以保持堪用狀態。 

(C)以採用地上單口式為原則，當地自來水事業應負責保養、維護消防栓，並應配合直轄

市、縣（市）消防機關實施測試，以保持堪用狀態。 

(D)以採用地上雙口式為原則，當地消防機關應負責保養、維護消防栓，並應配合自來水

事業實施測試，以保持堪用狀態。 

　　高鋒公職 109消防設備士考前猜題 高鋒公職消防師資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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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B 無開口樓層：建築物之各樓層供避難及消防搶救用之有效開口面積未達下列規定者：(選

出正確者) 

(A)十層以下之樓層，具可內切直徑六十公分以上圓孔之開口，合計面積為該樓地板面積

三十分之一以上者。但其中至少應具有二個內切直徑一公尺以上圓孔或寬七十五公分

以上、高一百二十公分以上之開口。 

(B)十一層以上之樓層，具可內切直徑五十公分以上圓孔之開口，合計面積為該樓地板面

積三十分之一以上者。 

(C)十一層以下之樓層，具可內切直徑六十公分以上圓孔之開口，合計面積為該樓地板面

積三十分之一以上者。但其中至少應具有二個內切直徑一公尺以上圓孔或寬七十五公

分以上、高一百二十公分以上之開口。 

(D)十一層以上之樓層，具可內切直徑六十公分以上圓孔之開口，合計面積為該樓地板面

積三十分之一以上者。 

28 C 下列何者非「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所指之消防搶救上之必要設備種類？ 

(A)排煙設備(緊急昇降機間、特別安全梯間排煙設備、室內排煙設備) 

(B)緊急電源插座。 

(C)緊急照明設備。 

(D)連結送水管。 

29 D 依「水道連結型自動撒水設備設置基準」，其適用範圍包括供設置標準第十二條第一款第

六目所定榮譽國民之家、長期照顧服務機構（限機構住宿式、社區式之建築物使用類組

非屬 H-2 之日間照顧、團體家屋、小規模多機能）、身心障礙福利機構（限照顧植物

人、失智症、重癱、長期臥床或身心功能退化者）使用之場所，其樓地板面積合計未達

(a)平方公尺者。其中(a)應為下列何者？ 

(A)六百    (B)五百    (C)一千五百   (D)一千 

30 C 應實施認可之消防器材，依其性質分類，但下列何者因性質特殊，得不依序實施型式認

可及個別認可？ 

(A)噴霧式簡易滅火器外之滅火器   (B)消防幫浦 

(C)耐熱電線電纜       (D)滅火器 

31 D 依據「可燃性高壓氣體場所標示板規格及設置要點」液化石油氣容器串接使用場所其串

接使用量超過多少公斤者，應設置場所標示板？ 

(A)五百公斤   (B)二百公斤   (C)一百公斤   (D)三百公斤 

32 A 有關定期檢修消防安全設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Ｓ 

(A)依第六條第一項應設置消防安全設備場所，其管理權人應委託第八條所規定之消防設

備師或消防設備士，定期檢修消防安全設備，其檢修結果應依限報請當地消防機關備

查。 

(B)高層建築物或地下建築物消防安全設備之定期檢修，其管理權人應委託中央主管機關

許可之消防設備師或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辦理。 

(C)依第六條第一項應設置消防安全設備場所，其管理權人應委託第八條所規定之消防設

備士及公安技師，定期檢修消防安全設備，其檢修結果應依限報請當地消防機關備

查。 

　　高鋒公職 109消防設備士考前猜題 高鋒公職消防師資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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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高層建築物或地下建築物消防安全設備之定期檢修，其防火管理人應委託中央主管機

關許可之專業建築檢修安全機構辦理。 

33 A 管理權人應定期檢修消防安全設備，違反本項規定者，應依下列何者處罰？ 

(A)處其管理權人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 

(B)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C)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處其管理權人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D)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34 C 下列公共危險物品等場所之滅火設備分類，何者敘述錯誤？ 

(A)第一種滅火設備：指室內或室外消防栓設備。 

(B)第二種滅火設備：指自動撒水設備。 

(C)第四種滅火設備：指滅火器、水桶、水槽、乾燥砂、膨脹蛭石或膨脹珍珠岩。 

(D)第三種滅火設備：指水霧、泡沫、二氧化碳或乾粉滅火設備。 

35 B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所指之有效開口，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開口下端距樓地板面 120公分以內。 

(B)開口面臨道路或寬度 3公尺以上之通路。 

(C)開口無柵欄且內部未設妨礙避難之構造或阻礙物。 

(D)開口為可自外面開啟或輕易破壞得以進入室內之構造。採一般玻璃門窗時，厚度應在

6毫米以下。 

36 C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建築物間設有過廊，並符合下列規定者，視為另

一場所，請選出正確者。 

(A)過廊僅供儲存或搬運用途使用，且無通行之障礙。 

(B)過廊有效寬度在 3公尺以下。 

(C)連接建築物之間距，一樓超過 6公尺，二樓以上超過 10公尺。 

(D)以上皆錯誤 

37 D 一般滅火困難場所，指公共危險物品等場所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請選出錯誤者) 

(A)公共危險物品製造場所總樓地板面積在六百平方公尺以上未滿一千平方公尺。 

(B)室內儲存場所總樓地板面積在一百五十平方公尺以上。 

(C)室外儲存場所儲存公共危險物品管制量在一百倍以上。但其為塊狀硫磺或高閃火點物

品者，不在此限。 

(D)室內加油站一面開放且其上方樓層供其他用途使用。 

38 A 第五種滅火設備除滅火器外之其他設備，依下列規定核算滅火效能值：(請選出錯誤者) 

(A)6公升之消防專用水桶，每 3個為一滅火效能值。 

(B)水槽每 80公升為 1.5滅火效能值。 

(C)乾燥砂每 50公升為 0.5滅火效能值。 

(D)膨脹蛭石或膨脹珍珠岩每 160公升為 1滅火效能值。 

39 D 下列防災中心之位置及面積設置之規定，何者錯誤？ 

(A)設於消防人員自外面容易進出之位置。 

(B)設於便於通達緊急昇降機間及特別安全梯處。 

　　高鋒公職 109消防設備士考前猜題 高鋒公職消防師資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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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出入口至屋外任一出入口之步行距離在 30公尺以下。 

(D)防災中心樓地板面積應在 30平方公尺以上 

40 C 某一液化石油氣儲存場所供多家共同使用，其容器儲存室的儲存面積為 240平方公尺，

依照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之規定，請問最多可供幾

家販賣場所使用？ 

(A)40家    (B)24家    (C)32家    (D)以上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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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鋒公職 109 消防設備士 考前猜題 

《火災學概要》 
 

一、 何謂火羽流（Fire plume）並論述其結構？天花板高度 6m，火源熱釋放率 1.69MW，試問離

火源中心軸 1.69m處，天花板噴流之溫度為多少(℃)？(假設周圍環境溫度為 20℃) 

 (ㄧ)火羽流（Fire plume）定義： 

在未發生火災之前,居室內部是呈現低溫的平衡狀態，但是當火災發生時，由於燃燒作用所生成的大量熱

及能量釋放，會導致居室內部溫度及壓力變化，進而產生向上推昇的浮力作用，同時將燃燒所生的各種

生成物一起混和往上擠壓的現象，此種情形稱為火災熱流中的浮升火柱現象。隨著火勢的發展，火源上

方的可燃性氣體與捲吸入火焰中的空氣反應，由於浮力的作用，形成所謂的浮升火羽(柱)，浮生火柱由

火焰部與熱流部所組成，含有大量的煙及有毒氣體。其結構包括持續火焰區、間歇火焰區域、以及無火

焰熱流區。 

(二)浮升火羽(柱)的結構敘述如下： 

1.近場區域(the near field zone)：靠近噴口處，又稱持續或焰區，流體處加速狀態；流體溫度約為一

定值，與距可燃物表面高度無關；上升氣流的直徑與高度無關，大體成一定值。 

2.間歇火焰區域(the intermittent zone)：流體處等速狀態流體，溫度與距可燃物表面高度成反比，流

體直徑與距可燃物表面高度的平方根成正比。 

3. 無火焰熱流區或稱浮升火羽柱區域(the buoyant plume zone)：該區流體速度與溫度隨高度遞減；流

體溫度與距可燃物表面高度的 5/3 次方成反比，流體直徑與距可燃物表面高度成正比。該區流體與自

動撒水設備撒水頭、探測器動作有關。 

(三) 

ΔT =
16.9𝑄𝑄2/3

𝐻𝐻5/3 ，
𝑅𝑅
𝐻𝐻
≤ 0.18；ΔT =

5.38 �𝑄𝑄𝑅𝑅�
2/3

𝐻𝐻
，
𝑅𝑅
𝐻𝐻

> 0.18 

其中ΔT：熱煙流溫度與環境溫度差（℃） 

   V：熱煙流平均速度（𝑚𝑚 𝑠𝑠⁄ ） 

   Q：火源熱釋放率（𝑘𝑘𝑘𝑘） 

   H：可燃物與天花板距離（𝑚𝑚） 

   R：天花板位置與火源中心軸間距離（𝑚𝑚） 

1.69
6

= 0.28167 > 0.18；火源熱釋放率 1.69𝑀𝑀𝑘𝑘 = 1690𝑘𝑘𝑘𝑘 

ΔT =
5.38 �𝑄𝑄𝑅𝑅�

2/3

𝐻𝐻
=

5.38 �1690
1.69 �

2/3

6
= 109.6(℃) 

二、 BLEVE（Boiling Liquid Expanding Vapor Explosion）爆炸發生機制？舉例說明實務上常

見 BLEVE類型？如何防止 BLEVE的發生？ 

 Boiling Liquid Expanding Vapor Explosion 我國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參考美國安全工程師協

會翻譯為「蒸氣雲爆炸」。其中文為：沸騰狀態之液化瓦斯氣化膨脹而爆炸現象。(Boiling 沸騰、Liquid 液

體、Expanding 膨脹、Vapour 蒸氣、Explosion 爆炸)。 

(一)BLEVE（Boiling Liquid Expanding Vapor Explosion）爆炸發生機制： 

1.容器失效：過熱、外部衝擊、如器腐蝕或突然間打開。 

　　高鋒公職 109消防設備士考前猜題 高鋒公職消防師資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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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過壓液體：儲放於高壓容器內之液體超過其過熱極限溫度(簡稱：SLT)，如溫度高於過熱極限溫度，內

