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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鋒公職 109 消防設備師 考前猜題 

《消防法規》 
 

一、 為提升有收容需維生器材、行動遲緩或無法行動之患者或年長者之長照服務等場所火災發

生時之通報效率，避免延誤報案致生重大火災事故，並確保能將火災訊息以迅速確實的通

報方法通知消防機關，以利及時應變及降低火災損害於最低限度，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

設備設置標準」規定，說明哪些場所應設置一一九火災通報裝置及其設置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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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145-1 條一一九火災通報裝置，依下列規定設置： 

一、應具手動及自動啟動功能。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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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設置遠端啟動裝置時，應設有可與設置一一九火災通報裝置場所通話之設備。 

四、手動啟動裝置之操作開關距離樓地板面之高度，在零點八公尺以上一點五公尺以下。 

五、裝置附近，應設置送、收話器，並與其他內線電話明確區分。 

六、應避免斜裝置，並採取有效防震措施。 

二、 試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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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比較第一種販賣場

所及第二種販賣場所之位置、構造及設備之異同。 

 公共危險物品之販賣場所係指下列場所： 

(一)第一種販賣場所：販賣裝於容器之六類物品，其數量未達管制量十五倍之場所。 

(二)第二種販賣場所：販賣裝於容器之六類物品，其數量達管制量十五倍以上，未達四十倍之場所。 

第一種販賣場所、第二種販賣場所位置、構造及設備之異同比較如下 

相同 應設於建築物之地面層 

相同 應在明顯處所，標示有關消防之必要事項 

相同 窗戶及出入口裝有玻璃時，應為鑲嵌鐵絲網玻璃或具有同等以上防護性能者。 

相同 調配室者，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樓地板面積應在六平方公尺以上，十平方公尺以下。 

(二)應以牆壁分隔區劃。 

(三)地板應為不滲透構造，並設置適當傾斜度及集液設施。 

(四)出入口應設置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防火門。 

(五)有積存可燃性蒸氣或可燃性粉塵之虞者，應設置將蒸氣或粉塵有效 

排至屋簷以上或室外距地面四公尺以上高處之設備。 

 第一種販賣場所 第二種販賣場所 

相異 一、牆壁應為防火構造或以不燃材料建造。

但與建築物其他使用部分之隔間牆，應

一、牆壁、樑、柱及地板應為防火構造。設有

天花板者，應以不燃材料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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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防火構造。 

二、樑及天花板應以不燃材料建造。 

三、上層之地板應為防火構造；其上無樓層

者，屋頂應為防火構造或以不燃材料建

造。 

四、窗戶及出入口應設置三十分鐘以上防火

時效之防火門窗。 

二、上層之地板應為防火構造，並設有防止火

勢向上延燒之設施；其上無樓層者，屋頂

應為防火構造。 

三、窗戶應設置三十分鐘以上防火時效之防火

窗。但有延燒之虞者，不得設置。 

四、出入口應設置三十分鐘以上防火時效之防

火門。但有延燒之虞者，應設置一小時以

上防火時效之常時關閉式防火門。 
 

三、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自動撒水設備及水道連結型自動撒水設備可適用

於那些場所？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17 條下列場所或樓層應設置自動撒水設備，但同條第三項另規定

第一項第九款所定場所，其樓地板面積合計未達一千平方公尺者，得設置水道連結型自動撒水設備： 

一、十層以下建築物之樓層，供第十二條第一款第一目所列場所使用，樓地板面積合計在三百平方公尺以上

者；供同款其他各目及第二款第一目所列場所使用，樓地板面積在一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上者。 

二、建築物在十一層以上之樓層，樓地板面積在一百平方公尺以上者。 

三、地下層或無開口樓層，供第十二條第一款所列場所使用，樓地板面積在一千平方公尺以上者。 

四、十一層以上建築物供第十二條第一款所列場所或第五款第一目使用者。 

五、供第十二條第五款第一目使用之建築物中，甲類場所樓地板面積合計達三千平方公尺以上時，供甲類場

所使用之樓層。 

六、供第十二條第二款第十一目使用之場所，樓層高度超過十公尺且樓地板面積在七百平方公尺以上之高架

儲存倉庫。 

七、總樓地板面積在一千平方公尺以上之地下建築物。 

八、高層建築物。 

九、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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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應設自動撒水設備之場所，依本標準設有水霧、泡沫、二氧化碳、乾粉等滅火設備者，在該有效範圍

內，得免設自動撒水設備。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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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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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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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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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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請

選出上列空格(a)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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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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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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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依「應實施認可之消防機具器材及設備」規定所稱噴霧式簡易滅火器，指所充填滅火藥

劑、氣體及液體等合計重量在(a)，以水或其他滅火藥劑驅動噴射壓力進行滅火用之器

具。其中(a)重量應為下列何者？ 

(A)九百公克以下  (B)七百公克以下  (C)六百公克以下  (D)五百公克以下 

05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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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

定，高閃火點物品係指下列何者？ 

(A)指閃火點在攝氏 130度以上之第四類公共危險物品。 

(B)指閃火點在攝氏 100度以上之第四類公共危險物品。 

(C)指閃火點在攝氏 130度以上之第二類公共危險物品。 

(D)指閃火點在攝氏 100度以上之第二類公共危險物品。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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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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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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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萬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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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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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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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A 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執行業務，應備業務登記簿，以書面簿冊形式或電子檔案方

式，記載委託人姓名或名稱等資料，並應妥善保存，以備各級消防機關之查核。前項業

務登記簿至少應保存()年？ 

(A)五年    (B)三年    (C)二年    (D)一年 

11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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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面臨下列何種處罰？ 

(A)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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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必要時，並得予以三個月以上一年

以下停止執行業務或停業之處分。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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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必要時，並得予以三個月以上一

年以下停止執行業務或停業之處分。 

12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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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範圍何者正確？ 

(A)理容院（觀光理髮、視聽理容等）、錄影節目帶播映場所（MTV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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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總樓地板面積在 2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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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樓地板面積在 3百平方公尺以上，其員工在 30人以上之工廠或機關（構）。 

13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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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種滅火設備：指大型滅火器。 

(C)第二種滅火設備：指自動撒水設備。 

(D)第三種滅火設備：指水霧、泡沫、二氧化碳或乾粉滅火設備。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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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點有關限期改善

案件應依裁處基準表所列期限，審酌個案給予適當改善期限，如一時無法判定，得以書

面通知該場所管理權人於(a)日內提出改善計畫書，處分機關應依改善計畫書內容，實際

審核該場所改善期限，並以書面通知。試選出下列何者為(a)答案？ 

(A)七    (B)五    (C)十    (D)三 

15 D 六類物品之儲存及處理應遵守之規定，下列何者敘述錯誤？ 

(A)第一類公共危險物品應避免與可燃物接觸或混合，或與具有促成其分解之物品接近，

並避免過熱、衝擊、摩擦。無機過氧化物應避免與水接觸。 

(B)第二類公共危險物品應避免與氧化劑接觸混合及火焰、火花、高溫物體接近及過熱。

金屬粉應避免與水或酸類接觸。 

(C)第六類公共危險物品應避免與可燃物接觸或混合，或具有促成其分解之物品接近，並

避免過熱。 

(D)第四類公共危險物品不可與火焰、火花或高溫物體接近，並避免過熱、衝擊、摩擦。 

16 B 可燃性高壓氣體儲存場所之構造、設備及安全管理應符合之規定，下列何者敘述錯誤？ 

(A)採用不燃材料構造之地面一層建築物，屋頂應以輕質金屬板或其他輕質不燃材料覆

蓋，屋簷並應距離地面 2.5公尺以上。 

(B)保持攝氏 35度以下之溫度；容器並應防止日光之直射。 

(C)周圍 2公尺範圍內，應嚴禁煙火，且不得存放任何可燃性物質。但儲存場所牆壁以厚

度 9公分以上鋼筋混凝土造或具有同等以上強度構築防護牆者，不在此限。 

(D)供 2家以上販賣場所使用者，應製作平面配置圖，註明場所之面積、數量、編號及商

號名稱等資料，並懸掛於明顯處所。 

17 D 下列有關「高度危險工作場所」之定義哪些敘述正確？ 

(A)儲存一般可燃性固體物質倉庫之高度超過 5公尺者 

(B)易燃性液體物質之閃火點未超過攝氏 40度與攝氏溫度為 37.8度 

(C)蒸氣壓超過每平方公分 2.8公斤或 0.28百萬帕斯卡（以下簡稱 MPa）者 

(D)木材加工業作業場所 

18 C 消防法第十三條所稱消防防護計畫應包括下列事項，何者錯誤？ 

(A)消防安全設備之維護管理。 

(B)防災應變之教育訓練。 

(C)防火避難設施之自行檢查：每半年至少檢查一次，檢查結果遇有缺失，應報告管理權

人立即改善。 

　　高鋒公職 109消防設備師考前猜題 高鋒公職消防師資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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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滅火、通報及避難訓練之實施；每半年至少應舉辦一次，每次不得少於 4小時，並應

事先通報當地消防機關。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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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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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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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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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B 防火構造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在(a)平方公尺以上者，應按每一、五○○平方公尺，以具

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與該處防火構造之樓地板區劃分

隔。防火設備並應具有一小時以上之阻熱性。其中(a)應為下列何者？ 

(A)一、○○○  (B)一、五○○  (C)三、○○○  (D)三、五○○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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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B 下列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應設置排煙設備場所敘述何者正確？ 

(A)供第十二條第一款及第五款第三目所列場所使用，樓地板面積合計在三百平方公尺以

上。 

(B)樓地板面積在一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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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地板面積在一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之無開口樓層。 

(D)供第十二條第一款第一目所列場所及第二目之集會堂使用，舞臺部分之樓地板面積在

三百平方公尺以上者。 

25 A 下列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應裝設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建築物，所劃定

火警分區規定何者錯誤？ 

(A)每一火警分區不得超過一樓層，並在樓地板面積五百平方公尺以下。但上下二層樓地

板面積之和在三百平方公尺以下者，得二層共用一分區。 

　　高鋒公職 109消防設備師考前猜題 高鋒公職消防師資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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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每一分區之任一邊長在五十公尺以下。但裝設光電式分離型探測器時，其邊長得在一

百公尺以下。 

(C)如由主要出入口或直通樓梯出入口能直接觀察該樓層任一角落時，第一款規定之六百

平方公尺得增為一千平方公尺。 

(D)樓梯或斜坡通道，垂直距離每四十五公尺以下為一火警分區。但其地下層部分應為另

一火警分區。 

26 D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238條有關防災中心設置規定其樓地板面積應

在(a)平方公尺以上。其中(a)應為下列何者？ 

(A)八十    (B)六十    (C)五十    (D)四十 

27 C 依「潔淨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要點」潔淨室、上回風層、下回風層及回風豎井頂部應設

置密閉濕式自動撒水設備，應符合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A)撒水頭應為快速反應型（第一種感度）。 

(B)撒水密度每平方公尺每分鐘八點一五公升以上，其計算方式由中央消防主管機關另定

之。 

(C)水源容量應在最遠之三十個撒水頭連續放射二十分鐘之水量以上。但撒水頭數未達三

十個者，依實際撒水頭數計算水量。 

(D)氣淋室得免設撒水頭。 

28 B 依「水道連結型自動撒水設備設置基準」規定，水道連結型撒水頭放水量應在每分鐘(a)

以上，最末端放水壓力應在每平方公分零點五公斤以上或零點零五百萬帕斯卡（MPa）以

上。其中(a)應為下列何者？ 

(A)二十公升   (B)三十公升   (C)五十公升   (D)八十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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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依「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認可基準」規定，住警器電池使用期限在正常使用及定時檢測(每

