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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大地工程技師考試分階段考試（第一階段考試）、驗船

師、引水人、第一次食品技師考試、高等暨普通考試消防設備人員考試、普通考試地政士、 

專責報關人員、保險代理人保險經紀人及保險公證人考試試題 

等  別：高等考試 

類  科：消防設備師 

科  目：消防法規 

考試時間：2 小時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一)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二)請以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三)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 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複查方式中之「確認性複查」之執行重點為何？（9 分）另

檢修申報發現之違規態樣之處置為何？請分別詳述之。 

（16 分） 

二 有關公共危險物品之製造場所或一般處理場所，其四周保留空地寬度 之規定為何？

（10 分）另有那些情形得不受前項距離規定之限制？ 請詳述之。（1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一)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二)共 40 題，每題 1.25 分，須用 2B 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

不予計分。 

1  依消防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與規定不符？【111消師】 

(A) 本法所稱管理權人係指依法令或契約對各該場所有實際支配管理權者；其屬

法人者，為其負責人 

(B) 消防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

（市）政府 

(C)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每半年定期舉辦防火教育及宣導，並由機關、學

校、團體及大眾傳播機構協助推行 

(D) 本法所定各類場所之管理權人對其實際支配管理之場所，應設置並維護其消

防安全設備 

C 

2  依消防法第 2 章火災預防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與規定不符？【111消師】 

(A) 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消防安全設備圖說，應由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於

主管建築機關許可開工前，審查完成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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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其管理權人應使用附有防焰標示之地毯、窗簾、布幕、

展示用廣告板及其他指定之防焰物品 

(C) 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變更為供公眾使用時，主管建築機關應會同消防機關審

查其消防安全設備圖說 

(D) 地面樓層達十一層以上建築物、地下建築物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建築物，

其管理權有分屬時，各管理權人應協議製定共同消防防護計畫，並報請消防

機關核備 

3  依消防法規定，下列有關液化石油氣容器之敘述，何者與規定不同？【111消

師】 

(A) 液化石油氣容器（以下簡稱容器）製造或輸入業者，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

型式認可，發給型式認可證書，始得申請個別認可 

(B) 容器應定期檢驗，零售業者應於檢驗期限屆滿後，將容器送經中央主管機關

登錄之容器檢驗機構實施檢驗，使用年限屆滿應汰換之 

(C) 容器定期檢驗期限、項目、方式、結果判定、合格標示應載事項與附加方

式、不合格容器之銷毀、容器閥之銷毀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標準，由中央主管

機關公告之 

(D) 容器檢驗機構辦理容器檢驗所需費用，由零售業者負擔，其收費項目及費

額，由該機構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B 

4  依消防法施行細則規定，下列敘述何者與規定不同？【111消師】 

(A) 防火管理人講習訓練時數，初訓不得少於 12 小時；複訓不得少於 6 小時 

(B) 液化石油氣零售業安全技術人員講習訓練時間不得少於 16 小時，每次複訓

時數不得少於 8小時 

(C) 防火管理人初訓合格後，每 3 年至少應接受複訓一次 

(D) 液化石油氣零售業安全技術人員每 3 年應接受複訓一次 

D 

5  依消防法施行細則規定，有關公眾使用建築物，下列敘述何者與規定相異？

【111消師】 

(A) 總樓地板面積在 500平方公尺以上之餐廳 

(B) 總樓地板面積在 500平方公尺以上之百貨商場、超級市場及遊藝場等場所 

(C) 總樓地板面積在 200平方公尺以上之補習班或訓練班 

(D) 總樓地板面積在 500平方公尺以上，其員工在 30人以上之工廠或機關（構） 

A 

6  依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管理辦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與規定不同？【111消

師】 

(A) 大專以上之在職進修或推廣教育，取得學分或結業證明者，每一學分積分 10

分，單一課程以 30分為限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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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自取得證書日起每 3年應接受講習一次或取得累

計積分達 160分以上之訓練證明文件 

(C) 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規定，經撤銷考試及格資格者，不得請領消防

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證書，其已領取者撤銷之 

(D) 直轄市、縣（市）之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達 30人以上者，得組織直轄

市、縣（市）消防設備師公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 

7  依據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管理辦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與規定不同？

【111消師】 

(A) 檢修機構應於年度終結後 5個月內，檢具相關書表，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B) 檢修機構應於年度開始前 2個月至 1個月內，檢具相關書表，報請中央主管

機關備查 

(C) 檢修機構於證書有效期限內，其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有僱用、解聘、資

遣、離職、退休、死亡或其他異動情事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 1個月內，

檢具相關文件，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D) 檢修機構於證書有效期限屆滿前 2個月至 1個月內，得檢具相關文件，向中