部快速形成氣化核(Bubble Nucle-heated) 。最後槽內液氣混合物，激烈氣化飛濺於大氣中。也就是

從高張力階段轉變至過熱階段，液體超過沸點瞬間氣泡成核，槽內液體與洩漏之槽外之蒸氣同時汽化

膨脹。 

3.相變(Phase Transtion)：高壓容器結構壞失效，過熱之液體瞬間減壓，於常溫常壓下瞬間相變，體積

瞬間膨脹。 

4.形成衝擊波：汽化體積瞬間膨脹百倍甚至數千倍，形成衝擊波(壓力波) 。 

5.高壓容器破裂：外來撞擊、外來衝擊波、外來火焰侵襲等。 

6.可燃性蒸氣瞬間擴散達燃爆上下限。 

(二)實務上常見 BLEVE 類型 

1.瓦斯槽車(體)：如 LNG、或 LPG。 

2.油罐車：如苯乙烯槽車。 

3.有機容器槽體。 

(三)防止 BLEVE 發生的方法： 

1.於儲槽外部設固定式撒水設備，使儲槽不至受外界大量的熱，而造成液體的沸騰。 

2.將儲槽作外部斷熱處理，減低外界熱對儲槽內液體的影響，增加處理的時間。 

3.將防液堤設計成斜坡狀，或使集液部遠離油槽，使得萬一油槽洩漏，於集液部發生火災時，不至於讓

火燄直接對油槽加熱。 

 

01 C 若硝化纖維之成分為C24H34O12(NO3)8，則其硝化度為多少？ 

(A)12.76   (B)11.97   (C)11.12   (D)10.18   

  
硝化度(%) =

氮分子量

化合物總分子量
 

02 C 在控制實驗下，若建築物火災成長為快速成長，則達到燃燒釋熱峰值𝑄𝑄𝑄𝑄 = 4000𝑘𝑘𝑘𝑘時，

需要多少時間（秒）？ 

(A)0.6     (B)150     (C)300     (D)600 

  
𝑸𝑸 = �

𝒕𝒕
𝑲𝑲
�
𝟐𝟐
，快速成長常數 𝑲𝑲 為 𝟏𝟏𝟏𝟏𝟏𝟏，𝑸𝑸𝑸𝑸 = 𝟒𝟒𝟏𝟏𝟏𝟏𝟏𝟏𝑲𝑲𝟒𝟒 = 𝟒𝟒𝟒𝟒𝟒𝟒 代入公式，故 𝟒𝟒 = �

𝒕𝒕
𝟏𝟏𝟏𝟏𝟏𝟏

�
𝟐𝟐
 𝒕𝒕 = 𝟑𝟑𝟏𝟏𝟏𝟏(𝒔𝒔𝒔𝒔𝒔𝒔) 

03 B 實效濕度之公式為𝐻𝐻𝐻𝐻 = (1 − 𝑟𝑟)(𝐻𝐻𝑚𝑚 + 𝑟𝑟𝐻𝐻1 + 𝑟𝑟2𝐻𝐻2 + ⋯+ 𝑟𝑟𝑛𝑛𝐻𝐻𝑛𝑛)，其中𝐻𝐻𝑚𝑚是當日濕度、

𝐻𝐻𝑛𝑛是𝑛𝑛日前之濕度、𝑟𝑟是過去濕度之影響，若昨日之實效濕度為 60%，今日之濕度為

50%，𝑟𝑟取 0.7，則今日之實效濕度為多少？ 

(A)59%     (B)57%     (C)55%     (D)53% 

  𝑯𝑯昨 = (𝟏𝟏 − 𝟏𝟏.𝟕𝟕)(𝑯𝑯𝟏𝟏 + 𝒓𝒓𝟏𝟏𝑯𝑯𝟐𝟐 + 𝒓𝒓𝟐𝟐𝑯𝑯𝟑𝟑 + ⋯+ 𝒓𝒓𝒏𝒏−𝟏𝟏𝑯𝑯𝒏𝒏) 

𝟏𝟏.𝟔𝟔 = 𝟏𝟏.𝟑𝟑 × (𝑯𝑯𝟏𝟏 + 𝒓𝒓𝟏𝟏𝑯𝑯𝟐𝟐 + 𝒓𝒓𝟐𝟐𝑯𝑯𝟑𝟑 + ⋯+ 𝒓𝒓𝒏𝒏−𝟏𝟏𝑯𝑯𝒏𝒏) 

(𝑯𝑯𝟏𝟏 + 𝒓𝒓𝟏𝟏𝑯𝑯𝟐𝟐 + 𝒓𝒓𝟐𝟐𝑯𝑯𝟑𝟑 + ⋯+ 𝒓𝒓𝒏𝒏−𝟏𝟏𝑯𝑯𝒏𝒏) = 𝟐𝟐 

今日時效濕度 𝑯𝑯𝒔𝒔 = (𝟏𝟏 − 𝟏𝟏.𝟕𝟕)(𝟏𝟏.𝟏𝟏 + 𝒓𝒓𝑯𝑯𝟏𝟏 + 𝒓𝒓𝟐𝟐𝑯𝑯𝟐𝟐 + ⋯+ 𝒓𝒓𝒏𝒏𝑯𝑯𝒏𝒏) 

= (𝟏𝟏 − 𝟏𝟏.𝟕𝟕)[𝟏𝟏.𝟏𝟏 + 𝒓𝒓(𝑯𝑯𝟏𝟏 + 𝒓𝒓𝟏𝟏𝑯𝑯𝟐𝟐 + ⋯+ 𝒓𝒓𝒏𝒏−𝟏𝟏𝑯𝑯𝒏𝒏)] 

= (𝟏𝟏 − 𝟏𝟏.𝟕𝟕)[𝟏𝟏.𝟏𝟏 + 𝟏𝟏.𝟕𝟕 × 𝟐𝟐] 

= 𝟏𝟏.𝟏𝟏𝟕𝟕 = 𝟏𝟏𝟕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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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C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CNS1387)火災分類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C型火災為電氣設備引起之火災 

(B)B型火災為烹飪器具內的烹飪物或油類（如動植物油脂）火災 

(C)E型為物體帶電燃燒的火災 

(D)D型火災為氣體類火災 

05 D 影響熱對流因素之敘述,下列何者不正確? 

(A)火場內與火場外溫度差越大，熱對流愈快 (B)通風口之開口面積愈大，熱對流愈快 

(C)通風口之數量愈大，熱對流愈快   (D)通風口處所位置愈低，熱對流愈快 

06 A 假設有一建築物磚牆厚 10公分，牆的兩側溫度分別為 15℃及 25℃，磚熱傳導係數為

0.7 W/m.K，磚牆是均勻材質，根據傅立葉熱傳導公式，則該牆面 1平方公尺經過 5分

鐘，熱傳導量約為多少(KJ)？ 

(A)21     (B)155     (C)105     (D)70 

  
傅立葉熱傳公式(𝑭𝑭𝑭𝑭𝑭𝑭𝒓𝒓𝑭𝑭𝒔𝒔𝒓𝒓′𝒔𝒔 𝒍𝒍𝒍𝒍𝒍𝒍 𝑭𝑭𝒐𝒐 𝒉𝒉𝒔𝒔𝒍𝒍𝒕𝒕 𝒔𝒔𝑭𝑭𝒏𝒏𝒄𝒄𝑭𝑭𝒔𝒔𝒕𝒕𝑭𝑭𝑭𝑭𝒏𝒏)𝒒𝒒 = −𝑲𝑲𝑲𝑲

𝜟𝜟𝜟𝜟
𝜟𝜟𝜟𝜟

 

𝐪𝐪：熱傳導量(𝐖𝐖)；𝐊𝐊：熱傳導係數(𝐖𝐖/𝐦𝐦.𝐊𝐊)；𝚫𝚫𝚫𝚫：溫度差(𝐊𝐊)；𝚫𝚫𝚫𝚫：兩者距離(𝐦𝐦) 

𝒒𝒒 = 𝟏𝟏.𝟕𝟕 × 𝟏𝟏 ×
𝟐𝟐𝟐𝟐𝟐𝟐 − 𝟐𝟐𝟐𝟐𝟐𝟐

𝟏𝟏.𝟏𝟏
= 𝟕𝟕𝟏𝟏 𝟒𝟒 

𝟕𝟕𝟏𝟏 × 𝟔𝟔𝟏𝟏 × 𝟏𝟏 = 𝟐𝟐𝟏𝟏𝟏𝟏𝟏𝟏𝟏𝟏𝟐𝟐 = 𝟐𝟐𝟏𝟏 𝑲𝑲𝟐𝟐 

07 B 火場能見度與煙霧消光係數有密切關係，若以煙霧的質量光學密度(𝐷𝐷𝑚𝑚：𝑚𝑚2 𝑔𝑔⁄ )代表煙

霧密度，假定在長 8m，寬 6m，高 3m之實驗室燃燒 600g之聚氯乙烯（PVC），其𝐷𝐷𝑚𝑚 =
0.12𝑚𝑚2 𝑔𝑔⁄ ，試估算此時實驗室內反光避難指標之能見度為何？〔對反光物體而言：火場

能見度與消光係數之經驗公式為 𝐾𝐾 • 𝑆𝑆 = 3，𝐾𝐾：煙霧消光係數(𝑚𝑚−1)，S：火場能見度

（m）〕 

(A)1.74m   (B)2.61m   (C)4.35m   (D)6.96m 

  
質量光學密度𝑫𝑫𝒎𝒎 =

𝑫𝑫𝑳𝑳 • 𝑽𝑽𝑪𝑪
𝒎𝒎𝒐𝒐

，單位長度之光學密度𝑫𝑫𝑳𝑳 =
𝑫𝑫
𝑳𝑳

=
𝑲𝑲
𝟐𝟐.𝟑𝟑

，發光物體 𝑲𝑲 • 𝑺𝑺＝𝟐𝟐 

𝟏𝟏.𝟏𝟏𝟐𝟐 =
𝑫𝑫𝑳𝑳 • (𝟐𝟐 × 𝟔𝟔 × 𝟑𝟑)

𝟔𝟔𝟏𝟏𝟏𝟏
 𝑫𝑫𝑳𝑳 = 𝟏𝟏.𝟏𝟏 

𝟏𝟏.𝟏𝟏 =
𝑲𝑲
𝟐𝟐.𝟑𝟑

 𝑲𝑲 = 𝟏𝟏.𝟏𝟏𝟏𝟏  𝟏𝟏.𝟏𝟏𝟏𝟏 × 𝑺𝑺 = 𝟑𝟑，𝐒𝐒 = 𝟐𝟐.𝟔𝟔𝟏𝟏 

08 D 某一建物室內長寬高分別為 8m、6m及 4m，於室內有一小規模火災，火源大小長寬各為

2m，假設火場室內溫度 827℃，火災發生前室內平均溫度 17℃，空氣密度 1.22 𝑘𝑘𝑔𝑔/𝑚𝑚3

時，試問煙生成率大約多少？ 

(A)5.86kg/s   (B)7.92kg/s   (C)10.41kg/s  (D)12.03kg/s 

  一般而言，若假設火場溫度為𝟐𝟐𝟐𝟐𝟕𝟕℃，室內平均溫度𝟏𝟏𝟕𝟕℃則可以簡化為：𝟒𝟒 = 𝟏𝟏.𝟏𝟏𝟐𝟐𝟐𝟐𝑸𝑸𝒚𝒚𝟑𝟑/𝟐𝟐。 

𝑸𝑸＝𝟐𝟐× 𝟒𝟒＝𝟐𝟐𝒎𝒎；𝒚𝒚＝𝟒𝟒𝒎𝒎 代入公式 

煙生成率 𝟒𝟒＝𝟏𝟏𝟐𝟐.𝟏𝟏𝟑𝟑𝟎𝟎𝟎𝟎/𝒔𝒔 

09 A 請利用可燃性氣體完全燃燒時的化學理論濃度，計算己烷的燃燒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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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8％   (B)5.2％   (C)5.8％   (D)6％ 