月 1次，每次 10秒之檢測頻率之檢測頻率)狀態下，應有(a)以上之使用。其中(a)應為

下列何者？ 

(A)3年    (B)5年    (C)6年    (D)10年 

31 A 依「防火牆及防火水幕設置基準」，下列有關防火水幕之放水量規定何者敘述正確？ 

(A)防護高度在 10公尺以下時，其每公尺水幕長度放水量應在每分鐘 100公升以上；其

防護高度超過 10公尺者，高度每增加 1公尺，放水量每分鐘應增加 10公升。 

(B)防護高度在 10公尺以下時，其每公尺水幕長度放水量應在每分鐘 100公升以上；其

防護高度超過 10公尺者，高度每增加 1公尺，放水量每分鐘應增加 20公升。 

(C)防護高度在 10公尺以下時，其每公尺水幕長度放水量應在每分鐘 100公升以上；其

防護高度超過 10公尺者，高度每增加 1公尺，放水量每分鐘應增加 30公升。 

(D)防護高度在 10公尺以下時，其每公尺水幕長度放水量應在每分鐘 100公升以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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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護高度超過 10公尺者，高度每增加 1公尺，放水量每分鐘應增加 60公升。 

32 A 依「防火牆及防火水幕設置基準」規定，防火水幕設備之緊急電源，應使用發電機設

備、蓄電池設備或具有相同效果之引擎動力系統，其供電容量時間應符合下列規定，請

選出正確者。 

(A)儲槽容量未達 1萬公秉者為 180分鐘。 

(B)儲槽容量達 1萬公秉以上者為 240分鐘。 

(C)儲槽容量達 1萬公秉以上者為 120分鐘。 

(D)儲槽容量未達 1萬公秉者為 60分鐘。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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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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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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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A 依消防法第 37條規定，下列哪些經通知限期改善，逾期不改善或複查不合規定者，處其

管理權人新臺幣 6千元以上 3萬元以下罰鍰？ 

(A)違反第 6條第 1項消防安全設備、第 4項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設置、維護之規定 

(B)違反第 6條第 2項之檢查、複查者 

(C)違反第 7條第 1項規定從事消防安全設備之設計、監造、裝置或檢修者 

(D)違反第 9條第 1項規定者 

37 A 防火管理人於初訓合格後，每(a)年至少應接受複訓一次；複訓不得少於(b)小時。 

其中(a)；(b)應分別為下列何者？ 

(A)3；6    (B)6；3    (C)2；6    (D)3；2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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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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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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C 依消防法規定參加編組人員，因接受訓練、演習、服勤致患病、受傷、身心障礙或死亡

者，依其本職身分有關規定請領各項給付。下列給付規定何者正確？ 

(A)死亡者：給與一次撫卹金八十個基數。 

(B)中度身心障礙者：十六個基數。 

(C)輕度身心障礙者：八個基數。 

(D)極重度與重度身心障礙者：三十五個基數。 

40 B 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依本法第 26條第 1項規定調查、鑑定火災原因後，應即製作

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移送當地警察機關依法處理。前項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應於火災

發生後(a)日內完成，必要時，得延長至(b)日。試問(a)+(b)應為下列何者？ 

(A)30日    (B)45日    (C)60日    (D)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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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鋒公職 109 消防設備師 考前猜題 

《火災學》 
 

一、 何謂閃火點、著火點、發火點，其差異為何？另請說明閃火點與燃燒下限之關係為何？ 

 閃火點為評定可燃性液體之危險性指標，閃火點越低則表示越易引燃而越危險。我國公共危險物品第四類易

燃液體及可燃液體即依閃火點之高低而將物質依危險性高低而做分類。 

(一)閃火點 

當可燃液體受熱而表面蒸氣濃度達燃燒下限，以火源接觸其表面而產生閃火而無法持續燃燒現象，此最

低溫度稱為閃火點。閃火點理論上為固定數值，但測試方式眾多，依不同儀器及各國測試標準方法不同

所得數據略有差異，主要測試方式可分為閉杯法及開杯法兩種。 

1.閉杯法：將可燃性液體置於封閉式容器內不與外界空氣接觸，並緩慢加熱，且將點火源定期放入液面

上方密閉空間，以測得可點燃蒸氣濃度時之溫度而得閃火點。 

2.開杯法：將可燃性液體置於開放式容器與外界空氣接觸，並緩慢加熱，且將點火源放入液面上方，以

測得可點燃蒸氣濃度時之溫度而得閃火點。唯開杯法之蒸氣會隨外界空氣而逸散，其蒸氣濃度隨液面

上之高度而有所不同，閃火點亦因點火源之高度而略有差異。 

(二)著火點 

當可燃液體受熱而表面蒸氣濃度達燃燒下限以上，以火源接觸其表面而產生可以持續燃燒現象，此最低

溫度稱為著火點。 

(三)發火點 

對可燃物加熱，而不給予火源點燃，直到被加熱物本身起燃之最低溫度稱為發火點。 

(四)差異 

1.閃火點與著火點之差異： 

為使可燃性液體之表面蒸氣濃度達可以持續燃燒現象，因此著火點時之表面蒸氣濃度應比閃火點時更

高，所以著火點比閃火點之溫度略高幾度。閃火點彽之物質(100°C 以下)，其燃燒點與閃火點之差異

較小（約 5°C 左右），閃火點高之物質兩者差別較大。 

2.發火點與閃火點及著火點之差異： 

閃火點及著火點為火源接觸其可燃性液體表面之蒸氣濃度而點燃，發火點不需火源而直接加熱使物質

本身起火燃燒。 

(五)閃火點與燃燒下限之關係 

閃火點對應可燃氣體之燃燒下限，可由下圖得知： 

由上圖可知𝑇𝑇𝐿𝐿即為閃火點，其對應燃燒下限。而著火點之溫度略高，會在𝑇𝑇𝐿𝐿右側，比其溫度稍大。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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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點即為自燃時所對應之自燃溫度點。 

消防單位平時了解轄區場所存放之公共危險物品性質及落實管理為重要課題，以達火災預防減少生命財

產損失目的，並確保消防人員救災之安全。 

二、 試回答下列問題： 

(一)何謂火羽流（Fire plume）與天花板噴射流（ceiling jet ）？ 

(二)請以 Alpert研究之結果，詳述天花板噴射流的溫度與速度。 

(三)天花板高度6 𝑚𝑚，火源熱釋放率1.69𝑀𝑀𝑀𝑀，試問離火源中心軸1.69 𝑚𝑚處，天花板噴流之

溫度為多少(℃)？(假設周圍環境溫度為20℃) 

(四)假設室內溫度(𝑇𝑇0)25℃，椅子(材質泡棉)熱釋放率𝑄𝑄為500𝑘𝑘𝑀𝑀，燃料至天花板高度為

3.5 𝑚𝑚，天花板設快速反應型撒水頭，防護半徑為2.5 𝑚𝑚，請計算該撒水頭之動作時間

𝑡𝑡𝑎𝑎𝑎𝑎𝑎𝑎。(該撒水頭標稱動作溫度𝑇𝑇𝑎𝑎為71℃，室內對流熱傳導係數𝐻𝐻𝑎𝑎為0.7，快速反應型玻

璃球𝑅𝑅𝑇𝑇𝑅𝑅值為42 𝑚𝑚1/2 − 𝑠𝑠𝑠𝑠𝑠𝑠1/2) 

 火羽流及天花板噴流於建築物火災成展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了解其現象與特性對於火災預防及火災搶救相

當重要，就其內容答復如下： 

(一)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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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天花板噴射流（ceiling jet） 

所有的建築物室內大部分的火警探測器及撒水頭都安裝於天花板。火災發生時，火羽流（fire plume）上

升撞擊天花板後沿著天花板下方水平移動，形成了天花板噴射流。由於天花板噴射流的作用，使得安裝在

天花板的探測器和撒水頭產生感應並發生警報及撒水頭撒水滅火。天花板噴射流的熱流溫度與速度是估算

火警探測器及撒水頭動作的重要基礎。 

 

(二)Alpert 研究之經驗公式如下： 

△ 𝑇𝑇 =
16.9𝑄𝑄2/3

𝐻𝐻5/3 ，
𝑅𝑅
𝐻𝐻
≤ 0.18；𝑉𝑉 = 0.96 �

𝑄𝑄
𝐻𝐻
�
1/3

，
𝑅𝑅
𝐻𝐻
≤ 0.15 

△ 𝑇𝑇 =
5.38 �𝑄𝑄𝑅𝑅�

2/3

𝐻𝐻
，
𝑅𝑅
𝐻𝐻

> 0.18；𝑉𝑉 =
0.195𝑄𝑄1/3𝐻𝐻1/2

𝑅𝑅5/6 ，
𝑅𝑅
𝐻𝐻

> 0.15 

其中△ 𝑇𝑇：熱煙流溫度與環境溫度差（℃） 

   𝑉𝑉：熱煙流平均速度（𝑚𝑚 𝑠𝑠⁄ ） 

   𝑄𝑄：火源熱釋放率（𝑘𝑘𝑀𝑀） 

   𝐻𝐻：可燃物與天花板距離（𝑚𝑚） 

   𝑅𝑅：天花板位置與火源中心軸間距離（𝑚𝑚） 

以上關係式中不難發現為對應了二個不同的流動特點區域，上面溫度及速度的第一式對應帶火羽流撞擊

天花板附近熱氣流轉向的區域，在這一區域內最大溫度與最大速度與水平距離無關。溫度及速度的第二

式，則對應了熱氣流轉向後水平流動的區域。 

　　高鋒公職 109消防設備師考前猜題 高鋒公職消防師資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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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𝑇𝑇 = 16.9𝑄𝑄2/3

𝐻𝐻5/3 ，
𝑅𝑅
𝐻𝐻
≤ 0.18；△ 𝑇𝑇 =

5.38�𝑄𝑄𝑅𝑅�
2/3

𝐻𝐻
，

𝑅𝑅
𝐻𝐻

> 0.18 

其中△ 𝑇𝑇：熱煙流溫度與環境溫度差（℃） 

   𝑉𝑉：熱煙流平均速度（𝑚𝑚 𝑠𝑠⁄ ） 

   𝑄𝑄：火源熱釋放率（𝑘𝑘𝑀𝑀） 

   𝐻𝐻：可燃物與天花板距離（𝑚𝑚） 

   𝑅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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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𝑀𝑀𝑀𝑀＝1690𝑘𝑘𝑀𝑀 

△ 𝑇𝑇 =
5.38 �𝑄𝑄𝑅𝑅�

2/3

𝐻𝐻
=

5.38 �1690
1.69 �

2/3

6
= 109.6(℃) 

故天花板噴流之溫度為：20 + 109.6 = 129.6(℃) 

(四) 

利用 Alpert 經驗公式求出 𝑇𝑇𝑗𝑗𝑗𝑗𝑎𝑎 = 77.57(℃) 𝑈𝑈𝑗𝑗𝑗𝑗𝑎𝑎 = 1.349(𝑚𝑚 𝑠𝑠⁄ ) 