  𝑪𝑪𝟔𝟔𝑯𝑯𝟏𝟏𝟒𝟒 + 𝟐𝟐.𝟏𝟏𝑶𝑶𝟐𝟐 → 𝟔𝟔𝑪𝑪𝑶𝑶𝟐𝟐 + 𝟕𝟕𝑯𝑯𝟐𝟐𝑶𝑶 

𝑪𝑪𝑶𝑶 =
己烷之莫耳數

所需理論己烷之莫耳數 + 理論空氣量
=

𝟏𝟏

𝟏𝟏 + 𝟐𝟐.𝟏𝟏
𝟏𝟏.𝟐𝟐𝟏𝟏

= 𝟏𝟏.𝟏𝟏𝟐𝟐𝟏𝟏𝟔𝟔 

𝑳𝑳下 = 𝟏𝟏.𝟏𝟏𝟏𝟏 × 𝑪𝑪𝑶𝑶 × 𝟏𝟏𝟏𝟏𝟏𝟏% = 𝟏𝟏.𝟏𝟏𝟏𝟏 × 𝟏𝟏.𝟏𝟏𝟐𝟐𝟏𝟏𝟔𝟔 × 𝟏𝟏𝟏𝟏𝟏𝟏 = 𝟏𝟏.𝟏𝟏𝟐𝟐𝟐𝟐% 

10 B 假設一公斤燃料所需之理論空氣量為 Lo，實際需要空氣量為 La，則(其中 m值為空氣

比，且 m＞1)，已知空氣中，氧體積為整體空氣體積之 21%，試問二公斤(kg)之硫(S)完

全燃燒，且 m=2時，約須多少空氣？  

(A)297.62（mole） (B)595.24（mole） (C)62.5（mole）  (D)125（mole） 

  公式 𝐋𝐋𝐨𝐨：理論空氣量，𝐋𝐋𝐋𝐋：實際需要空氣量。 

𝐋𝐋𝐋𝐋 = 𝐦𝐦𝐋𝐋𝐨𝐨(𝐦𝐦 > 𝟏𝟏)，𝐦𝐦稱為空氣比。 

化學反應式 𝑺𝑺 + 𝑶𝑶𝟐𝟐 → 𝑺𝑺𝑶𝑶𝟐𝟐 

𝟐𝟐𝟏𝟏𝟏𝟏𝟏𝟏
𝟑𝟑𝟐𝟐

× 𝟏𝟏 ×
𝟏𝟏𝟏𝟏𝟏𝟏
𝟐𝟐𝟏𝟏

× 𝟐𝟐 = 𝟏𝟏𝟐𝟐𝟏𝟏.𝟐𝟐𝟒𝟒 𝒎𝒎𝑭𝑭𝒍𝒍𝒔𝒔 

11 D 依燃燒四要素理論關於可燃物之定義下列何者有誤？ 

(A)氧氣體積濃度低於 21%，一般燃燒難持續 

(B)氧化時，每莫耳需 100 cal以上之發熱量 

(C)熱傳導度在 0.01Kcal/cm・sec・°C以下 

(D)以上皆錯 

12 C 有關燃燒之形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混合燃燒速率較擴散燃燒為慢 

(B)硝化棉、硝化甘油與賽璐絡之燃燒，此稱為蒸發燃燒 

(C)木材與塑膠之燃燒，此稱為非均一系燃燒 

(D)硫磺、奈球(Naphthalin)等固體之燃燒，此稱為自己燃燒 

13 D 影響自然發火之熱蓄積因素有那些？①發熱量②水分③堆積方式④溫度⑤空氣之流動 

(A)①②④   (B)③④⑤   (C)②③④    (D)②③⑤ 

14 C 已知有一室內空間開口，開口面積𝐴𝐴1 = 𝐴𝐴2 = 0.5 𝑚𝑚2並聯後，再與開 A3=1 m2串接，則該

空間的等效流動面積約為多少？  

(A) 1.24 𝑚𝑚2    (B) 1.05 𝑚𝑚2   (C) 0.70 𝑚𝑚2   (D) 0.55 𝑚𝑚2 

  開口𝐀𝐀𝟏𝟏與𝐀𝐀𝟐𝟐並聯𝐀𝐀𝐞𝐞𝟏𝟏𝟐𝟐 = 𝟏𝟏.𝟏𝟏 + 𝟏𝟏.𝟏𝟏 = 𝟏𝟏 

開口𝐀𝐀𝐞𝐞𝟏𝟏𝟐𝟐與𝐀𝐀𝟑𝟑串聯𝐀𝐀𝐞𝐞𝟏𝟏𝟐𝟐𝟑𝟑 = �
𝟏𝟏
𝟏𝟏𝟐𝟐

+
𝟏𝟏
𝟏𝟏𝟐𝟐
�
−𝟏𝟏𝟐𝟐

= 𝟏𝟏.𝟕𝟕 𝒎𝒎𝟐𝟐 

15 C 有關乾粉的滅火效果，何者錯誤？  

(A)碳酸氫鉀滅火劑滅火效用較碳酸氫鈉為佳 

(B)磷酸氨滅火劑之所以有抑制火焰作用，主要來自於磷酸根(PO4)的功能 

(C)碳酸氫鈉滅火劑對於木材火災滅火效果良好 

(D)碳酸氫鈉滅火劑可用於油類火災及電氣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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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碳酸氫鈉滅火劑適合用於油類及電氣火災滅火 