再帶入撒水頭動作時間公式 𝑡𝑡𝑎𝑎𝑎𝑎𝑎𝑎 =
𝑅𝑅𝑇𝑇𝑅𝑅

�𝑈𝑈𝑗𝑗𝑗𝑗𝑎𝑎
𝑙𝑙𝑙𝑙 �

𝑇𝑇𝑗𝑗𝑗𝑗𝑎𝑎 − 𝑇𝑇0
𝑇𝑇𝑗𝑗𝑗𝑗𝑎𝑎 − 𝑇𝑇0

� 

可得 𝑡𝑡𝑎𝑎𝑎𝑎𝑎𝑎 = 75.2(𝑠𝑠) 

藉由天花板噴射流的熱流溫度與速度估算火警探測器及撒水頭動作時間，可供消防安全設計使用，以達

初期避難逃生及初期滅火之目的。 

三、 國內鐵皮屋建築型態相當常見，請分析若同樣室內空間(長度、寬度、高度一樣，且開口

大小一樣)之混凝土磚造(熱傳導係數 𝑘𝑘 = 0.00073  𝑘𝑘𝑀𝑀 𝑚𝑚 − 𝑘𝑘⁄ ，厚度 22 公分)及鐵皮構造

(熱傳導係數 𝑘𝑘 = 0.054  𝑘𝑘𝑀𝑀 𝑚𝑚 − 𝑘𝑘⁄ ，厚度 1.5 公分)材質，何者發生火災較易發生閃燃？另

請描述鐵皮屋火災之危險性為何？ 

 現今經濟因素與現代建築物構造設計改變，國內中小型工廠或一般住宅之加蓋模式，常使用鐵皮屋建築型

態，此類建築形態火災時有所聞，且常造成重大之生命財產損失，其相關特性答復如下： 

(一)鐵皮屋及混凝土磚造建築物閃燃分析 

1.發生閃燃與周壁性質關係： 

若建築物內燃燒之熱釋放率達閃燃所需之能量，則發生閃燃。 

閃燃所需能量公式可用𝑀𝑀.𝑄𝑄.𝐻𝐻.所提之公式計算 𝑄𝑄𝐹𝐹𝐹𝐹 = 610�ℎ𝑘𝑘𝐴𝐴𝑇𝑇𝐴𝐴0�𝐻𝐻0�
1/2

，其中 ℎ𝑘𝑘  為有效熱傳係

數，其與周壁材質有關，若熱傳導係數大，則有效熱傳係數大，發生閃燃所需之熱量越大。其意義為

若周壁之熱傳導若大，則熱易由周壁散失，火場溫度相對低，因此需較大之熱釋放率才能達發生閃燃

所需之能量，相對發生閃燃時間也較長；反之，若周壁之熱傳導小，則熱蓄積於空間不易散失，則容

易達閃燃所需能量，且較快發生閃燃。 

2.周壁之熱傳導係數(熱慣性)分析： 

鐵皮屋周壁為金屬材質，易進行熱傳導，於火災成長會有大量熱散失，因此若要發生閃燃，需比混凝

土磚造(熱傳導係數 𝑘𝑘 = 0.00073 𝑘𝑘𝑀𝑀 𝑚𝑚 − 𝑘𝑘⁄ ，厚度 22 公分)材質更大之熱釋放率，因此相對較不易發

生閃燃，且若發生閃燃，閃燃時間也較長。 

3.內部裝潢材料分析： 

但實際鐵皮屋為防止生鏽及美觀塗上烤漆層，且為隔音、隔熱，多覆置厚泡棉層，此可燃性漆層及泡

棉為可燃性材質，裝修於周壁，會助長火勢，且隔熱材質亦使得熱慣性變小，而使熱不易散失，使閃

燃更容易發生，閃燃時間亦減少。 

　　高鋒公職 109消防設備師考前猜題 高鋒公職消防師資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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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從以上分析，可知鐵皮材質周壁，若其不含裝修材質等易燃物，如烤漆、泡棉等，則其較混凝土磚造

材質不易發生閃燃。但依實際情形，鐵皮周壁多有隔熱等可燃物質助長火勢，使得閃燃更易發生或閃

燃時間減短。 

(二)鐵皮屋火災之危險性 

1.無防火區劃 

鐵皮屋各戶間之牆壁為金屬材質，在屋頂端會有些微縫隙，且牆面鐵皮重疊處受熱後就會變形而產生

縫隙，以及夾層與樓層地板大多使用木板材質，有燒穿及不穩固的情形，再加上樓梯與貨梯無防火材

質的牆面區隔等無防火區劃之情 形，均是煙蔓延的流通途徑，而無法有效阻擋火勢延燒。  

2.火勢快速延燒 

鐵皮屋各戶間之牆壁與內部隔間大多無防火時效，而且與鄰棟鐵皮屋無適當間距，兩棟鐵皮屋間之通

行道路大多不寬，甚至緊鄰搭建。火煙易從屋頂端及牆面鐵皮縫隙流竄，且棟距不足，使鄰近場所之

可燃物受輻射熱影響，造成火勢極易延燒，再加上風向因素，下風處延燒速度就更為快速，使消防人

員難以阻隔延燒。 

3.火載量大、火災猛烈度高 

倉庫與工廠為鐵皮屋的主要用途，場所內存放許多物品、貨物、生產原料與成品，起火燃燒時就有大

量可燃物助長火勢。  

4.內部空間可蓄積大量高溫濃煙  

鐵皮屋均為樓層挑高建築，發生火災時，起火場所內部可蓄積大量濃煙，同時也會快速從鐵皮縫隙往

鄰近場所流竄，使消防人員搶救不易。  

5.閃燃與爆燃危害  

鐵皮屋內部可蓄積大量高溫濃煙，且濃煙會從鐵皮縫隙往鄰近場所流竄蓄積，若是夜間或假日發生火

災，消防人員破門搶救可能處於閃燃與爆燃的危害中。 

6.場所內危險物品種類與數量難掌控  

鐵皮屋用途大多為工廠或倉庫，內部除存放大量貨品及原物料外，儲存或處理危險物品即是搶救上最

大的隱憂。  

7.大多數場所未設系統式消防安全設備  

業者搭建鐵皮屋時，為規避設置系統式消防安全設備，場所面積大多以免設系統式消防安全設備為

主，僅需設置滅火器、標示設備與緊急照明燈等設備。 

8.連棟式鐵皮屋不易判斷起火場所  

連棟式鐵皮屋發生火災時，若是場所門窗均是關閉狀態，火勢在內部悶燒，濃煙亦在起火場所內與鄰

近場所流竄蓄積，外觀只有大量白煙或灰煙，在有明顯火焰冒出、外牆鐵皮變色或明顯的黑色濃煙等

徵象之前，在外部則不易確定起火燃燒場所。  

9.建築物倒塌與夾層坍塌危害  

鐵皮屋之樑柱結構與內部夾層為金屬材質，受到火焰與高溫濃煙加熱會有變形、彎曲與坍塌等情形

(鋼材在550℃ 至 600℃ 時強度會折損 33% 至 50% )，而且若為連棟式鐵皮屋，在彎曲與倒塌過程

中，將拉扯鄰近場所之樑柱，有鄰近場所結構之疑慮，若內部有夾層空間，則不可在夾層下方或夾層

上作業。 

10.貨架與物品倒塌危害  

場所內貨架及堆疊之物品，起火燃燒後會改變其結構及穩定度，且救災人員因搶救行動而移動貨架及

物品，致使貨架與物品較不穩固，而有壓傷救災人員與阻斷進出動線之虞，若樓板或夾層地板材質為

木材，物品亦可能從救災人員上方掉落。  

11.供人居住逃生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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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皮屋內供人居住之房間通常設在夾層，逃生出口只有場所的主要出入口，無第二個可通到戶外的樓

梯和出口，而且隔間裝潢均為無法阻擋火勢延燒的材質，場所內發生火災時，人員則不易逃生。 

12.救災人員在場所內部定向及定位困難  

鐵皮屋建築大多做為工廠或倉庫使用，內部除有辦公室隔間外，其餘面積大多放置機台、貨架與貨物

等，救災人員在場所內部難以定向與定位，易有迷失方向之情形。   

13.搶救水源不足  

鐵皮屋建築大多位於農地或偏遠山區，因消防栓設置數量較少，水壓也會較住宅區小且不穩定，可能

會有搶救水源中斷而使救災人員發生危險情形。 

由上述可知，鐵皮建築因設計不良或使用不當，往往產生特殊且快速燃燒現象，除住戶逃生避難不易外，更

增加消防搶救上之困難，因而造成人命、財產損失慘重之悲劇，若採用耐燃之石膏板或矽酸鈣板作內襯材，

其隔熱與防火效果會較佳，使閃燃時間增加，減少延燒速度。消防人員搶救亦應了解其危害特性及其存放何

種物質，切勿貿然進入搶救，以確保自身安全。 

四、 若一定量之可燃物於室內燃燒時，一部分熱量會化為火焰向窗外噴出，請說明此一燃燒時

的熱平衡方程式？何謂火災溫度因子與繼續時間因子？ 

 火場之溫度及燃燒持續時間，決定火災猛烈度之大小，因此可藉由火災溫度因子與繼續時間因子，評估火場

溫度之高低與燃燒時間之長短，就其相關內容答復如下： 

(一)熱平衡方程式 

耐火建築物因燃燒速度與發熱速度受到限制，火災溫度也受影響。如室內可燃物一定量燃燒，所產生的

熱非全部於室內燃燒，有一部分會轉化成火焰向窗外噴出，於外部發熱。譬如：木材 1 公斤產生熱量約

為3600 𝑘𝑘𝑠𝑠𝑘𝑘𝑙𝑙 𝑘𝑘𝑘𝑘⁄ ，如處於最盛期，其燃燒率約為60~80％，此時室內發熱量總和如下： 

𝑄𝑄𝑇𝑇 = 𝑄𝑄𝑊𝑊 + 𝑄𝑄𝐵𝐵 + 𝑄𝑄𝐿𝐿 + 𝑄𝑄𝑅𝑅 

𝑄𝑄𝑇𝑇：室內發熱量   

𝑄𝑄𝑊𝑊：周壁吸熱量   

𝑄𝑄𝐵𝐵：由窗外向外輻射熱量 

𝑄𝑄𝐿𝐿：向外噴出火焰散失的熱 

𝑄𝑄𝑅𝑅：提升室內氣體達火災溫度所需的熱量 

由上述熱平衡關係式可得知火災溫度與燃燒速度(𝑅𝑅)成正比，與室內表面積 𝐴𝐴𝑟𝑟 成反比，並可經計算以求

得火災溫度。 

(二)溫度因子（Temperature Factor） 

火災溫度曲線因室內條件之差異，有時較標準曲線高，有時較低，曲線之高低可由溫度因子(其與開口

及室內表面積有關)決定，一般標準曲線其溫度因子為 0.06 ，若溫度因子為 0.12 時，溫度曲線超過

 1000℃ 。若溫度因子在 0.015 ，則溫度曲線在 600℃ 以下。溫度因子定義如下： 

溫度因子 =
𝐴𝐴0 × �𝐻𝐻0

𝐴𝐴𝑟𝑟
 

𝐴𝐴0：開口面積（𝑚𝑚2） 

𝐻𝐻0：開口高度（𝑚𝑚） 

𝐴𝐴𝑟𝑟：地板、牆壁與天花板之表面積總合（𝑚𝑚2） 

(三)火災持續時間 

火災進入最盛期，其燃燒速度大致呈一定狀態，火災持續時間，由下列公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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𝑡𝑡 =
𝑀𝑀′
𝑅𝑅

=
𝑀𝑀 × 𝐴𝐴𝐹𝐹

𝑅𝑅
=
𝑀𝑀
5.5

×
𝐴𝐴𝐹𝐹

𝐴𝐴0 × �𝐻𝐻0
 

𝑡𝑡：持續時間(𝑚𝑚𝑚𝑚𝑙𝑙) 

𝑀𝑀：單位面積可燃物之量（𝑘𝑘𝑘𝑘 𝑚𝑚2⁄ ） 

𝐴𝐴𝐹𝐹：樓地板面積（𝑚𝑚2） 

𝑀𝑀′：室內可燃物量(𝑘𝑘𝑘𝑘) 

𝑅𝑅：燃燒速度(𝑘𝑘𝑘𝑘 𝑚𝑚𝑚𝑚𝑙𝑙⁄ ) = 5.5 × 𝐴𝐴0 × �𝐻𝐻0 

其中定義
𝐴𝐴𝐹𝐹

𝐴𝐴0 × �𝐻𝐻0
為繼續時間因子。 

吾人可由上述之火災溫度及燃燒持續時間，求得溫度時間曲線，進而得出火災猛烈度，以評估此區劃空間之

結構抗火時效是否能承受此火場之火災猛烈度，避免結構因火害受損而造成坍塌等救災安全之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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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鋒公職 109 消防設備師 考前猜題 

《水系統消防安全設備》 
 

一、 試說明岸壁、碼頭設置室外儲槽之顯著滅火困難場所，為了保障該處場所發生火災後，能

自力保障安全，儲存何種公共危險物品應設置固定式泡沫滅火設備，另為了確保海面安全

需設置哪些滅火設備並說明其性能為何？ 

 經查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215 條，有關設置公共危險物品種類及防範海面安全外需設置泡沫射

水槍滅火設備其性能分述如下： 

(一)閃火點在攝氏四十度以下之第四類公共危險物品，除設置固定式泡沫滅火設備外，應設置泡沫射水槍滅

火設備。 

(二)泡沫射水槍性能如下： 

1.應能防護該場所位於海面上前端之水平距離 15 公尺以內之海面 

2.距離注入口及其附屬之公共危險物品處理設備各部分之水平距離在 30 公尺以內，其設置個數在 2 具

以上。  

3.泡沫射水槍為固定式，並設於無礙滅火活動及可啟動、操作之位置。  

4.泡沫射水槍同時放射時，射水槍泡沫放射量為每分鐘 1900 公升以上， 且其有效水平放射距離在 30

公尺以上。 

5.水源容量：使用泡沫射水槍時，在 2 具射水槍連續放射 30 分鐘之水量以上。 

(1900(𝑙𝑙/𝑚𝑚𝑚𝑚𝑚𝑚) × 20(𝑚𝑚𝑚𝑚𝑚𝑚) × 2 = 76(𝑚𝑚3)) 

泡沫射水槍係針對原油船舶停靠岸邊輸送時之安全防護，故其放射性能及水源需求鈞較一般滅火設備大。 

二、 水霧滅火設備用於電信機械室等高電壓空間時，其設置時有那些應特別考量事項、並比較

一般場所與公共危險物品場所設置水霧滅火設備，試述之。 

 水霧滅火設備係藉由其特殊噴頭放射細微之水霧，不同於撒水頭藉此防範 A、B、C 類火災，有關電信機械室

等高電壓空間時，其設置時考量事項、及一般場所與公共危險物品場所設置水霧滅火設備比較說明如下： 

(一)依據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66 條，水霧噴頭與高壓電氣設備必須保持電器絕緣距離，避免

感電事故發生。 

離開距離(mm) 
電壓(KV) 

最低 標準 

150 250 7 以下 

200 300 10 以下 

300 400 20 以下 

400 500 30 以下 

700 1000 60 以下 

800 1100 70 以下 

1100 1500 100 以下 

1500 1900 140 以下 

2100 2600 200 以下 

2600 3300 345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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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般場所與公共危險物品場所設置水霧滅火設備比較如下： 

 
一般場所 

公共危險物品場所 
汽車修理廠等 引擎試驗室等 

放射密度 20(𝑙𝑙/𝑚𝑚𝑚𝑚𝑚𝑚𝑚𝑚2) 10(𝑙𝑙/𝑚𝑚𝑚𝑚𝑚𝑚𝑚𝑚2) 20(𝑙𝑙/𝑚𝑚𝑚𝑚𝑚𝑚𝑚𝑚2) 

放射壓力 2.7 𝑘𝑘𝑘𝑘𝑘𝑘/𝑐𝑐𝑚𝑚2 3.5 𝑘𝑘𝑘𝑘𝑘𝑘/𝑐𝑐𝑚𝑚2 3.5 𝑘𝑘𝑘𝑘𝑘𝑘/𝑐𝑐𝑚𝑚2 

放射區域 每一區域在 50 𝑚𝑚2以上 

1.每一區域在 150 𝑚𝑚2以上 

2.防護對象之面積未滿 150 𝑚𝑚2者，以其

實際面積計算之。 

放射時間  30min 

水源容量 

1.20 立方公尺以上。 

2.但放射區域在 2 區域以上者，應保持 40

立方公尺以上。 

水源容量在最大放射區域，全部水霧噴頭

繼續放水 30 分鐘之水量以上。 

20(𝑙𝑙/𝑚𝑚𝑚𝑚𝑚𝑚𝑚𝑚2) × 150𝑚𝑚2 × 30𝑚𝑚𝑚𝑚𝑚𝑚 = 90𝑚𝑚3 

緊急電源 30min 45min 

水霧滅火設備使用一齊開放方式，利用較高之壓力噴出細微水粒子，藉此應用 C 類火災。 

三、 試說明第二種室內消防栓為何可以應用於醫療院所及其性能為何？並說明消防水帶耐水壓

測試應如何實施、並簡述針對室內消防栓設備、室外消防栓設備補助撒水栓、移動式泡沫

滅火設備、連結送水管(11層以上之水帶箱)、射水設備、其測試壓力為何？ 

 目前國內修正之第二種室內消防栓與日本廣範圍型第二號消防栓類似，因其使用保型水帶方便操作可縮短初

期火災滅火操作時間、滅火需水量降低且易於一人操作，可大幅改善醫療院所、老人服務及長照等弱勢存在

場所於火災初期使用室內消防栓使用率及可靠度： 

(一)第二種室內消防栓性能說明如下： 

1.防護範圍：25m 以下 

2.放水壓力：1.7(𝑘𝑘𝑘𝑘𝑘𝑘/𝑐𝑐𝑚𝑚2) 

3.放水量：80 (l/min) 

4.放射時間：20(min) 

5.數量 N≦2 

6.配件： 

(1)消防栓：25mm。 

(2)30 公尺之皮管或消防用保形水帶。 

(3)瞄子：直線水霧兩用且具備容易開關裝置。 

(二)經查「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作業基準」，有關耐水壓試驗說明如下： 

1.製造年份超過 10 年或無法辨識製造年份之水帶，應將消防水帶兩端之快速接頭連接於耐水壓試驗

機，並利用相關器具夾住消防水帶兩末端處，經確認快速接頭已確實連接及水帶內(快速接頭至被器

具夾住處之部分水帶)無殘留之空氣後，施以一定壓力以上水壓試驗 5 分鐘合格，始得繼續使用。但

已經水壓試驗合格未達 3 年者，不在此限。 

2.測試步驟： 

(1)經外觀目視消防水帶製造年份如超過 10 年或無法判斷該消防水帶之製造年份者。 

(2)將消防水帶兩端之快速接頭自水帶箱取下，並連接至耐水壓試驗機之測試端及確認該接頭已確實連

接。 

(3)將消防水帶置於夾具上，並利用該夾具稍微固定水帶，為避免水帶受損，得利用保護膠條保護受測

消防水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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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確認耐水壓試驗機內有足夠之水源後，將測試端耐壓接頭開關開啟，利用水幫浦(手動或電動方式)

將水緩緩注入待測水帶中，確定水帶內已充滿水後，將夾具完全緊密固定，並將壓力表下方洩壓開

關稍微打開排氣後關閉，使水帶內(快速接頭至被器具夾住處之部分水帶)無殘留之空氣。 

(5)持續加水壓至該消防水帶規定之試驗壓力後，將加壓閥進水開關(手動型)關閉，並計時 5 分鐘，期

間觀察水帶是否有漏水狀況，若 5 分鐘後無洩漏情形，即屬試驗合格。後續則將洩壓開關打開洩

壓，並鬆開夾具及快速接頭後，將試驗完畢之水帶歸位。 

(三)耐水壓測試壓力說明如下： 

1.室內消防栓設備 7 𝑘𝑘𝑘𝑘𝑘𝑘/𝑐𝑐𝑚𝑚2 

2.室外消防栓設備 6 𝑘𝑘𝑘𝑘𝑘𝑘/𝑐𝑐𝑚𝑚2 

3.補助撒水栓 7 𝑘𝑘𝑘𝑘𝑘𝑘/𝑐𝑐𝑚𝑚2 

4.移動式泡沫滅火設備 7 𝑘𝑘𝑘𝑘𝑘𝑘/𝑐𝑐𝑚𝑚2 

5.連結送水管(11 層以上之水帶箱) 7 𝑘𝑘𝑘𝑘𝑘𝑘/𝑐𝑐𝑚𝑚2 

6.射水設備 6 𝑘𝑘𝑘𝑘𝑘𝑘/𝑐𝑐𝑚𝑚2 

針對建築物初期火災，第二種室內消防栓之可及性，均可以由一個人平順地進行獨立操作，且瞄子有切換柱

狀射水或霧狀射水功能，以利初期撲滅火勢。 

四、 某一汽車修護廠，其長、寬、高各為 10m、10m、10m，內有一防護對象物，大小為 10m × 

5m × 6m（高），採用高發泡放出口及第三種膨脹比泡沫，泡沫原液濃度為 3%，且其防護區

域開口部能在泡沫水溶液放射前自動關閉，充滿配管之泡沫水溶液量為 0.8 𝑚𝑚3，請求出： 

(一)冠泡體積為多少（𝑚𝑚3）？（5分） 

(二)高發泡放出口至少應設置幾個？（5分） 

(三)每個高發泡放出口之放射量為多少（L/min）？（5分） 

(四)最小水源容量為多少（𝑚𝑚3）？（5分） 

(五)泡沫原液量為多少（L）？（5分） 

 依題意今有一汽車修護廠，其長、寬、高各為 10m、10m、10m，內有一防護對象物，大小為 10m × 5m × 6m

（高），採用高發泡放出口及第三種膨脹比泡沫，其本題計算方式說明如下：  

(一)冠泡體積：(設置標準第 73 條) 

冠泡體積指防護區域自樓地板面至高出防護對象最高點零點五公尺所圍體積= 10 × 10 × (6 + 0.5) =

650 𝑚𝑚3 

(二)高發泡放出口設置個數：(設置標準第 73 條) 

高發泡放出口在防護區域內，樓地板面積每 500 𝑚𝑚2至少設置一個，因此個數 𝑁𝑁 = 100/500 = 0.5 須設置

1 個高發泡放出口。 

(三)每個高發泡放出口之放射量（L/min）：(設置標準第 73 條) 

1.依題意汽車修護廠使用第三種膨脹比泡沫水溶液放射量為 0.16(𝑙𝑙/𝑚𝑚𝑚𝑚𝑚𝑚𝑚𝑚3) 

2.因此高發泡放出口之放射量為 0.16 × 650 = 104(𝑙𝑙/𝑚𝑚𝑚𝑚𝑚𝑚)。 

3.每個高發泡放出口之放射量（L/min）= 104/1 = 104(𝑙𝑙/𝑚𝑚𝑚𝑚𝑚𝑚) 