16 D 下列那一項會使得電氣局部電阻值降低？ 

(A)導線連接不良       (B)半斷線  

(C)氧化亞銅增殖發熱現象     (D)線圈層間短路 

17 B 下列有關天然氣(LNG)與液化石油氣(LPG)特性的說明，下列何者錯誤？  

(A)天然氣的主成分為甲烷，另有少數乙烷、丙烷及丁烷 

(B)天然氣較空氣輕，比重約為空氣的 0.85倍 

(C)國內液化石油氣主成分為丙烷(約 70％)及丁烷組成，比重較空氣重 

(D)天然氣與液化石油氣二者皆具有常溫下的沸點 

  (B)內政部消防署頒定之「搶救瓦斯災害安全指導原則」為空氣的 0.58～0.79 倍 

18 B 依濱田稔之實驗研究，在一定溫度，無氣流中之加熱（氣乾材），對杉木以 1000℃加熱 

25 分鐘，試問其炭化深度為多少？  

(A)35mm    (B)37.5mm   (C)40mm    (D)42.5mm 

  
𝒙𝒙 = 𝟏𝟏.𝟏𝟏𝟏𝟏 �

𝑸𝑸
𝟏𝟏𝟏𝟏𝟏𝟏

− 𝟐𝟐.𝟏𝟏�√𝒕𝒕 𝑸𝑸 = 𝟏𝟏𝟏𝟏𝟏𝟏𝟏𝟏℃ 𝒕𝒕 = 𝟐𝟐𝟏𝟏(𝒎𝒎𝑭𝑭𝒏𝒏) 代入 

19 C 天花板熱氣流(Ceiling Jet)在同一點的溫度上升量(ΔT)與火災大小(熱釋放率)成何比

例關係？  

(A)1/3 次方正比  (B)1/3 次方反比  (C)2/3 次方正比  (D)2/3 次方反比 

  Alpert 對於穩態燃燒的火場經實驗得出以下公式，確認不同位置的天花板噴射流的溫度與速度。 

𝚫𝚫𝚫𝚫 =
𝟏𝟏𝟔𝟔.𝟐𝟐𝑸𝑸𝟐𝟐/𝟑𝟑

𝑯𝑯𝟏𝟏/𝟑𝟑 ，
𝑹𝑹
𝑯𝑯
≤ 𝟏𝟏.𝟏𝟏𝟐𝟐；𝐕𝐕 = 𝟏𝟏.𝟐𝟐𝟔𝟔 �

𝑸𝑸
𝑯𝑯
�
𝟏𝟏/𝟑𝟑

，
𝑹𝑹
𝑯𝑯
≤ 𝟏𝟏.𝟏𝟏𝟏𝟏 

𝚫𝚫𝚫𝚫 =
𝟏𝟏.𝟑𝟑𝟐𝟐�𝑸𝑸𝑹𝑹�

𝟐𝟐/𝟑𝟑

𝑯𝑯
，
𝑹𝑹
𝑯𝑯

> 𝟏𝟏.𝟏𝟏𝟐𝟐；𝐕𝐕 =
𝟏𝟏.𝟏𝟏𝟐𝟐𝟏𝟏𝑸𝑸𝟏𝟏/𝟑𝟑𝑯𝑯𝟏𝟏/𝟐𝟐

𝑹𝑹𝟏𝟏/𝟔𝟔 ，
𝑹𝑹
𝑯𝑯

> 𝟏𝟏.𝟏𝟏𝟏𝟏 

20 B 某一混合氣體乃以甲烷與丙烷 1：1混合，試求此混合氣體之燃燒下限（甲烷燃燒下限

5.3%，丙烷燃燒下限 2.2%）？  

(A)2.55%   (B)3.11%   (C)3.75%   (D)4.23% 

  
下限公式 𝑳𝑳下 =

𝟏𝟏
𝑽𝑽𝟏𝟏
𝑳𝑳𝟏𝟏下

+ 𝑽𝑽𝟐𝟐
𝑳𝑳𝟐𝟐下

+ ⋯+ 𝑽𝑽𝒏𝒏
𝑳𝑳𝐧𝐧下

× 𝟏𝟏𝟏𝟏𝟏𝟏 

𝑽𝑽𝒏𝒏 為第𝐧𝐧種可燃性氣體之體積百分率 

𝑳𝑳𝐧𝐧下 為第𝐧𝐧種可燃性氣體之燃燒上限 

依題意甲烷與丙烷 𝟏𝟏：𝟏𝟏 混合，其體積濃度各為 𝟏𝟏𝟏𝟏%。 

𝑳𝑳下 =
𝟏𝟏

𝟏𝟏𝟏𝟏
𝟏𝟏.𝟑𝟑 + 𝟏𝟏𝟏𝟏

𝟐𝟐.𝟐𝟐

× 𝟏𝟏𝟏𝟏𝟏𝟏 = 𝟑𝟑.𝟏𝟏𝟏𝟏% 

21 D 根據 Burgess-Wheeler定理，已知丙烷的燃燒下限為 2.2％，其燃燒熱約為多少？ 

(A)2093kcal /mole (B)1100 kcal /mole (C) 500 kJ /mole (D)500 kcal /m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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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𝟏𝟏)𝑪𝑪．𝑸𝑸 = 𝟏𝟏𝟏𝟏𝟏𝟏𝟐𝟐（𝑪𝑪：下限濃度；𝑸𝑸：燃燒熱  𝑲𝑲𝒔𝒔𝒍𝒍𝒍𝒍/𝒎𝒎𝑭𝑭𝒍𝒍） 
(𝟐𝟐)𝑪𝑪．𝑸𝑸 = 𝟒𝟒𝟒𝟒𝟑𝟑𝟐𝟐（𝑪𝑪：下限濃度；𝑸𝑸：燃燒熱  𝑲𝑲𝟐𝟐/𝒎𝒎𝑭𝑭𝒍𝒍） 
𝑪𝑪 = 𝟐𝟐.𝟏𝟏 代入公式 𝟐𝟐.𝟏𝟏 × 𝑸𝑸 = 𝟏𝟏𝟏𝟏𝟏𝟏𝟐𝟐，故 𝑸𝑸 約為 𝟏𝟏𝟏𝟏𝟏𝟏𝟎𝟎𝒔𝒔𝒍𝒍𝒍𝒍/𝒎𝒎𝑭𝑭𝒍𝒍𝒔𝒔 

22 D 下列關於粉塵爆炸的敘述，何者正確？  

(A)最小發火能量約為 10~100 J  

(B)大氣中水分含量愈高，最小發火能量愈小 

(C)粉塵的發火溫度，一般約為 50℃~150℃  

(D)粉塵所含灰分愈高，愈不易爆炸 

  以一定時間內浮游之粉塵，其發火之最低溫度作為其發火溫度，此值一般為 300～700℃。 

23 B 假設正向煙囪效應在中性帶以上 4m 處的壓差為 10Pa，若建築物內、外的溫差不變，中

性帶以上 20m 處的壓差為多少?  

(A)20Pa    (B)30Pa    (C)40 Pa    (D)50Pa 

  
公式 𝚫𝚫𝑷𝑷 = 𝑲𝑲𝒔𝒔 �

𝟏𝟏
𝜟𝜟外

−
𝟏𝟏
𝜟𝜟內

� × 𝐡𝐡，因建築物「內外」之溫度不變， 

故 𝚫𝚫𝑷𝑷 與 𝒉𝒉 成正比，假設距中性帶處壓差為 𝜟𝜟，
𝟐𝟐𝟏𝟏
𝟒𝟒

=
𝜟𝜟
𝟏𝟏𝟏𝟏

，故 𝜟𝜟 = 𝟏𝟏𝟏𝟏𝑷𝑷𝒍𝒍 

24 A 體吸入一氧化碳濃度為 100ppm時，會有何反應？  

(A)8 小時內無感覺      (B)1 小時內感覺頭痛 

(C)2 小時內呼吸不順暢     (D)3 小時內昏迷 

25 C 當進行可燃性液體油池火災燃燒實驗時，若燃燒時直徑為 1 公尺，且熱釋率(Heat 

release rate)為 1.024 MW，依 Heskestad 的火焰高度計算公式，則該火焰大約會有多

高？ 

(A)1.6 公尺   (B)2.1 公尺   (C)2.7 公尺   (D)3.2 公尺 

  𝑳𝑳 = −𝟏𝟏.𝟏𝟏𝟐𝟐𝑫𝑫 + 𝟏𝟏.𝟐𝟐𝟑𝟑𝑸𝑸𝟐𝟐/𝟏𝟏 

𝑫𝑫 = 𝟏𝟏𝒎𝒎，𝑸𝑸 = 𝟏𝟏𝟏𝟏𝟐𝟐𝟒𝟒𝑲𝑲𝟒𝟒 代入公式 

𝑳𝑳 = −𝟏𝟏.𝟏𝟏𝟐𝟐 × 𝟏𝟏 + 𝟏𝟏.𝟐𝟐𝟑𝟑 × (𝟏𝟏𝟏𝟏𝟐𝟐𝟒𝟒)𝟐𝟐/𝟏𝟏 = 𝟐𝟐.𝟕𝟕𝒎𝒎 

26 D 斷熱壓縮是發火源之一，假設斷熱壓縮前之體積為𝑉𝑉0、壓力為𝑃𝑃0，溫度為𝑇𝑇0，斷熱壓縮

後之體積為𝑉𝑉、壓力為𝑃𝑃、溫度為𝑇𝑇，𝑟𝑟 =恆壓比熱/恆容比熱，下列公式何者錯誤？  

(A)(𝑇𝑇/𝑇𝑇0) = (𝑉𝑉0/𝑉𝑉)𝑟𝑟−1      (B)(𝑃𝑃/𝑃𝑃0) = (𝑉𝑉0/𝑉𝑉)𝑟𝑟 
(C)(𝑇𝑇/𝑇𝑇0)𝑟𝑟 = (𝑃𝑃0/𝑃𝑃)1−𝑟𝑟      (D)(𝑇𝑇/𝑇𝑇0) = (𝑃𝑃0/𝑃𝑃)1−𝑟𝑟 

  𝜟𝜟
𝜟𝜟𝟏𝟏

= �
𝑽𝑽𝟏𝟏
𝑽𝑽
�
𝒓𝒓−𝟏𝟏

，
𝑷𝑷
𝑷𝑷𝟏𝟏

= �
𝑽𝑽𝟏𝟏
𝑽𝑽
�
𝒓𝒓

，
𝜟𝜟
𝜟𝜟𝟏𝟏

= �
𝑷𝑷𝟏𝟏
𝑷𝑷
�
𝒓𝒓−𝟏𝟏

，其中𝒓𝒓 =
𝑪𝑪𝑷𝑷
𝑪𝑪𝑽𝑽

 

27 B 下列防止靜電災害的方法中，何者屬藉洩漏防止電荷蓄積之方法？  

(A)選擇兩個帶電序列相近之材質   (B)增加周圍空氣相對濕度 

(C)使用導電性材料      (D)利用電暈放電使空氣離子化 

  (A)、(C)為防止靜電產生手段；(D)為藉中和防止電荷蓄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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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A 依據日本建設省建築研究所的模型實驗結果，影響閃燃時間（F.O.T.）最大的因素，不

包括下列何者？ 

(A)房間內部室溫       (B)房間內部裝潢的材料 

(C)火源的大小       (D)開口率 

29 B 若一建築物之開口面積為4 𝑚𝑚2，開口部之高度為1 𝑚𝑚，室內之長寬高各為

4 𝑚𝑚 × 4 𝑚𝑚 × 3 𝑚𝑚，試問其溫度因子為多少? 

(A)0.48    (B)0.5    (C)0.52    (D)0.55 

  
關係式

𝑲𝑲𝑩𝑩√𝑯𝑯
𝑲𝑲𝒓𝒓

 

𝑲𝑲𝑩𝑩：開口面積（𝒎𝒎𝟐𝟐） 

𝑯𝑯：開口高度（𝒎𝒎） 

𝑲𝑲𝒓𝒓：地板、牆壁與天花板之表面積總合（𝒎𝒎𝟐𝟐） 

30 A 耐火建築物之外牆開口部面積（高 寬）為 𝟏𝟏𝟐𝟐 𝒎𝒎𝟐𝟐，試問下列那一項防止火焰向上延燒最

有效？ 

(A)高=6m，寬=2m  (B)高=2m，寬=6m  (C)高=4m，寬=3m  (D)高=3m，寬=4m 

  縱形窗火勢向外 

31 C 下列有關「積汙導電現象」和「金原現象」的敘述，何者錯誤? 

(A)兩者皆會形成異極間導電通路 

(B)積汙導電現象又稱電痕 

(C)金原現象又稱沿面洩漏放電 

(D)金原現象指絕緣體表面形成導電化通路而通電之現象 

  (C)金原現象又稱石墨化現象 

32 C 有關閃燃與複燃之機制及現象，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B)一旦發生閃燃時，由開口處流出的煙急速地變成火焰狀態 

(C)閃燃發生前幾秒，由開口部流出之煙其溫度約 100～200℃ 

(D)複燃發生時，溫度可達到 800℃高溫 

(E)造成複燃發生的原因為空氣，而閃燃的發生原因是熱 

33 C 有關自然發火，下列何者正確? 

(A)自然發火與準自然發火皆因化學反應熱導致發火，準自然發火需長期蓄熱，而自然發

火於空氣中立即發火 

(B)枯木、乾草因氧化熱蓄積而發火 

(C)丙烯腈因聚合熱蓄積而發火 

(D)原棉因分解熱蓄積而發火 

34 B 下列有關天然氣(LNG)與液化石油氣(LPG)特性的說明，下列何者錯誤？ 

(A)天然氣的主成分為甲烷，另有少數乙烷、丙烷及丁烷 

(B)天然氣較空氣輕，比重約為空氣的 0.85倍 

(C)國內液化石油氣主成分為丙烷(約 70％)及丁烷組成，比重較空氣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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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天然氣與液化石油氣二者皆具有常溫下的沸點 