(四)最小水源容量（𝑚𝑚3）：(設置標準第 76 條) 

1.冠泡體積泡沫水溶液量 0.008 𝑚𝑚3/𝑚𝑚3 × (650) = 5.2 𝑚𝑚3 

2.充滿配管之泡沫水溶液量為 0.8 𝑚𝑚3 

3.因此水溶液量為 (5.2 + 0.8)1.2 = 7.2 𝑚𝑚3 

(五)泡沫原液量（L）(第 78 條、第 79 條) 

1.泡沫原液儲存量，依第七十六條規定核算之水量與使用之泡沫原液濃度比核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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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題意使用水成膜泡沫滅火藥劑濃度為 3% 

3.因此泡沫原液儲存量= 7.2 × 3% = 0.216 𝑚𝑚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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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鋒公職 109 消防設備師 考前猜題 

《化學系統消防安全設備》 
 

一、 今有一鍋爐房長 10公尺、寬 10公尺、高 10公尺，其無法自動關閉之開口部面積為 50平

方公尺，如欲在此區域設置二氧化碳高壓式全區放射滅火設備防護時，試回答以下問題： 

(一)試評估其開口大小是否符合規定？ 

(二)需多少公斤的𝐶𝐶𝐶𝐶2滅火藥劑量為多少？ 

(三)使用容積為 68公升、充填比為 1.5之鋼瓶時，需要多少鋼瓶 

(四)若採自然排放方式時，所需最小開口面積為多少𝑚𝑚2？ 

 經查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有關𝐶𝐶𝐶𝐶2全區放射方式檢討順序說明如下： 

(一)開口部檢討(第 86 條)： 

1.開口部位於距樓地板面高度 2/3 以下部分，應在滅火藥劑放射前自動關閉。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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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以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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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以下。 

3.前項第三款圍壁面積，指防護區域內牆壁、樓地板及天花板等面積之合計。 

4.依題意，供其他場所使用： 

(1)防護區域體積值：10 𝑚𝑚 × 10 𝑚𝑚 × 10 𝑚𝑚 = 1000 𝑚𝑚3 

(2)圍壁面積：2 × 〔(10 × 10) + (10 × 10) + (10 × 10)〕 = 600 𝑚𝑚2 

(3)不設自動關閉裝置之開口部總面積：600 × 10% = 60 𝑚𝑚2 

(4)無法自動關閉之開口部面積為 50 𝑚𝑚2 < 60 𝑚𝑚2，可免設自動關閉，符合規定但仍需補充開口洩漏

量。 

(二)二氧化碳滅全區放射方式滅火藥劑量(第 83 條)： 

設置場所 電信機

械室、

總機室 

其   他 

五十立方

公尺未滿 

五十立方公尺

以上一百五十

立方公尺未滿 

一百五十立方

公尺以上一千

五百立方公尺

未滿 

一千五百立

方公尺以上 

每立方公尺防護區域所需滅

火藥劑量 (𝑘𝑘𝑘𝑘 𝑚𝑚3⁄ ) 

1.2 1.0 0.9 0.8 0.75 

每平方公尺開口部所需追加

滅火藥劑量 (𝑘𝑘𝑘𝑘 𝑚𝑚2⁄ ) 

10 5 5 5 5 

滅火藥劑之基本需要量 (𝑘𝑘𝑘𝑘)       1200 50 135 1200 

1.依題意，某防護區域長 10 公尺、寬 10 公尺、高 10 公尺，其無法自動關閉之開口部面積為 50 平方公

尺。 

2.假設為其他場所： 

(1)防護區域體積值 10 𝑚𝑚 × 10 𝑚𝑚 × 10 𝑚𝑚 = 1000 𝑚𝑚3 

(2)滅火藥劑量： 1000 × (0.8) + 50 × (5) = 1050 𝑘𝑘𝑘𝑘 

(3)1050 𝑘𝑘𝑘𝑘 >基本量 135 𝑘𝑘𝑘𝑘，應取 1050 𝑘𝑘𝑘𝑘。 

　　高鋒公職 109消防設備師考前猜題 高鋒公職消防師資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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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啟動用小鋼瓶數量 

1.充填比=公升/公斤，每一支啟動用小鋼瓶可充填 45 公斤。 

2.數量= 1050/45 = 23.3，應設 24 支。 

(四)採自然排放方式時，所需最小開口面積計算如下：採自然排放時，設有能開啟之開口部，其面向外氣部

分(限防護區域自樓地板面起高度三分之二以下部分)之大小，占防護區域樓地板面積百分之十以上，且

容易擴散滅火藥劑。，其最小開口面積計算如下： 

1.樓地板面積10 𝑚𝑚 × 10 𝑚𝑚 = 100 𝑚𝑚2 

2.最小開口面積 ≧ 100 𝑚𝑚2 × 10% = 10 𝑚𝑚2 

二、 某防護空間長 10公尺、寬 10公尺、高 10公尺，無法自動關閉之開口部長 5公尺、寬 10

公尺，欲設置加壓式第三種乾粉全區放射滅火設備進行防護時，該滅火藥劑滅火之化學反

應方程式為何？請評估是否符合免設自動關閉裝置之規定？最少需要多少乾粉滅火藥劑

量？在 35℃，表壓力 0𝑘𝑘𝑘𝑘/𝑐𝑐𝑚𝑚2時，加壓用 𝑁𝑁2氣體需幾公升？其加壓用氣體容器應依那些

規定設置？ 

 依據各類場所 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之規定，有關乾粉滅火設備相關敘述如下： 

(一)第三種乾粉滅火藥劑化學反應方程式： 

1.2𝑁𝑁𝐻𝐻4𝐻𝐻2𝑃𝑃𝐶𝐶4 磷酸二氫胺→ 2𝐻𝐻3𝑃𝑃𝐶𝐶4 磷酸＋2𝑁𝑁𝐻𝐻3 (190℃) 

2.𝐻𝐻3𝑃𝑃𝐶𝐶4 → 𝐻𝐻3𝑃𝑃2𝐶𝐶7 焦磷酸＋𝐻𝐻2𝐶𝐶 (216℃) 

3.𝐻𝐻3𝑃𝑃2𝐶𝐶7 → 𝐻𝐻𝑃𝑃𝐶𝐶3 偏磷酸＋𝐻𝐻2𝐶𝐶 (360℃) 

4.𝐻𝐻𝑃𝑃𝐶𝐶3 → 𝑃𝑃2𝐶𝐶5 五氧化二磷＋𝐻𝐻2𝐶𝐶 

(二)開口部檢討(第 86 條)： 

1.開口部位於距樓地板面高度 2/3 以下部分，應在滅火藥劑放射前自動關閉。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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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以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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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以下。 

3.前項第三款圍壁面積，指防護區域內牆壁、樓地板及天花板等面積之合計。 

4.依題意，供其他場所使用： 

(1)防護區域體積值： 10 𝑚𝑚 × 10 𝑚𝑚 × 10 𝑚𝑚 = 1000 𝑚𝑚3 

(2)圍壁面積： 2 × 〔(10 × 10) + (10 × 10) + (10 × 10)〕 = 600 𝑚𝑚2  

(3)不設自動關閉裝置之開口部總面積：600 × 10% = 60 𝑚𝑚2 

(4)無法自動關閉之開口部面積為 50 𝑚𝑚2 < 60 𝑚𝑚2，可免設自動關閉，但仍需補充開口洩漏量。 

(三)全區放射乾粉滅火藥劑量計算如下： 

1.乾粉滅火設備之放射方式、通風換氣裝置、防護區域之開口部、選擇閥、啟動裝置、音響警報裝置、

安全裝置、緊急電源及各種標示規格，準用第八十二條、第八十五條、第八十六條、第九十條至第九

十三條、第九十五條及第九十七條規定設置。 

2.有效補充開口洩漏量(第 82 條)： 

(1)全區放射方式係指用不燃材料建造之牆、柱、樓地板或天花板等區劃間隔，且開口部設有自動關閉

裝置之區域，其噴頭設置數量、位置及放射量應視該部分容積及防護對象之性質作有效之滅火。但

能有效補充開口部洩漏量者，得免設自動關閉裝置。 

(2)依題意，無法自動關閉之開口部面積為 3 𝑚𝑚2，應有效補充開口部洩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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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全區放射方式滅火藥劑量(第 99 條)： 

乾粉藥劑種類 

第一種乾粉 

(主成份碳

酸氫鈉 

第二種乾粉 

(主成份碳酸氫鉀) 

第三種乾粉 

(主成份磷酸二氫銨) 

第四種乾粉 

(主成份碳酸氫

鉀及尿素化合

物) 

每立方公尺防護區域所需滅火藥劑量 

(𝑘𝑘𝑘𝑘/𝑚𝑚2) 
0.6 0.36 0.24 

每平方公尺開口部所需追加滅火藥劑量 

(𝑘𝑘𝑘𝑘/𝑚𝑚2) 
4.5 2.7 1.8 

(1)依題意，某防護區域長 10 公尺、寬 10 公尺、高 10 公尺，其無法自動關閉之開口部面積為 50 平方

公尺。 

(2)假設為其他場所： 

A.防護區域體積值 10 𝑚𝑚 × 10 𝑚𝑚 × 10 𝑚𝑚 = 1000 𝑚𝑚3 

B.滅火藥劑量：1000 × (0.36) + 50 × (2.7) = 495 𝑘𝑘𝑘𝑘 

(四)加壓用氮氣量(35℃，錶壓力 0𝑘𝑘𝑘𝑘/𝑐𝑐𝑚𝑚2 )(第 104 條) 

1.使用： 

(1)在溫度攝氏 35 度，大氣壓力(表壓力)每 0𝑘𝑘𝑘𝑘𝑘𝑘/𝑐𝑐𝑚𝑚2 狀態下，每 1kg 乾粉藥劑需氮氣 40L 以上。 

(2)𝑊𝑊 = 40(𝐿𝐿/𝑘𝑘𝑘𝑘) × (495) = 19800(𝐿𝐿) 

(五)依據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有關乾粉滅火設備的加壓氣體容器的設置規定說明如下： 

1.第 103 條(加壓用氣體容器)  

加壓用氣體容器應設於儲存容器近旁，且須確實接連，並應設置符合 CNS 一一一七六規定之容器閥及

安全裝置。 

2.第 104 條(加壓或蓄壓用氣體容器) 

加壓或蓄壓用氣體容器，依下列規定設置： 

(1)加壓或蓄壓用氣體應使用氮氣或二氧化碳。 

(2)加壓用氣體使用氮氣時，在溫度攝氏三十五度，大氣壓力(表壓力)每平方公分零公斤或 0MPa 狀態

下，每一公斤乾粉藥劑需氮氣四十公升以上；使用二氧化碳時，每一公斤乾粉藥劑需二氧化碳二十

公克並加算清洗配管所需要量以上。 

(3)蓄壓用氣體使用氮氣時，在溫度攝氏三十五度，大氣壓力(表壓力)每平方公分零公斤或 0MPa 狀態

下，每一公斤乾粉藥劑需氮氣十公升並加算清洗配管所需要量以上；使用二氧化碳時，每一公斤乾

粉藥劑需二氧化碳二十公克並加算清洗配管所需要量以上。 

(4)清洗配管用氣體，另以容器儲存。 

(5)採取有效之防震措施。 

三、 試詳述滅火器分類方式、何謂住宅用滅火器及其滅火效能值、試驗方式及合格判定基準為

何？ 

 滅火器係指使用水或其他滅火藥劑驅動噴射壓力進行滅火用之器具，且由人力操作者。但以固定狀態使用及

噴霧式簡易滅火器具則不適用之，以下就本題問題，分項敘述如下： 

(一)滅火器分類 

1.依滅火藥劑(符合滅火器用滅火藥劑認可基準規定)分類如下：  

(1)水滅火器：指水或水混合、添加濕潤劑等，以壓力放射進行滅火之滅火器。  

(2)強化液滅火器：指使用強化液滅火藥劑，以壓力放射進行滅火之滅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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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泡沫滅火器：指使用化學或機械泡沫滅火藥劑，以壓力放射進行滅火之滅火器。  

(4)二氧化碳滅火器：指使用液化二氧化碳，以壓力放射進行滅火之滅火器。  

(5)乾粉滅火器：指使用乾粉滅火藥劑，以壓力放射進行滅火之滅火器。  

2.依驅動壓力方式分類如下：  

(1)加壓式滅火器：係以加壓用氣體容器之作動所產生之壓力，使滅火器放射滅火藥劑之滅火器。  

(2)蓄壓式滅火器：係以滅火器本體內部壓縮空氣、氮氣(以下稱為「壓縮氣體」)或二氧化碳等之壓

力，使滅火器放射滅火藥劑之滅火器。 

(二)住宅用滅火器係指除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應設一單位以上滅火效能值之滅火器外之住家

場所用滅火器。 

(三)住宅用滅火器試驗方式及判定基準說明如下：  

1.實施普通火災、高溫油鍋火災及電氣火災滅火性能試驗各 3 次 

(1)普通火災  

A.木材材質：杉木或松木 

B.油盤：加入 0.6 ℓ 之無鉛汽油或正庚烷，加以點火。  

C.於點火 3 分鐘後，進行滅火，噴射時採全量噴放，滅火藥劑噴放完畢 時，木材模型上不得有殘

焰，且 2 分鐘內不得復燃。  

(2)高溫油鍋火災  

A.油炸鍋應為鋼製鍋，厚度 2.5mm 以上、加入食用油 1ℓ。  

B.供瓦斯爐使用之燃氣，為液化石油氣。  

C.試驗用油應使用著火溫度為 360℃～370℃之食用油。若達 370℃時仍未能著火，則在熱電偶偵

測溫度 370℃時強制點火， 於熱電偶偵測溫度到達 400℃時開始滅火。 

D.應在鍋子中心軸距離油面以下垂直深度(10±3)mm 處，利用熱電偶偵測溫度。  

E.持續放射至滅火器藥劑全部噴放完畢，且不得由模型之背面進行滅火放射。  

F.進行滅火試驗時，於滅火藥劑噴放過程中不得造成火勢擴大、實驗用油噴濺等情形，且噴放完畢

後 1 分鐘內不得復燃。  

(3)電氣火災。  

2.合格判定  

(1)實施上開普通火災至電氣火災滅火性能試驗各 3 次，3 次試驗應至少有 2 次能滅火。  

(2)A 類火災試驗，在第 1 次試驗噴射完畢後，4 分鐘內不再復燃者，得免作第 2 次試驗。  

(3)對於高溫油鍋火災，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為無法滅火：  

A.產生油之噴濺或對滅火人員可能造成燒傷之危險。  

B.滅火時，火焰高度超過油炸鍋上緣 1.8m。  

C.滅火時，火焰高度超過油炸鍋上緣 1.2m 且持續 3 秒鐘以上。 

四、 鑒於𝐶𝐶𝐶𝐶2滅火設備誤擊發事件頻傳，請就國內外標準探討設置二氧化碳滅火設備時，應考

慮人命保安措施為何？ 

 二氧化碳本身並無毒性但卻會對人體造成窒息，當二氧化碳濃度達 10%時，就會喪失知覺導致呼吸停止而死

亡，茲將設置二氧化碳人命保安措施分述如下： 

(一)全區放射方式防護區域之開口部：經查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86 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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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位於距樓地板面高度三分之二以下部分，應在滅火

藥劑放射前自動關閉。 

(二)啟動用氣體容器：經查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88 條，啟動用氣體容器之安全裝置及容器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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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 CNS、一一一七六規定。 

(三)選擇閥：經查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90 條，儲存容器與噴頭設有選擇閥時，儲存容器與選

擇閥間之配管依 CNS 一一一七六之規定設置安全裝置或破壞板。 

(四)手動啟動裝置：經查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91 條，手動啟動裝置設於能看清區域內部且操

作後能容易退避之防護區域外。 

(五)音響警報裝置：經查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92 條，手動或自動裝置動作後，應自動發出警

報，且藥劑未全部放射前不得中斷且音響警報應有效報知防護區域或防護對象內所有人員。 

(六)全區放射方式之安全裝置： 經查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93 條 

1.啟動裝置開關或拉桿開始動作至儲存容器之容器閥開啟，設有二十秒以上之遲延裝置。 

2.於防護區域出入口等易於辨認處所設置放射表示燈。 

(七)排放裝置：排放裝置之操作開關須設於防護區域外便於操作處，且在其附近設有標示，排放至室外之滅

火藥劑不得有局部滯留之現象。 

(八)其他 

1.緊急停止裝置。 

2.自動閉鎖閥(LockOut Valve)。 

3.增香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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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鋒公職 109 消防設備師 考前猜題 

《避難系統消防安全設備》 
 

一、 英國於民國 106年發生格蘭菲塔 24層高樓火災，導致 70死 74傷的嚴重傷亡；我國亦曾

於民國 94年發生 22層台中金沙大樓火災，造成 4死 3傷的慘劇，顯示高層建築物在火災

搶救上之困難，亦凸顯「防災中心」的重要性；試依「建築技術規則」及「各類場所消防

安全設備設置標準」分別說明「防災中心」設置之相關規定；並請說明高度達二十五層或

九十公尺以上之超高層建築物，其防災中心所應具備之設備及其功能又為何? 

 建築物防災中心的設置用意在於建築物內建置一相對安全空間，容納相關防災設施、設備及人員，以進行救

災指揮、作業控制及應變作為之用，可於建築物遭遇火災或地震等緊急災害事故時，實施防災相關作業，掌

握災害之現況並作適當之處置，有關「防災中心」設置規定，分別依「建築技術規則｣及「各類場所消防安

全設備設置標準｣說明如下： 

(一)「建築技術規則」防災中心設置之相關規定： 

依據「建築技術規則｣第 259 條第一項，高層建築物應依下列規定設置防災中心： 

1.防災中心應設於避難層或其直上層或直下層。 

2.樓地板面積不得小於四十平方公尺。 

3.防災中心應以具有二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及該層防火構造之樓地板予以區

劃分隔，室內牆面及天花板(包括底材)，以耐燃一級材料為限。 

4.高層建築物左列各種防災設備，其顯示裝置及控制應設於防災中心： 

(1)電氣、電力設備。 

(2)消防安全設備。 

(3)排煙設備及通風設備。 

(4)昇降及緊急昇降設備。 

(5)連絡通信及廣播設備。 

(6)燃氣設備及使用導管瓦斯者，應設置之瓦斯緊急遮斷設備。 

(7)其他之必要設備。  

(二)「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防災中心設置之相關規定： 

依據「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238 條，防災中心樓地板面積應在四十平方公尺以上，並依

下列規定設置： 

1.防災中心之位置，依下列規定： 

(1)設於消防人員自外面容易進出之位置。 

(2)設於便於通達緊急昇降機間及特別安全梯處。 

(3)出入口至屋外任一出入口之步行距離在三十公尺以下。 

2.防災中心之構造，依下列規定： 

(1)冷暖、換氣等空調系統為專用。 

(2)防災監控系統相關設備以地腳螺栓或其他堅固方法予以固定。 

(3)防災中心內設有供操作人員睡眠、休息區域時，該部分以防火區劃間隔。 

3.防災中心應設置防災監控系統綜合操作裝置，以監控或操作下列消防安全設備： 

(1)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受信總機。 

(2)瓦斯漏氣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受信總機。 

(3)緊急廣播設備之擴音機及操作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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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連接送水管之加壓送水裝置及與其送水口處之通話連絡。 

(5)緊急發電機。 

(6)常開式防火門之偵煙型探測器。 

(7)室內消防栓、自動撒水、泡沫及水霧等滅火設備加壓送水裝置。 

(8)乾粉、二氧化碳等滅火設備。 

(9)排煙設備。 

(三)超高層建築物之防災中心所應具備之設備及其功能： 

依據「建築技術規則｣第 259 條第二項，高層建築物高度達二十五層或九十公尺以上者，除應符合該條

第一項規定外，其防災中心並應具備防災、警報、通報、滅火、消防及其他必要之監控系統設備；其應

具功能如下： 

1.各種設備之記錄、監視及控制功能。 

2.相關設備運動功能。 

3.提供動態資料功能。 

4.火災處理流程指導功能。 

5.逃生引導廣播功能。 

6.配合系統型式提供模擬之功能。 

防災中心的設置對於建築物的安全十分重要，除可集中監控管理各項防災設備外，亦能輔助緊急事故之應變

處理，發揮指揮控制之效能，並可彙整事故初期救災資訊，提供救災人員擬定策略之參考，從過去的火災災

例教訓中發現，防災中心本身應避免受到火煙波及而失效，且為增進建築物防災中心之效能，防災中心執勤

人員亦應透過訓練強化其緊急應變之能力。 

二、 請依據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說明避難器具應設場所及其裝設規定，並比較各

種避難器具之操作面積、開口面積、下降空間、下降空地之規定？ 

 建築物在設計之初即應設想火災情境，在兩方向避難原則下預先規劃收容者之避難逃生路徑，其中當防火

門、安全梯等固定防火避難設施失效時，「避難器具」即可提供避難延遲逃生者使用，有關避難器具應設場

所及其裝設規定及各種避難器具之操作面積、開口面積、下降空間、下降空地之規定比較，分項說明如下： 

(一)避難器具之應設場所： 

依據「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25 條，建築物除十一層以上樓層及避難層外，各樓層應選

設滑臺、避難梯、避難橋、救助袋、緩降機、避難繩索、滑杆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具同等性能之避難

器具。但建築物在構造及設施上，並無避難逃生障礙，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者，不在此限。 

(二)避難器具之裝設規定： 

依據「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161 條，避難器具依下列規定裝設： 

1.設在避難時易於接近處。 

2.與安全梯等避難逃生設施保持適當距離。 

3.供避難器具使用之開口部，具有安全之構造。 

4.避難器具平時裝設於開口部或必要時能迅即裝設於該開口部。 

5.設置避難器具（滑杆、避難繩索及避難橋除外）之開口部，上下層應交錯配置，不得在同一垂直線

上。但在避難上無障礙者不在此限。 

(三)各種避難器具之操作面積、開口面積、下降空間、下降空地之規定比較： 

依據「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162 至 165條，比較避難器具之操作面積、開口面積、下降

空間、下降空地等規定如下表： 

器具\ #163 必要 #162 必要 #164 下降空間 #165 下降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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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 操作面積 開口面積 