  (B)內政部消防署頒定之「搶救瓦斯災害安全指導原則」為空氣的 0.58～0.79 倍 

35 C 下列有關 NFPA2001惰性氣體藥劑中，IG-541（INERGEN）滅火劑之敘述，何者有誤？ 

(A)其主要成分為氮（52%），氬（40%），二氧化碳（8%）  

(B)導電性低，適用於電器火災  

(C)其滅火作用主要為冷卻法 

(D)對臭氧層破壞值（ODP）為零 

  (C)其滅火作用主要為稀釋法 

36 C FM-200滅火藥劑的特性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臭氧層破壞值（O.D.P）為零 

(B)存留在大氣中的時間（A.L.T）為 31至 42年 

(C)通常以氣體狀態儲存 

(D)在加壓至 360psi時其最大充填密度為 72磅/立方英呎 

  (C)FM-200 滅火藥劑通常以液體狀態儲存 

37 D 對於危害性化學品災害現場搶救標準作業程序 HAZMAT，第五項程序 A代表的意義為何？

(A)危害辨識   (B)擬定行動方案  (C)善後處理   (D)請求支援 

38 B 有關沸溢與濺溢之發生區別，下列何者正確? 

(A)一般先沸溢後濺溢 

(B)發生濺溢則多是油槽頂部之乳化水 

(C)發生沸溢來自油類中乳化水 

(D)沸溢高度與範圍比濺溢小，濺溢危害相對上較大。 

39 C 某一線徑 1.6m/m之電線 1Km長之電阻值為 8.931Ω，熱阻抗為 415。若周遭溫度為 20

℃，當此電線通過 35安培時，其心線溫度（℃）為何？  

(A)46    (B)51    (C)66    (D)71 

  𝑸𝑸 = 𝑰𝑰𝟐𝟐𝑹𝑹〔𝑸𝑸：發生之熱量�瓦特�；𝑰𝑰：電流�安培�；𝑹𝑹：電阻（歐姆）〕 

𝜟𝜟𝟏𝟏 − 𝜟𝜟𝟐𝟐 = 𝑸𝑸𝟒𝟒〔𝜟𝜟𝟏𝟏：線芯溫度；𝜟𝜟𝟐𝟐：周圍溫度；𝟒𝟒：線芯與周圍空氣熱阻抗〕 

電阻 𝑹𝑹：𝟏𝟏 𝟎𝟎𝒎𝒎 長之電阻值為 𝟐𝟐.𝟐𝟐𝟑𝟑𝟏𝟏 𝛀𝛀，換算 𝟏𝟏 𝒔𝒔𝒎𝒎 電阻值為 𝟐𝟐.𝟐𝟐𝟑𝟑𝟏𝟏 × 𝟏𝟏𝟏𝟏−𝟏𝟏 𝛀𝛀 

代入公式 𝑸𝑸 = 𝑰𝑰𝟐𝟐𝑹𝑹；𝑸𝑸 = (𝟑𝟑𝟏𝟏)𝟐𝟐 × 𝟐𝟐.𝟐𝟐𝟑𝟑𝟏𝟏 × 𝟏𝟏𝟏𝟏−𝟏𝟏＝𝟏𝟏.𝟏𝟏𝟐𝟐𝟒𝟒 × 𝟏𝟏𝟏𝟏−𝟏𝟏 

𝜟𝜟𝟏𝟏 − 𝜟𝜟𝟐𝟐 = 𝑸𝑸𝟒𝟒，𝜟𝜟𝟏𝟏 − 𝟐𝟐𝟏𝟏 = 𝟏𝟏.𝟏𝟏𝟐𝟐𝟒𝟒 × 𝟏𝟏𝟏𝟏−𝟏𝟏 × 𝟒𝟒𝟏𝟏𝟏𝟏；𝜟𝜟𝟏𝟏 = 𝟔𝟔𝟏𝟏.𝟒𝟒℃ 

40 D 若人體之靜電容量為 1500PF，而 𝑃𝑃 = 10−12，而靜電電壓為 3000V，試問其產生之靜電能

量為多少？ 

(A) 5.75 × 10−3焦耳      (B) 6.00 × 10−3焦耳 

(C) 6.25 × 10−3焦耳      (D) 6.75 × 10−3焦耳 

  
公式 𝑬𝑬 =

𝟏𝟏
𝟐𝟐
𝑪𝑪𝑽𝑽𝟐𝟐，𝑪𝑪 = 𝟏𝟏𝟏𝟏𝟏𝟏𝟏𝟏 × 𝟏𝟏𝟏𝟏−𝟏𝟏𝟐𝟐 𝑽𝑽 = 𝟑𝟑𝟏𝟏𝟏𝟏𝟏𝟏 代入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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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鋒公職 109 消防設備士 考前猜題 

《水與化學系統消防安全設備概要》 
 

一、 當某一場所設置惰性氣體滅火設備時，請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作業 基

準」，說明全區放射方式綜合檢查時之判定方法與注意事項。 

 經查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作業基準，有關全區放射方式綜合檢查時之判定方法與注意事項說明

如下： 

(一)綜合檢查（全區放射方式）：將電源切換為緊急電源狀態，依系統數量進行抽樣檢查 

1.檢查方法：以空氣或氮氣進行放射試驗，所需空氣量或氮氣量，應就放射區域應設滅火藥劑量之 10％

核算，每公斤以下表所列公升數之比例核算，每次試驗最多放出 5 支。 

滅火藥劑 每公斤核算空氣量或氮氣量（公升) 

IG-10 86 

IG-55 71 

IG-541 71 

(1)檢查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A.充填空氣或氮氣之試驗用氣體容器壓力，應與該滅火設備之儲存容器之充填壓力大約相等。  

B.使用啟動用氣體容器之設備者，應準備與設置數量相同之氣體容器數。  

C.應準備必要數量供塞住集合管部或容器閥部及操作管部之帽蓋或塞子。  

(2)檢查前，應依下列事項事先準備好儲存容器等：  

A.暫時切斷控制盤等電源設備。  

B.將自儲存容器取下之容器閥開放裝置及操作管連接裝設在試驗用氣體 容器上。  

C.除試驗用氣體容器外，應取下連接管後用帽蓋蓋住集合管部。  

D.應塞住放射用以外之操作管。  

E.確認儲存容器部分外之其餘部分是否處於平時設置狀況。  

F.控制盤等設備電源，應在「開」之位置。 

(3)檢查時，啟動操作應就下列方式擇一進行： 

A.手動式者，應操作手動啟動裝置使其啟動。 

B.自動式者，應將自動、手動切換裝置切換至「自動」位置，使探測器動作、或使受信機、控制盤

探測器回路之端子短路，使其啟動。  

2.判定方法 

(1)警報裝置應確實鳴響。  

(2)遲延裝置應確實動作。  

(3)開口部等之自動關閉裝置應能正常動作，換氣裝置須確實停止。  

(4)指定防護區劃之啟動裝置及選擇閥能確實動作，可放射試驗用氣體。 

(5)配管內之試驗用氣體應無洩漏情形。  

(6)放射表示燈應確實亮燈。 

3.注意事項 

(1)檢查結束後，應將檢查時使用之試驗用氣體容器，換裝回復為原設置之儲存容器。 

(2)在未完成完全換氣前，不得進入放射區域。遇不得已之情形非進入時，應著空氣呼吸器。 

(3)完成檢查後，應確實將所有裝置回復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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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關工業廠房潔淨區因潔淨環境及構造特殊，不適用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之一

部分，請依「潔淨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要點」說明密閉濕式自動撒水設備設置之規定為

何？ 

 經查「潔淨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要點」，有關密閉濕式自動撒水設備設置規定說明如下: 

(一)撒水頭應為快速反應型（第一種感度）。 

(二)撒水密度每平方公尺每分鐘 8.15 公升以上，其計算方式由中央消防主管機關另定之。 

(三)水源容量應在最遠之 30 個撒水頭連續放射 60 分鐘之水量以上。但撒水頭數未達 30 個者，依實際撒水頭

數計算水量。 

(四)撒水頭之位置，因製程機臺或其附屬設備、配管、自動物料搬運系統之需要，撒水頭之迴水板裝置於裝

置面下方間距 30 公分或樑下方間距 10 公分以下，不受第四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第四款、第八款及第

二百十一條第一項第五款但書之限制。 

(五)氣淋室得免設撒水頭。 

 

01 C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應設置滅火器之場所，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地下建築物、幼兒園  

(B)設有鍋爐房、廚房等大量使用火源之各類場所 

(C)無開口樓層，且樓地板面積在 25平方公尺以上之各類場所 

(D)總樓地板面積在一百五十平方公尺以上之乙、丙、丁類場所 

02 A 有關滅火器設置間距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A)電影片映演場所放映室及電氣設備使用之處所，每一百平方公尺（含未滿）有一滅火

效能值 

(B)設有滅火器之樓層，自樓面居室任一點至滅火器之步行距離在二十公尺以下 

(C)懸掛於牆上或放置滅火器箱中之滅火器，其上端與樓地板面之距離，十八公斤以上者

在一公尺以下，未滿十八公斤者在一點五公尺以下 

(D)固定放置於取用方便之明顯處所，並設有長邊二十四公分以上，短邊八公分以上，以

紅底白字標明滅火器字樣之標識 

03 B 可燃性高壓氣體場所、加氣站、天然氣儲槽及可燃性高壓氣體儲 槽之滅火器，每具滅火

器對普通火災應具有 X 個以上之滅火效能值，對油類火災應具有 Y 個以上之滅火效能

值，其中 X、Y 分別為下列何者？  

(A)X＝3；Y＝10  (B)X＝4；Y＝10  (C)X＝5；Y＝16  (D)X＝10；Y＝20 

04 C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之規定，移動放射方式之二氧化碳滅火設備，其外牆

開口面積（常時開放部分）達該層樓地板面積多少以上者為有效流通場所？ 

(A)5%    (B)10%    (C)15%    (D)20% 

05 D 有一電信機械室其大小為 20m（長）×10m（寬）×5m（高），若設置全區放射CO2滅火設

備，其開口部皆可在CO2放射前自動關閉，所需滅火藥劑量為多少 

(A)800    (B)900    (C)1000    (D)1200 

06 C 有關二氧化碳滅火設備放射時間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全區放射方式，總機室 2.5分鐘全部放射完畢  

(B)全區放射方式，其他場所 0.5分鐘全部放射完畢  

(C)局部放射方式，0.5分鐘全部放射完畢  

(D)局部放射方式，1.5分鐘全部放射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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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C 下列那一項敘述與二氧化碳滅火設備規定是不符合的？ 