緩降

機 

0.5m2 以上

（不含避

難器具所

佔面積）。

但邊長應

為 60 ㎝以

上 

高 80 ㎝以

上、寬 50

㎝以上或

高 100 ㎝

以上、寬

45 ㎝以上 

0.5m

15~ 30c m   
下降空間之投影面積 

避難

繩索 

0.5m2 以上

（不含避

難器具所

佔面積）。

但邊長應

為 60 ㎝以

上 

高 80 ㎝以

上、寬 50

㎝以上或

高 100 ㎝

以上、寬

45 ㎝以上 

應無避難障礙空間 應無避難障礙空間 

滑杆 

0.5m2 以上

（不含避

難器具所

佔面積）。

但邊長應

為 60 ㎝以

上 

高 80 ㎝以

上、寬 50

㎝以上或

高 100 ㎝

以上、寬

45 ㎝以上 

應無避難障礙空間 應無避難障礙空間 

避難

梯 

0.5m2 以上

（不含避

難器具所

佔面積）。

但邊長應

為 60 ㎝以

上 

高 80 ㎝以

上、寬 50

㎝以上或

高 100 ㎝

以上、寬

45 ㎝以上 

20cm
20cm

20cm以上

10cm以上

65cm以上  

A

A:表避難梯之寬度  
下降空間之投影面積 

救助

袋(斜

降式) 

長 150 ㎝；

寬 150 ㎝ 

高 60 ㎝；

寬 60 ㎝ 
1.0m 1.0m

250

350

1.0m 1.0m

救助袋（
斜線部分）

L= 0.2H

35
L(m )

250 H

 

下降空地

2.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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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

袋(直

降式) 

長 150 ㎝；

寬 150 ㎝ 

高 60 ㎝；

寬 60 ㎝ 

1m

H

H:依器具之構造及長度而言

30c m以上

 

1m

30c m以上

 

滑台 

視避難器

具大小及

形狀留置 

高 80 ㎝；

寬為滑台

最大寬度

以上 

 
50c m 50c m

H= 1.5m

20c m

20c m

 

避難

橋 

視避難器

具大小及

形狀留置 

高 180 ㎝；

寬為滑台

最大寬度

以上 

避難橋之寬度以上及橋面上方

二公尺以上所圍範圍內。 
無避難障礙空地。 

「避難器具」是避難延遲逃生者的最後一線生機，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使用避難器具具有一定風險，如

平時未充實教育訓練並落實維護保養，實難在緊急狀況時發揮效果，為避免設置不當或功能不佳等情形，平

時應加強防火管理教育訓練及檢修申報自主檢查等規定。 

三、 緊急廣播設備設置揚聲器時，有關「殘響時間」之意義及定義為何？某正方形演奏廳長度

100公尺、寬度 20公尺、天花板高度 10公尺，採性能式設計將揚聲器設於演奏廳正中

央，已知指向係數為 1，廣播區域平均吸音率為 0.1，請問所設揚聲器音響功率至少應達

多少分貝以上方能符合規定？ 

 依據「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133 條之規範，緊急廣播設備揚聲器規範廣播區域內任一點至揚

聲器之水平距離應在十公尺以下，造成挑高空間或特殊場所的設置困難，因此「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

標準」修正後引進「性能式法規」觀念，改採同等性能可替代方式，只要於廣播區域內距樓地板面一公尺

處，計算所求得之音壓在七十五分貝以上即可，放寬了廣播區域內任一點至揚聲器水平距離應在十公尺以下

之限制，有關緊急廣播設備有關揚聲器「殘響時間」之定義及意義，以及演奏廳所設揚聲器音響功率檢討說

明如下： 

(一)「殘響時間」之意義：緊急廣播設備之「殘響時間」是指緊急廣播聲源停止後直到聲音消失所需的時

間。殘響時間根據聲音的強烈程度有所不同，聲波在空氣中前進能量亦會逐漸衰減，同時因為接觸室內

反射物件表面時(吸音)將變成震動能消失，但仍有部分反射會延續該聲音造成迴音，這些持續反射的迴

音隨著時間而衰減直到聽不到的時間就是「殘響時間」；「殘響時間」長時，聲音聽起來很熱鬧、很有活

力，但迴音可能造成聲音的混淆；「殘響時間」短時聲音聽起來感覺枯燥、較小聲，但卻可達到較清楚

的效果；不同用途的建築可設計不同的殘響時間，以符合其場所活動上的設計的需求。 

(二)「殘響時間」之定義：國際上採用 ISO-3382 測量法測量「殘響時間」，運用 Sabine 近似公式可快速算

出殘響時間 𝑇𝑇 = 0.161 ∗ 𝑉𝑉/𝑆𝑆𝑆𝑆，其中 

𝑉𝑉 = 廣播區域體積(𝑚𝑚3) 

𝑆𝑆 = 廣播區域牆地板之合計(𝑚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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𝑆𝑆 = 廣播區域平均吸音率(須查表) 

(三)演奏廳所設揚聲器音響功率檢討：依據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133 條，揚聲器設置採性能式

設計時須先計算殘響時間是否在三秒以上，再求受音點至揚聲器之距離，最後才驗證揚聲器之音壓是否

符合法規規範。檢討如下： 

1.計算殘響時間： 

𝑇𝑇 = 0.161 ∗ 𝑉𝑉/𝑆𝑆𝑆𝑆 

其中𝑇𝑇 = 殘響時間(秒) 

𝑉𝑉 = 廣播區域之體積(𝑚𝑚3) 

𝑆𝑆 = 廣播區域之牆、樓板、天花板之合計面積(𝑚𝑚2) 

𝑆𝑆 = 廣播區域之平均吸音率 

依題意，該會議室長 100𝑚𝑚、寬 20𝑚𝑚、高 10𝑚𝑚，計算其殘響時間 𝑇𝑇 如下 

𝑉𝑉 = 100 ∗ 20 ∗ 10 = 20000 𝑚𝑚3 

𝑆𝑆 = (100 ∗ 20 + 20 ∗ 10 + 10 ∗ 100) ∗ 2 = 6400 𝑚𝑚2  

𝑆𝑆 = 0.1 

故殘響時間 𝑇𝑇 = 0.161 ∗ 20000/(6400 ∗ 0.1) = 5.03 秒，故殘響時間在 3 秒以上。   

2.因殘響時間在 3 秒以上，距樓地板面一公尺處至揚聲器之距離 𝑟𝑟 值，可依在下列公式求得： 

𝑟𝑟 值：受音點至揚聲器之距離�單位：公尺� 

𝑟𝑟 = 3
4� �𝑄𝑄𝑆𝑆𝑆𝑆 𝜋𝜋(1 − 𝑆𝑆)�  

𝑄𝑄 值：揚聲器指向係數 

𝑆𝑆 值：廣播區域內牆壁、樓地板及天花板面積之合計（單位：平方公尺） 

𝑆𝑆 值：廣播區域之平均吸音率 

依題意已知：揚聲器指向係數 𝑄𝑄 = 1 

廣播區域內牆壁、樓地板及天花板面積之合計 𝑆𝑆 = 6400 𝑚𝑚2 

廣播區域之平均吸音率 𝑆𝑆 值 = 0.1， 

故計算受音點至揚聲器之距離 𝑟𝑟 值 = 3/4 ∗ �{(1 ∗ 6400 ∗ 0.1)/[3.14(1 − 0.1)]} 

= 3/4�{640/2.826} = 11.29 𝑚𝑚 
3.依據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133 條，樓梯或斜坡通道以外之場所，廣播區域內距樓地板面

一公尺處，揚聲器之音壓依下列公式求得應在七十五分貝以上： 

𝑃𝑃 = 𝑝𝑝 + 10 log10 �
𝑄𝑄

4𝜋𝜋𝑟𝑟2� + 4(1 − 𝑆𝑆)
𝑆𝑆𝑆𝑆� � 

𝑃𝑃 值：音壓（單位：𝑑𝑑𝑑𝑑） 

𝑝𝑝 值：揚聲器音響功率（單位：𝑑𝑑𝑑𝑑） 

𝑄𝑄 值：揚聲器指向係數 

𝑟𝑟 值：受音點至揚聲器之距離（單位：公尺） 

𝑆𝑆 值：廣播區域之平均吸音率 

𝑆𝑆 值：廣播區域內牆壁、樓地板及天花板面積之合計（單位：平方公尺） 

依題意： 

設所求 𝑝𝑝 值(揚聲器音響功率) = 𝑋𝑋 𝑑𝑑𝑑𝑑 

𝑄𝑄 值：揚聲器指向係數 = 1 

𝑟𝑟 值：受音點至揚聲器之距離 = 11.29 公尺 

𝑆𝑆 值：廣播區域之平均吸音率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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𝑆𝑆 值：廣播區域內牆壁、樓地板及天花板面積之合計 = 6400 𝑚𝑚2 

代入公式： 

𝑃𝑃 值音壓 = 𝑋𝑋 + 10 ∗ 𝑙𝑙𝑙𝑙𝑙𝑙[1/(4 ∗ 3.14 ∗ 11.29 ∗ 11.29)] + [4(1 − 0.1)/(6400 ∗ 0.1)] > 75 𝑑𝑑𝑑𝑑 

故 𝑋𝑋 > 75 − 10 ∗ 𝑙𝑙𝑙𝑙𝑙𝑙[1/(4 ∗ 3.14 ∗ 11.29 ∗ 11.29)] + [4(1 − 0.1)/(6400 ∗ 0.1)] 

𝑋𝑋 > 75 − 10 ∗ 𝑙𝑙𝑙𝑙𝑙𝑙{[1/1600.95] + [3.6/640]} 

𝑋𝑋 > 75 − 10 ∗ 𝑙𝑙𝑙𝑙𝑙𝑙{0.00625} 

𝑋𝑋 > 75 − 10 ∗ (−2.2) = 97𝑑𝑑𝑑𝑑，故所設置揚聲器音響功率 𝑋𝑋 值至少應達多少 97 𝑑𝑑𝑑𝑑以上。 

依據「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22 條之規範，設有火警自動警設備或瓦斯漏氣火警自動警報設

備之建築物，即應設置緊急廣播設備，其可結合探測器連動發布火災訊息，透過明確語音廣播，自動啟動通

知建築物內部民眾儘速逃生避難，過往廣播區域內任一點至揚聲器水平距離 10 公尺的限制，造成了諸多困

擾，性能式法規的引進彌補了法規不足，也讓設計者更大的設計空間，可設計出更符合該場所需求的緊急廣

播設備。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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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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𝐷𝐷＝𝑘𝑘 ∗ ℎ 

式中，𝐷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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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𝑘𝑘：依下表左欄所列區分，採右欄對應之 𝑘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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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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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總樓地板面積在五萬平方公尺以上。 

二、高層建築物，其總樓地板面積在三萬平方公尺以上。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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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通往戶外之出入口；設有排煙室者，為該室之出入口。 

二、通往直通樓梯之出入口；設有排煙室者，為該室之出入口。 

三、通往第一款出入口之走廊或通道。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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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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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鋒公職 109 消防設備師 考前猜題 

《警報系統消防安全設備》 
 

一、 依據「各類場所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作業基準」，試問空氣管式差動分布型探測器進

行「流通試驗」及「接點水高試驗」之時機為何?請詳述其檢查方法與判定方法，並運用

繪圖輔助說明其動作之進行。 

 差動分布型探測器(空氣管式)之動作原理係藉由空氣管內之空氣受熱膨脹效果監測周圍溫度上升率，如超過

一定限度時即會警報動作，其可針對廣大地區熱效率之累積產生反應，發揮火災偵測警報效果，依據「各類

場所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作業基準」，有關空氣管式差動分布型探測器進行「流通試驗」及「接點水高