(A)開口部不得設於面對安全梯間、特別安全梯間、緊急昇降機間或其他類似場所。 

(B)不設自動關閉裝置之開口部總面積，供電信機械室使用時，應在圍壁面積百分之一以

下 

(C)開口部位於距樓地板面高度三分之一以下部分，應在滅火藥劑放射前自動關閉 

(D)不設自動關閉裝置之開口部總面積，供其他處所則應在防護區域體積值或圍壁面積值

二者中之較小數值百分之十以下 

08 C 下列有關二氧化碳滅火設備啟動用氣體容器之敘述為正確？ 

(A)啟動用氣體容器之內容積應有 1.5公升以上 

(B)啟動用氣體容器能耐每平方公分 25公斤之壓力 

(C)充填比在 1.5以上 

(D)儲存之二氧化碳重量在 0.5公斤以上 

09 D 下列有關二氧化碳滅火設備配管之敘述為正確？ 

(A)無縫鋼管，高壓式為管號 Sch100以上，低壓式為管號 Sch50以上厚度或具有同等以

上強度 

(B)銅管配管，高壓式能耐壓每平方公分 16.5公斤以上、低壓式能耐壓每平方公分 3.75

公斤以上 

(C)應為專用，其管徑最少為 100mm以上 

(D)最低配管與最高配管間，落差在 50公尺以下 

10 B 一電氣設備室長寬高分別為 10m、6m及 6m，若採二氧化碳全區放射滅火設備防護，藥劑

放射後採機械排放，則其排風機之風量應為每分鐘多少立方公尺？ 

(A)10    (B)30    (C)36    (D)72 

11 D 有一長 10公尺、寬 10公尺及高 10公尺之密閉空間裝置二氧化碳滅火設備，假設空氣中

氧氣之體積百分率濃度為 21%，在溫度壓力固定下，欲使氧氣濃度降至 15%以下，需注入

多少立方公尺之二氧化碳？  

(A)100    (B)200    (C)300    (D)400 

12 B 全區放射二氧化碳滅火設備進行綜合檢查時，如為高壓式儲存系 統，在放射試驗時需放

射多少藥劑量？  

(A)為該放射區域所設儲存容器瓶數之 5%以上  

(B)為該放射區域所設儲存容器瓶數之 10%以上  

(C)為該放射區域所設儲存容器瓶數之 15%以上  

(D)為該放射區域所設儲存容器瓶數之 20%以上 

13 C 第三種乾粉滅火藥劑，全區放射方式所需滅火藥劑量為多少𝑘𝑘𝑘𝑘/𝑚𝑚3？  

(A)0.6     (B)0.24    (C)0.36    (D)4.5 

14 C 有關二氧化碳滅火設備儲存場所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A)置於防護區域內。 

(B)置於溫度攝氏 49度以下，溫度變化較少處。 

(C)不得置於有日光曝曬 

(D)雨水淋濕之處，應設有防止雨水侵入之構造。 

15 A 有關乾粉滅火設備配管設置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使用施予鍍鋅等防蝕處理或具同等以上強度及耐蝕性之鋼管 

(B)採用銅管配管時，應能承受調整壓力或最高使用壓力的 2.5倍以上之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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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配管採集中為原則，使噴頭同時放射時，放射壓力加大  

(D)最低配管與最高配管間，落差在 60公尺以下 

16 B 加壓式乾粉滅火設備如加壓用氮氣鋼瓶壓力達300 𝑘𝑘𝑘𝑘𝑓𝑓/𝑐𝑐𝑚𝑚2，依規定應設壓力調整裝

置，可調整壓力至多少以下？  

(A)20 𝑘𝑘𝑘𝑘𝑓𝑓/𝑐𝑐𝑚𝑚2   (B)25 𝑘𝑘𝑘𝑘𝑓𝑓/𝑐𝑐𝑚𝑚2  (C)30 𝑘𝑘𝑘𝑘𝑓𝑓/𝑐𝑐𝑚𝑚2   (D)35 𝑘𝑘𝑘𝑘𝑓𝑓/𝑐𝑐𝑚𝑚2 

17 B 某一室內停車空間使用移動式乾粉滅火設備，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每一

具噴射瞄子之每分鐘藥劑放射量應為多少公斤（kg/min）？ 

(A)45     (B)27     (C)20     (D)18 

18 C 進行乾粉滅火設備性能檢查時，對於滅火藥劑檢查注意事項，溫度及濕度超過多少以上

時，應暫停檢查？  

(A)溫度超過 30℃以上，濕度超過 50%以上  

(B)溫度超過 30℃以上，濕度超過 60%以上  

(C)溫度超過 40℃以上，濕度超過 60%以上  

(D)溫度超過 40℃以上，濕度超過 50%以上 

19 D 簡易自動滅火設備蓄壓式滅火藥劑儲存容器進行外觀檢查時，須確認周圍溫度是否須在

多少以下？  

(A)37.8℃    (B)40℃    (C)56℃    (D)49℃ 

20 A 依 NFPA 2001之規定，潔淨式氣體滅火系統於一般場所之藥劑放射時間（達設計濃度

95%之時間），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FE-13應 10秒以內       (B)IG-541應在 120秒以內  

(C)Halon 1301應在 40秒以內     (D)FM-200應在 30秒以內 

21 D 依 NFPA 2001 附錄 B之規定，有關氣密測試合格標準應達在最低設計濃度之 X時，至少

持續 Y分鐘以上，其中 X、Y分別為下列何者？  

(A)X＝60；Y＝40   (B)X＝65；Y＝30   (C)X＝70；Y＝20  (D)X＝85；Y＝10 

22 C 依據「消防幫浦認可基準」規定，下列何者為消防幫浦之性能試 驗要求內容？  

(A)幫浦在額定出水量時，在其性能曲線上之全揚程應為額定全揚程之 100%以上、115%

以下。 

(B)幫浦之出水量在額定出水量之 150%時，其全揚程應為額定出水量在性能曲線上全揚

程之 75%以上。  

(C)全閉揚程應為額定出水量在性能曲線上全揚程之 140%以下。  

(D)額定出水量時之全揚程應在設計值之＋15%、-15%內。 

23 D 

 

依消防幫浦加壓送水裝置等及配管摩擦損失計算基準規定，消防幫 浦本體須能耐最高水

壓之 A倍以上，且加壓 B 分鐘後，各部位仍無洩漏現象才算合格。下列 A，B何者正

確？  

(A)A=1.2，B=5   (B)A=1.4，B=3   (C)A=1.4，B=5   (D)A=1.5，B=3 

24 D 下列有關第二種室內消防栓設備之敘述，何者錯誤？  

(A)各層任一點至消防栓接頭之水平距離不得超過 25公尺  

(B)其瞄子放水壓力不得小於每平方公分 1.7公斤  

(C)其瞄子放水量每支不得小於每分鐘 80公升  

(D)配置口徑 15公厘、長 30公尺皮管與一具直線水霧兩用瞄子 

25 D 第二種室內消防栓採用消防幫浦做為加壓送水裝置時，假設水帶摩擦損失水頭為 3m，配

　　高鋒公職 109消防設備士考前猜題 高鋒公職消防師資團隊



5 

管磨擦損失水頭為 17m，落差為 30m，則依規定，幫浦的全揚程應為多少公尺？ 

(A)75    (B)70    (C)65    (D)67 

26 B 在測量室內消防栓設備之瞄子直線放水壓力時，應將含有皮托管及壓力計之壓力表進水

口，放置於瞄子前端瞄子口徑的多少距離 處進行測量？  

(A)瞄子前端瞄子口徑的 1 倍處    (B)瞄子前端瞄子口徑的二分之一處  

(C)瞄子前端瞄子口徑的三分之一處   (D)瞄子前端瞄子口徑的四分之一處 

27 B 達顯著滅火困難之公共危險物品室外儲存場所，設置室外消防 栓設備，其緊急電源應使

用發電機設備或蓄電池設備，供電容 量應供其有效動作至少多久以上？  

(A)30分鐘    (B)45分鐘    (C)60分鐘    (D)90分鐘 

28 B 某 15層樓飯店建築物內走廊通道，設有自動撒水設備並裝置側壁型撒水頭，就該撒水頭

計算其各有效防護面積最大為多少平方公尺？  

(A)13.52 𝑚𝑚2    (B)12.96 𝑚𝑚2   (C)11.43 𝑚𝑚2    (D)10.56 𝑚𝑚2 

29 C 有關小區劃型撒水頭放水量，每分鐘應在多少公升以上？  

(A)30公升    (B)40公升    (C)50公升    (D)60公升 

30 C 有關泡沫滅火設備竣工時之流水檢知裝置，下列那一項規定錯誤？ 

(A)各樓層之樓地板面積在 3000平方公尺以下者，裝設 1套，超過 3000千平方公尺者，

裝設 2套 

(B)無隔間之樓層內，前述 3000平方公尺得增為 10000千平方公尺 

(C)撒水頭或末端查驗閥開啟放水時，即發出警報 

(D)附設制水閥，其高度距離樓地板面在 1.5公尺以下 0.8公尺以上，並於制水閥附近明

顯易見處，設置標明制水閥字樣之標識 

31 C 存放易燃性物質處所，撒水頭位置之裝置時，撒水頭迴水板下方 X公分及水平方向 Y公

分以內，應保持淨空間，不得有障礙物。下列 X，Y何者正確？  

(A)X=45，Y=30   (B)X=45，Y=45   (C)X=90，Y=30   (D)X=90，Y=45 

32 C 下列有關水道連結型自動撒水設備之敘述何者正確？ 

(A)獨立水箱連結撒水頭之配管材質應符合自來水配管之相關規定 

(B)屋外或潮濕場所露出之金屬配管須施以防銹塗裝等防蝕措施，配管材質採碳鋼鋼管不

在此限 

(C)水道連結型撒水頭放水量應在每分鐘 30公升以上，最末端放水壓力應在每平方公分

0.5公斤以上 

(D)採獨立水箱式連結水龍頭或馬桶水箱等日常生活用水設施，並配置壓力表 

33 C 水霧滅火設備之水源容量，應保持 G立方公尺以上。但放射區域在二區域以上者，應保

持 H立方公尺以上。下列 G，H何者正確？  

(A)G=10，H=20   (B)G=20，H=30   (C)G=20，H=40   (D)G=25，H=40 

34 D 可燃性高壓氣體場所之冷卻撒水設備，其撒水量應為多少？  

(A)2(𝑙𝑙/𝑚𝑚𝑚𝑚𝑚𝑚𝑚𝑚2)  (B)2.5(𝑙𝑙/𝑚𝑚𝑚𝑚𝑚𝑚𝑚𝑚2)  (C)4(𝑙𝑙/𝑚𝑚𝑚𝑚𝑚𝑚𝑚𝑚2)  (D)5(𝑙𝑙/𝑚𝑚𝑚𝑚𝑚𝑚𝑚𝑚2) 

35 B 使用合成界面活性泡沫原液之泡沫噴頭，其樓地板面積每平方公尺之放射量為：  

(A)3.7公升/分鐘以上      (B)8公升/分鐘以上 

(C)6公升/分鐘以上      (D)6.5公升/分鐘以上 

36 C 高發泡放出口在全區放射防護區域內，樓地板面積每多少平方公 尺至少設置一個，且能

有效放射至該區域，並附設泡沫放出停止 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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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0 平方公尺  (B)300 平方公尺  (C)500 平方公尺  (D)1,000 平方公尺 

37 A 泡沫滅火設備進行綜合檢查時，有關水成膜泡沫滅火藥劑之 25%還原時間標準值為何？  

(A)60秒    (B)75秒    (C)90秒    (D)120秒 

38 D 消防搶救上之必要設備中，連結送水管之送水口設置，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送水口為雙口形，接裝口徑 63毫米陰式快速接頭  

(B)送水口距基地地面之高度在 1公尺以下 0.5公尺以上  

(C)出水口為雙口形，接裝口徑 63毫米快速接頭，距樓地板面之高度在 0.5公尺以上

1.5公尺以下 

(D)各層任一點至出水口之水平距離在 100公尺以下 

39 B 有關連結送水管之全閉揚程與押入揚程合計在多少公尺以上時，增設幫浦使串聯運轉？ 

(A)110m    (B)170m    (C)210m    (D)260m 

40 C 假設有一樓高 40m之場所需設置連結送水管，其配管摩擦損失為 16m地面層之送水設計

壓力應為多少？ 

(A)100    (B)110    (C)120    (D)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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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鋒公職 109 消防設備士 考前猜題 

《警報與避難系統消防安全設備概要》 
 

一、 出口標示燈及避難方向指示燈為火警逃生的重要避難引導燈具，試問其可依構造、形式及

動作功能區分種類為何？其有效範圍及緊急電源容量之規定又為何？ 

 出口標示燈及避難方向指示燈為避難引導的照明器具，平日以常用電源點燈，停電時自動切換成緊急電源點

燈，當各類場所遭遇火災時，可有效指引避難逃生人員出口位置及逃生方向，有關其種類區分、有效範圍及

緊急電源容量等規定，分項說明如下： 

(一)出口標示燈、避難方向指示燈之種類區分： 

依據「出口標示燈及避難方向指示燈認可基準」，出口標示燈、避難方向指示燈等避難引導燈具可依構

造、形式及動作功能區分種類如下： 

1.內置型：內藏蓄電池作為緊急電源之引導燈具。 

2.外置型：藉由燈具外的蓄電池設備作為緊急電源供電之引導燈具。 

3.具閃滅功能者：藉由動作信號使燈閃滅或連續閃光之引導燈具。 

4.具音聲引導功能者：設有音聲引導裝置之引導燈具。 

5.具閃滅及音聲引導功能者：設有音聲引導裝置及閃滅裝置之引導燈具。 

6.複合顯示型：引導燈具其標示板及其他標示板於同一器具同一面上區分並置者。 

(二)出口標示燈、避難方向指示燈之有效範圍： 

依據「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二，出口標示燈及避難方向指示燈之有效範

圍指至該燈之步行距離，在下列二款之一規定步行距離以下之範圍。但有不易看清或識別該燈情形者，

該有效範圍為十公尺： 

1.依下表之規定： 

區分 步行距離（公尺） 

出口標示燈 A 級 未顯示避難方向符號者 六十 

顯示避難方向符號者 四十 

B 級 未顯示避難方向符號者 三十 

顯示避難方向符號者 二十 

C 級 十五 

避難方向指示燈 A 級 二十 

B 級 十五 

C 級 十 

2.依下列計算值： 

D＝kh 

式中，D：步行距離（公尺） 

h：出口標示燈或避難方向指示燈標示面之縱向尺度（公尺） 

k：依下表左欄所列區分，採右欄對應之 k 值 

區分 k 值 

出口標示燈 未顯示避難方向符號者 一百五十 

顯示避難方向符號者 一百 

避難方向指示燈 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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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出口標示燈、避難方向指示燈之緊急電源容量： 

依據「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一百五十五條，出口標示燈及避難方向指示燈之緊急電源應

使用蓄電池設備，其容量應能使其有效動作二十分鐘以上。但設於下列場所之主要避難路徑者，該容量

應在六十分鐘以上，並得採蓄電池設備及緊急發電機併設方式： 

1.總樓地板面積在五萬平方公尺以上。 

2.高層建築物，其總樓地板面積在三萬平方公尺以上。 

3.地下建築物，其總樓地板面積在一千平方公尺以上。 

前項之主要避難路徑，指符合下列規定者： 

1.通往戶外之出入口；設有排煙室者，為該室之出入口。 

2.通往直通樓梯之出入口；設有排煙室者，為該室之出入口。 

3.通往第一款出入口之走廊或通道。 

4.直通樓梯。 

隨著科技進步，出口標示燈、避難方向指示燈等標示設備之裝設已跳脫以往制式之規定，逐漸採性能式標

準，設計出兼顧安全又能符合場所需求的消防安全設備，營造既安全又舒適的生活環境，大大了提升消防安

全設備的價值；然而除了正確設置出口標示燈、避難方向指示燈外亦應定期實施保養檢查，以維持功能正

常，以利火災等緊急狀況引導民眾逃生使用。 

二、 為確保醫院及老人福利機構等收容避難弱勢族群場所消防安全，內政部於 107年 10月 17

日修正「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部分條文，新增「119火災通報裝置」，請說明

「119火災通報裝置」之定義及該設備認可基準之性能試驗內容。 

 醫院及老人福利機構等場所，收容避難弱勢族群之行動遲緩、無法行動或需維生器材照護，避難逃生能力明

顯不足，歷年來已因火災造成多起嚴重傷亡，為提升醫院及老人福利機構火災發生時之通報效率，消防署已

於 107 年 10 月 17 日通過「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之修正，將「119 火災通報裝置」納入各類場所

消防安全設備第九條所規範之警報設備，茲將「119 火災通報裝置」之定義及該設備認可基準之性能試驗內

容，分項作答如下：  

(一)119 火災通報裝置之定義：依據「119 火災通報裝置認可基準」，119 火災通報裝置係指火災發生時，藉由

操作手動啟動裝置或火警自動報設備之連動啟動功能，透過公眾交換電話網路與消防機關連通，以蓄積

語音進行通報，並可進行通話之裝置。 

(二)119 火災通報裝置之認可基準之性能試驗內容：依據「119 火災通報裝置認可基準」，性能試驗應視需要

以 119 火災通報裝置模擬試驗裝置及模擬電話迴路確認，性能試驗內容如下： 

1.手動啟動裝置試驗： 

依申請圖面註記之方法操作手動啟動裝置，反覆操作 10 次以上，確認可送出撥號信號。試驗時手動啟

動裝置應可輕易確實操作。同時撥號信號應立即送出，且需有完成動作時之顯示。 

2.電話迴路切換試驗 

連接 119 火災通報裝置之電話迴路通話時，操作手動啟動裝置，應可捕捉到模擬電話迴路並強制切換

至發信狀態。  

3.優先通報試驗 

操作手動啟動裝置時確認模擬消防機關為第一順位之通報對象。 

4.蓄積語音訊息試驗  

(1)透過操作手動啟動裝置，其通報信號音之基本頻率約為 800Hz±3%之單音，連續 3 音並重複 2 次。 

(2)透過連動啟動功能，其通報信號音之基本頻率為 440Hz 以上之單音，連續 2 音並重複 2 次。（第二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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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頻率約為第一音頻率的六分之五） 

(3)自動語音訊息的內容應清楚明瞭且為電子迴路所合成之女聲發音。 

(4)每一區段之蓄積語音應在 30 秒以內，蓄積語音訊息應於模擬消防機關應答時即行開始。 

5.蓄積語音等訊息送出試驗 

在揚聲器前方 50 公分位置確認模擬電話迴路送出時的撥號信號音、蓄積語音訊息及回撥信號音。測

試時聲音應明瞭且清晰。  

6.再撥號試驗 

於模擬消防機關通話時，確認可自動重新撥號。重新撥號時需持續且確實動作。 

7.通話功能及回撥應答試驗 

(1)每一區段之蓄積語音訊息應持續重複送出，直到模擬消防機關操作送出回撥信號。 

(2)模擬消防機關操作送出回撥信號時，需可正確偵測回撥信號，確認受信時可以音效表示。測試時可

聽到回撥信號之顯示。  

(3)確認對於前項之確認回撥的應答，應可進行清晰通話。 

(4)20 秒內未收到回撥信號，應可重複進行撥號。 

(5)在蓄積語音訊息送出時，以手動操作，確認可迅速切換到通話狀態，並可清晰通話。 

8.火災通報功能影響試驗 

如具火災通報以外之功能，應確認該功能動作時不會對火災通報功能造成有害之影響。測試時火災通

報功能應正常動作。  

9.預備電源切換試驗 

重複操作 3 次，確認常用電源的回路切斷時自動切換為預備電源及常用電源復歸時能自動切回常用電

源。測試時預備電源應能確實切換。 

10.電壓變動試驗 

常用電源應在額定電壓的 90﹪及 110﹪之間，預備電源應在 85﹪及 110﹪之間，確認 119 火災通報裝

置動作。測試時 119 火災通報裝置應確實動作。 

11.撥號信號等送出試驗（單機功能） 

當無電話迴路時，確認撥號信號的送出及蓄積語音訊息可清楚顯示。測試時無模擬電話迴路，撥號信

號的送出及蓄積語音訊息應可清楚顯示，且單機功能不影響其他功能。 

12.手動啟動裝置優先機能試驗 

連動啟動使蓄積語音送出時，操作手動啟動裝置後確認狀況。因連動啟動將一區段蓄積語音送出後，

應能再送出蓄積語音。 

從歷年火災案例發現：老人福利機構一旦發生火災，將發生收容長者因行動遲緩無法立即避難逃生、看護人

手不足無法同時實施滅火、通報及避難引導，及外籍看護語言不通無法正確傳達火災情資等問題，衍伸重大

人命傷亡；「一一九火災通報裝置」的規劃設置，可避免火災時延誤報案並確保火災訊息能迅速確實的通報消

防機關，除可提高火災通報之效率外，更能提升醫院及老福機構之火災安全。 

 

01 C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對於出口標示燈具閃滅或音響引導功能，下列何

者設置不當？ 

(A)設於主要出入口 

(B)與火警自動警報設備連動 

(C)由主要出入口往避難方向所設探測器動作，該出入口之出口標示燈應即動作 

(D)設置於第十二條第一款第六目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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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D 下列有關「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十二條各類場所按用途分類之描述，何

者正確？ 

(A)幼兒園為甲類場所      (B)丙類場所較著重於自動撒水滅火設備 

(C)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為甲類場所   (D)地下建築物屬於戊類場所 

03 C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有效採光面積未達該居室樓地板面積多少

時應設置緊急照明設備？ 

(A)1%    (B)3%    (C)5%    (D)10% 

04 A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5條規定，對於「視為另一場所」之規定敘

述，下列何者有誤？ 

(A)連接建築物之間距，一樓超過 3公尺，二樓以上超過 5公尺者 

(B)各類場所符合「建築技術規則」以無開口且具 1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樓地板區