試驗」之時機及運用繪圖輔助說明檢查方法與判定方法等動作之進行內容，分項說明如下： 

(一)「流通試驗」及「接點水高試驗」之操作時機： 

當空氣管式之火災動作或動作持續試驗，不動作或測定之時間超過範圍時，或與前次檢查之測定值相差

幅度大時，應即確認空氣管與旋塞台之連接部位是否栓緊，且應進行流通試驗及接點水高試驗。 

(二)「流通試驗」及「接點水高試驗」之繪圖說明： 

1.「流通試驗」 

(1)檢查方法 

將空氣注入空氣管，並依下列事項確認空氣管有無洩漏、堵塞、凹陷及空氣管長度。 

A.在檢出器之試驗孔或空氣管之一端連接流體壓力計，將試驗旋塞配合調整至動作試驗位置，並在

另一端連接空氣注入器。 

B.以空氣注入器注入空氣，使流體壓力計之水位由零上升至約 100ｍｍ即停止水位。如水位不停止

時，有可能由連接處洩漏，應即中止試驗予以檢查。 

C.由試驗旋塞，測定開啟送氣口使上升水位下降至 1／２之時間。（流通時間） 

D.有關流體壓力計之處置如下： 

(A)測定流通時間使用之流體壓力計（Ｕ型玻璃管），內徑約 3mm，通常是由底部加水至 100mm 左

右，對準○之刻度。刻度約達 130mm 左右，標示於玻璃管上。 

(B)使用流體壓力計時，玻璃管內之水因表面張力成圓形，但可於底部觀察調整至歸零。又水位上

升與下降時，會有 0.1 至 0.3mm 之差，故以上升時作為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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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判定方法 

對空氣管長之流通時間，應在空氣管流通曲線圖所示之範圍內。 

1.空氣管內徑在 1.4mm 時 

 

2.空氣管內徑 1.5mm 時

 

空氣管流通曲線圖 

2.「接點水高試驗」 

(1)檢查方法 

將空氣管由旋塞台取下，連接流體壓力計及空氣注入器，並將試驗旋塞調整至接點水高試驗位置，

再緩緩注入空氣，確認接點閉合時之水位（接點水位高）。 

(2)判定方法 

接點水高值，應在檢出器標示值之範圍內。 

 

空氣管式差動分布型探測器實施「流通試驗」之測試結果：如流通時間太長，則表示空氣管可能有堵塞或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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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若其流通時間太短，則表示空氣管有漏氣；而「接點水高試驗」之測試結果：當接點水高比指示值低，

表示接點太靈敏會有誤報；若接點水高比指示值高，則表示接點不靈敏，會有遲報、不報之情形。為確保設

備功能正常，需定期保養維護並辦理檢修申報作業，如有缺失應儘速改善。 

二、 走廊、樓梯、通道、傾斜路、昇降機機道等火災時濃煙須經長時間移動方能到達探測器之

場所，如有發生誤報或延遲感知之虞時，應選設那些種類之火警探測器？其中有關局限型

偵煙探測器選設「光電式」與「離子式」之差異為何？選設「蓄積型」與「非蓄積型」差

異又為何？ 

 火警探測器藉由所設置之感應元件，以規律性的週期或持續監控至少一種與燃燒有關的物理或化學現象，並

將其訊號傳送至控制及操作顯示設備，以達預警效果。其中「偵煙探測器」係針對火災所生成之煙進行探

測，其效果良好故運用廣泛，有關走廊、樓梯、通道、傾斜路、昇降機機道等場所之火警探測器選設、局限

型偵煙探測器選設「光電式」與「離子式」及「蓄積型」與「非蓄積型」之差異分項說明如下： 

(一)走廊、樓梯、通道、傾斜路、昇降機機道等場所之火警探測器選設： 

依據「各類場所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作業基準」，實施探測器之外觀檢查時，其注意事項針對有發

生誤報或延遲感知之虞處，要求應依表 10-2 選設(如下表)。其中有關走廊、樓梯、通道、傾斜路、昇

降機機道等煙須經長時間移動方能到達探測器之場所，應選設之偵煙式探測器為光電式型非蓄積型、光

電式分離型「蓄積型」與「非蓄積型」等三種，其他感熱式探測器、離子式型偵煙式探測器及火焰式探

測器均不可選用。 

表 10-2(有發生誤報或延遲感知之虞處，應依本表選設) 

設 置 場 所 適 用 之 感 

熱 式 探 測 

器 

適用之偵煙式探測器 火

焰

式

探

測

器 

備 考  

 

場 所 具體例示 差 

動

式 

補 

償 

式 

定

溫 

式 

離子式

型  

光電式

型 

光電式 

分離型  

非 

蓄 

積 

型  

蓄 

積 

型 

非 

蓄 

積 

型  

蓄 

積 

型 

非 

蓄 

積 

型  

蓄 

積 

型 

煙須經長時

間移動方能

到達探測器

之場所 

走廊、樓梯、通道、傾

斜路、昇降機機道等 

     ○  ○ ○   

(二)局限型偵煙探測器選設「光電式」與「離子式」之差異： 

離子式偵煙探測器係由煙粒子進入探測器內之「外部離子室」後，造成其電流電壓之變化而發出信號，

而因其內部極板間隙極小，較適合粒徑在 1μm 以下之煙粒子進入，故對於明火燃燒之偵知能力較光電

式靈敏；若燃燒型態為悶燒火災或離火源較遠時，煙的粒徑均將超過 1μm，則採光電式偵煙探測器將比

離子式偵煙探測器更為靈敏。而所詢煙須經長時間移動方能到達探測器之場所，因離火源較遠，煙經長

時間移動已老化凝結，其煙的粒徑已超過 1μm，故在選設時採用「光電式偵煙探測器」為佳，不宜採用

「離子式偵煙探測器」。 

(三)局限型偵煙探測器選設「蓄積型」與「非蓄積型」之差異： 

蓄積型之功能係透過火災訊號持續發生達一定時間之設計，藉以排除誤報之可能，而煙須經長時間移動

方能到達探測器之場所，其火災生成煙之濃度及量已因長時間移動造成稀釋不足，如採蓄積功能將造成

延遲感知之可能，故選設時採用「非蓄積型之光電式偵煙探測器」，以增加探測靈敏度。 

「場所選用的探測器不當」是常見的主要原因，為正確發揮火警探測器之功能，除應清楚消防安全設備設置

場所的環境特性外，亦應了解所設火警探測器之原理及性能，避免設置不當造成探測器誤報或不報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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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能發揮火災警報之最佳效果。 

三、 近來液化石油氣使用不慎造成氣爆意外事故頻傳，為避免氣爆發生，請問哪些場所應依

「各類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裝設瓦斯漏氣火警自動警報設備？其瓦斯漏氣檢知器

之設置有何規定？進行瓦斯漏氣檢知器之性能檢查時，有關檢查方法、判定方法及注意事

項又為何？ 

 液化石油氣的主要成分為丙烷、丁烷，其比重較空氣為重，因具有易燃、易爆之特性，使用時不慎洩漏常造

成氣爆意外，導致嚴重傷亡，有關瓦斯漏氣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應設場所、設計規定及其性能檢查之檢查方

法、判定方法及注意事項，分項說明如下： 

(一)瓦斯漏氣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應設場所： 

依據「各類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21 條，下列使用瓦斯之場所應設置瓦斯漏氣火警自動警報

設備： 

1.地下層供第十二條第一款所列場所使用，樓地板面積合計一千平方公尺以上者。 

2.供第十二條第五款第一目使用之地下層，樓地板面積合計一千平方公尺以上，且其中甲類場所樓地板

面積合計五百平方公尺以上者。 

3.總樓地板面積在一千平方公尺以上之地下建築物。 

(二)液化石油氣瓦斯漏氣檢知器之設置規定： 

依據「各類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141 條，瓦斯漏氣檢知器應依瓦斯特性裝設於天花板或牆面

等便於檢修處，瓦斯對空氣之比重大於一者，並應符合下列規定： 

1.設於距瓦斯燃燒器具或瓦斯導管貫穿牆壁處水平距離四公尺以內。 

2.檢知器上端，裝設在距樓地板面三十公分範圍內。 

(三)瓦斯漏氣檢知器性能檢查之檢查方法、判定方法及注意事項： 

依據「各類場所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作業基準」，有關瓦斯漏氣檢知器性能檢查之檢查方法、判定

方法及注意事項說明如下： 

1.檢查方法 

使用「加瓦斯試驗器」進行加瓦斯測試（對空氣之比重未滿一者使用甲烷，對空氣之比重大於一者使

用異丁烷），依下列(1)至(3)其中之一來測定檢知器是否動作及到受信機動作之時間，同時確認中斷

器，瓦斯漏氣表示燈及檢知區域警報裝置之動作狀況。 

(1)有動作確認燈之檢知器，測定由確認燈亮燈至受信總機之瓦斯漏氣燈亮燈之時間。 

(2)由檢知區域警報裝置或中繼器之動作確認燈，能確認檢知器之動作時，測定由檢知區域警報裝置動

作或中繼器之動作確認亮燈，至受信總機之瓦斯漏氣燈亮燈之時間。 

(3)無法由前述(1)、(2)測定者，測定加壓試驗用瓦斯後，至受信總機之瓦斯漏氣燈亮燈之時間。 

(4)檢知器應按下表選取檢查數量。 

一回路之檢知器數量 撰取檢查數量 

1-5 個 1 

6-10 個 2 

11-15 個 3 

16-20 個 4 

21-25 個 5 

26-30 個 6 

30 個以上 20％ 

　　高鋒公職 109消防設備師考前猜題 高鋒公職消防師資團隊



5 

2.判定方法 

(1)中斷器、瓦斯漏氣表示燈及檢知區域警報裝置之動作應正常。受信總機之瓦斯漏氣燈、主音響裝置

之動作及警報分區之表示應正常。 

(2)由前述檢查方法之(1)、(2)、(3)測得之時間，扣除下列Ａ及Ｂ所定之時間，應在 60 秒內。 

A.介入中繼器時為 5 秒。 

B.檢查方法採用(3)時為 20 秒。  

3.注意事項 

(1)檢知器每次測試時應輪流選取，可於圖面或檢查表上註記每次選取之位置。 

(2)在選取之檢知器中，發現有不良品時，該回路之全部檢知器均應實施檢查。 

瓦斯氣體外洩時，因屬氣體且不具顏色，無法於外觀上明確顯示，雖有氣味但嗅覺可能疲勞或麻痺，亦難以

迅速察覺洩漏地點；透過瓦斯漏氣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設置，可在火警分區及警報裝置適當的設置下，藉由

瓦斯漏氣表示燈及音響警報，提高警報識別的效果，有效防範氣爆事故之發生，並可提高緊急應變之效率。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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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問其

應設條件及設置規定分別為何? 並請說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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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將上述題問分項作答如下： 

(一)119 火災通報裝置之應設條件：依據「各類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二十二條之一，下列場所應

設置一一九火災通報裝置：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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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供公眾使用之場所。 

(二)119 火災通報裝置之設置規定：依據「各類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一百四十五條之一，一一九

火災通報裝置，依下列規定設置：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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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應具手動及自動啟動功能。 

3.設置遠端啟動裝置時，應設有可與設置一一九火災通報裝置場所通話之設備。 

4.手動啟動裝置之操作開關距離樓地板面之高度，在零點八公尺以上一點五公尺以下。 

5.裝置附近，應設置送、收話器，並與其他內線電話明確區分。 

6.應避免斜裝置，並採取有效防震措施。 

(三)119 火災通報裝置認可基準之性能試驗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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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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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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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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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