劃分隔者 

(C)建築物間設有過廊，過廊有效寬度在 6公尺以下 

(D)過廊為開放式或過廊與二側建築物相連接處之開口面積在 4平方公尺以下，且設具半

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防火門 

05 B 連結送水管之出水口，應設於建築物第三層以上各層樓梯間或緊急昇降機間，且各層任

一點至出水口之最大水平距離應在多少公尺以下？ 

(A)30    (B)50    (C)70    (D)100 

06 B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二十八條規定，下列何場所應設置排煙設備？ 

(A)電影院之樓地板面積合計在三百平方公尺以上者 

(B)樓地板面積在三百平方公尺以上之居室，其天花板下方八十公分範圍內之有效通風面

積未達該居室樓地板面積百分之二者 

(C)樓地板面積在三百平方公尺以上之無開口樓層者 

(D)夜總會的舞臺部分之樓地板面積在三百平方公尺以上者 

07 B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一三三條規定，緊急廣播設備之廣播區域在一

百五十平方公尺時，應裝設何種等級揚聲器？ 

(A)XL    (B)L    (C)M    (D)S 

08 C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下列何者屬警報設備之種類？ 

(A)無線電通信輔助設備     (B)標示設備 

(C)一一九火災通報裝置     (D)緊急照明設備 

09 A 有一地下三層地上十層之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 5000平方公尺，若起火樓層位於地上一

樓時，下列那一樓層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不須鳴動？ 

(A)地上三樓   (B)地上二樓   (C)地下一樓   (D)地下三樓 

10 A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設置之排煙設備，若非為例外規定，則每層

樓地板面積每 A平方公尺內、地下建築物之地下通道每 B平方公尺，應以防煙壁區劃，

A、B為何？ 

(A)A＝500、B＝300 (B)A＝300、B＝300 (C)A＝300、B＝100  (D)A＝500、B＝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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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C 根據「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之規定，下列何者不屬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場

所、加氣站、天然氣儲槽及可燃性高壓氣體儲槽之防護設備？ 

(A)室外消防栓  (B)冷卻撒水設備  (C)自動撒水設備  (D)移動式射水槍 

12 D 下列有關手動報警設備之敘述，何者錯誤？ 

(A)二樓層共用一火警分區者，火警發信機應分別設置 

(B)建築物內裝有消防立管之消防栓箱時，火警發信機、標示燈及火警警鈴裝設在消防栓

箱上方牆上 

(C)其標示燈與裝置面成十五度角，在十公尺距離內須無遮視物且明顯易見 

(D)火警發信機之按鈕按下時，能有二十秒蓄積時間才發出火警音響，避免誤動作的產生 

13 A 依據「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22條之 1，條文規範供第十二條款六目所定

醫院之總樓地板面積達多少時，應設置「一一九火警通報裝置」？ 

(A)不論面積均應設置 (B)300平方公尺  (C)500平方公尺  (D)1000平方公尺 

14 A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中規定，各類場所於增建、改建或變更用途時，其

消防安全設備之設置，適用增建、改建或用途變更前之標準。下列那些情形，未適用增

建、改建或變更用途後之標準？ 

(A)增建或改建部分，以設置標準修正發布施行日起，樓地板面積合計佔原建築物總樓地

板面積三分之一以上時 

(B)用途變更後，未符合變更前規定之消防安全設備 

(C)其消防安全設備為滅火器 

(D)用途變更為甲類場所使用時，該變更後用途之消防安全設備 

15 C 天花板上設有出風口時，下列何種探測器應裝置於距離該出風口一點五公尺以上？ 

(A)光電式分離型  (B)火焰式   (C)差動式局限型  (D)差動式分布型 

16 D 從事瓦斯漏氣火警自動警報設備性能檢查工作時，若一回路之瓦斯漏氣檢知器有 25個

時，應選取檢查數量為多少個？ 

(A)2    (B)3    (C)4    (D)5 

17 C 依「火警探測器認可基準」規定，定溫式探測器之不動作試驗，應用較標稱動作溫度低

X ℃；而以 1 m/sec 之風速垂直吹向時，在 Y 分鐘內不動作。試問 X、Y分別為何？ 

(A)X＝5、Y＝10  (B)X＝5、Y＝5  (C)X＝10、Y＝10  (D)X＝10、Y＝5 

18 D 針對天然氣之瓦斯漏氣檢知器，應設於距瓦斯燃燒器具或瓦斯導管貫穿牆壁處水平距離

多少範圍以內？ 

(A)2 m    (B)4 m    (C)6 m    (D)8 m 

19 C 依據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作業基準規定，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局限式感熱

型探測器，在有關執行性能檢查時之檢查注意事項，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連接蓄積性能之回路，亦可先行解除其蓄積性能 

(B)選出之探測器中，發現有不良品時，應再重新抽選實施檢查 

(C)設於因水蒸氣滯留而有常時潮濕之虞場所之探測器時，應由差動式局限型試驗器或回

路試驗用按鈕等試驗器進行 

(D)非再用型探測器每次測試應輪流選取，可於圖面或檢查表上註記每次選取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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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D 揚聲器之音壓檢查及判定方法，下列何者錯誤？ 

(A)Ｌ級揚聲器音壓應在 92 分貝以上

(B)揚聲器音壓 S 級應在 84 分貝以上 87 分貝未滿

(C)廣播區域在 50 平方公尺以下時，設Ｌ級、Ｍ級或Ｓ級揚聲器

(D)設於樓梯或斜坡通道時，至少垂直距離每 15 公尺設一個 S 級揚聲器

21 C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作業基準」之規定，有關避難器具外觀檢查之下

降空地應有寬多少公分以上之避難上有效通路，通往廣場、道路？ 

(A)50公分 (B)60公分 (C)100公分 (D)120公分

22 A 下列何者非屬依法應設置出口標示燈之處所？ 

(A)安全梯內通往各樓層之出口 (B)通往戶外之防火門

(C)通往另一防火區劃之防火門 (D)居室通往走廊之出入口

23 C 建築物高度超過多少公尺時，其連結送水管應設置中繼幫浦？ 

(A)170m (B)160m (C)60m (D)50m

24 C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之規定，下列何者其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鳴動方式應

採取分區鳴動？ 

(A)三樓以上，且總樓地板面積在五千平方公尺以上

(B)四樓以上，且總樓地板面積在四千平方公尺以上

(C)五樓以上，且總樓地板面積在三千平方公尺以上

(D)六樓以上，且總樓地板面積在二千平方公尺以上

25 A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之規定，某一出口標示燈為 A 級且顯示避難方向符

號，若其標示面之縱向尺度為 0.4 m，但發現有不易看清或識別該燈情形，請問該出口

標示燈之有效範圍為多少？ 

(A)10 m (B)20 m (C)40 m (D)60 m

26 B 某工廠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之規定，設置消防專用蓄水池，若其採用機械

引水方式，則當蓄水池之有效水量為六十立方公尺時，其應設多少個以上之採水口？ 

(A)一個 (B)二個 (C)三個 (D)四個

27 A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下列哪一場所未達設置火警自動警報設備

之規定？ 

(A)總樓地板面積 300 平方公尺之公共危險物品製造場所

(B)上方有其他用途樓層之室內加油站

(C)室內儲槽場所達顯著滅火困難者

(D)室內儲存場所其高度為六公尺之一層建築物

28 A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下列哪一場所未達設置火警自動警報設備

之規定？ 

(A)總樓地板面積 300 平方公尺之公共危險物品製造場所

(B)上方有其他用途樓層之室內加油站

(C)室內儲槽場所達顯著滅火困難者

(D)室內儲存場所其高度為六公尺之一層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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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B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某大樓居室設有排煙設備，有 6個防煙區

劃，若最大防煙區劃為 50 𝑚𝑚2，試問其排煙量應為多少？

(A)50 𝑚𝑚3/分 (B)120 𝑚𝑚3/分 (C)300 𝑚𝑚3/分 (D)600 𝑚𝑚3/分

30 D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下列場所何者非屬應設置室外消防栓設備

之場所？ 

(A)建築物及儲存場所之第一層及第二層樓地板面積合計在三千平方公尺以上之高度危險

工作場所

(B)建築物及儲存場所之第一層及第二層樓地板面積合計在五千平方公尺以上之中度危險

工作場所

(C)建築物及儲存場所之第一層及第二層樓地板面積合計在一萬平方公尺以上之低度危險

工作場所

(D)同一建築基地內有二棟以上木造或其他易燃構造建築物時，建築物間外牆與中心線水

平距離第一層在三公尺以下，第二層在五公尺以下，且合計各棟第一層及第二層樓地

板面積在一千平方公尺以上者。

31 B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有關防災中心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樓地板面積應在四十平方公尺以上

(B)防災中心內不可設有供操作人員睡眠區域

(C)出入口至屋外任一出入口之步行距離在三十公尺以下

(D)冷暖、換氣等空調系統為專用

32 C 防火構造建築物之某樓層空間面積 450平方公尺，高度為 6 m，如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

探測器採差動式局限型一種，不考慮其他條件下，其設置數量至少為多少個？ 

(A)20 (B)16 (C)10 (D)8

33 B 使用性能設計之揚聲器之音壓，廣播區域內距樓地板面一公尺處，依公式𝑃𝑃 = 𝑝𝑝 +
10 log  { 𝑄𝑄/4𝜋𝜋𝑟𝑟2 + 4(1 − 𝛼𝛼)/𝑆𝑆𝛼𝛼 } 計算時，所求得之音壓至少應在多少分貝以上？

(A)70分貝 (B)75分貝 (C)85分貝 (D)90分貝

34 D 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探測器配線至少應為何種配線？ 

(A)耐火保護 (B)耐燃保護 (C)耐熱保護 (D)一般配線

35 C 差動式分布型探測器之裝置場所高度，依規定最高可裝置在多少公尺以下？ 

(A)4m (B)8m (C)15m (D)20m

36 D 某場所使用感熱型探測器，若其所使用之中繼器有 10秒之蓄積時間，則其受信總機之蓄

積時間最多可為多少？ 

(A)60秒 (B)50秒 (C)20秒 (D)10秒

37 D 連結送水管之中繼幫浦依規定全閉揚程與押入揚程合計在多少公尺以上時，應增設幫浦

使串聯運轉？ 

(A)110公尺 (B)130公尺 (C)150公尺 (D)170公尺

38 D 依照「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之規定，有關一一九火災通報裝置之設置規

定，下列何者正確？ 

　　高鋒公職 109消防設備士考前猜題 高鋒公職消防師資團隊



8 

(A)手動或自動啟動功能應擇一設定。

(B)手動啟動裝置之操作開關距離樓地板面之高度，在零點六公尺以上一點五公尺以下。

(C)設置遠端啟動裝置時，免設有可與設置一一九火災通報裝置場所通話之設備。

(D)應設於值日室等經常有人之處所。。但設有防災中心時，應設於該中心。

39 C 排放廢氣會大量滯留之場所不得設置下列何種探測器？ 

(A)差動式 (B)火焰式 (C)熱煙複合式 (D)補償式局限型

40 B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四編規定，公共危險物品等場所之滅火設備分類，

何者屬第三種滅火設備？ 

(A)室內或室外消防栓設備 (B)水霧滅火設備

(C)大型滅火器 (D)自動撒水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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