央主管機關申請延展許可，每次延展期限為 3年 

C 

8  依據防焰性能認證實施要點規定，下列敘述何者與規定不同？【111消師】 

(A) 申請防焰性能認證，專業機構或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受理申請之日起

1個月內，將審查結果通知申請人 

(B) 申請防焰性能認證，申請案不合程序或有欠缺，其可以補正者，補正期間以

1個月為限 

(C) 使用防焰標示之業者，每月之使用狀況紀錄至少保存 10年，並於每月 10日

前至專業機構網站登錄，以供內政部或各級消防機關查核 

(D) 防焰性能試驗合格號碼產品於效期內因重新製造或進口販賣前，已重新試驗

或屆期前 1年內經消防機關抽購樣試驗合格者，仍應於試驗合格號碼到期前

2個月重新申請再登錄，但得免試驗 

A 

9  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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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六類物品製造場所或一般處理場所設置、構造、設備之規定，下列敘

述何者與規定不同？【111消師】 

(A) 其外牆或相當於該外牆之設施外側，與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製

造、儲存或處理場所之安全距離，應在 20公尺以上 

(B) 四周保留空地寬度應在 3公尺以上；儲存量達管制量 10倍以上者，四周保留

空地寬度應在 5公尺以上 

(C) 除本辦法另有規定外，窗戶及出入口應設置 1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防火門窗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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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有積存可燃性蒸氣或可燃性粉塵之虞之建築物，應設置將蒸氣或粉塵有效排

至屋簷以上或室外距地面 4公尺以上高處之設備 

10  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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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室內儲槽場所之位置、構造及設備規定，下列敘述何者與規定不同？

【111消師】 

(A) 儲槽專用室之牆壁、柱及地板應為防火構造，樑應以不燃材料建造，外牆有

延燒之虞者，除出入口外，不得設置開口 

(B) 儲槽專用室之屋頂應以耐燃材料建造，且不得設置天花板 

(C) 儲槽專用室之窗戶及出入口，應設置 30分鐘以上防火時效之防火門窗 

(D) 儲槽專用室之外牆有延燒之虞者，出入口應設置 1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常時

關閉式防火門 

B 

11  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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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室內儲槽場所輸送液體六類物品之配管規定，下列敘述何者與規定不

同？【111消師】 

(A) 應為鋼製或金屬製。但鋼製或金屬製配管會造成作業污染者，得設置塑材雙

套管 

(B) 埋設於地下者，外部應有防蝕功能；接合部分，應有可供檢查之措施。但以

熔接接合者，不在此限 

(C) 應經該配管最大常用壓力之 1.5倍以上水壓進行耐壓試驗 10分鐘，不得洩漏

或變形 

(D) 以水壓進行耐壓試驗確有困難者，得以該配管最大常用壓力之 1倍以上氣壓

進行耐壓試驗。塑材雙套管，其耐壓試驗以內管為限 

D 

12  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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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使用量規定，下列敘述何者與規定不同？【111消師】 

(A) 液化石油氣使用量，供營業使用者，不得超過 80公斤；供家庭使用者，不得

超過 40公斤 

(B) 容器串接使用場所串接使用量不得超過 1,000公斤 

(C) 新建建築物之容器應設置於室外或屋外，液化石油氣之使用量在 10公斤以下

者，容器得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D) 串接使用量在超過 300公斤至 1,000公斤以下者，應設置自動緊急遮斷裝置 

A 

13  依據消防安全設備及必要檢修項目檢修基準，有關警報設備規定，下列敘述何者

與規定不同？【111消師】 

(A) 火警自動警報設備受信總機周圍狀況，受信機前應確保 1公尺以上之空間 

(B) 緊急廣播設備標示燈與裝置面成 15度角，在 10公尺距離內應均能明顯易見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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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一一九火災通報裝置（以下簡稱通報裝置）本體判定方法，通報裝置前應確

保 1公尺以上之空間 

(D) 瓦斯漏氣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任一檢知器動作，於距該裝置之裝設位置中心 1

公尺處，使用噪音計確認其音壓應在 90分貝以上 

14  依據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有關消防搶救上之必要設備規定，下列敘

述何者與規定不同？【111消師】 

(A) 排煙設備排煙口開啟時應連動停止空氣調節及通風設備運轉 

(B) 防災監控系統綜合操作裝置應設置於防災中心、中央管理室或值日室等經常

有人之處所 

(C) 防災監控系統綜合操作裝置之緊急電源其供電容量應供其有效動作 1小時以

上 

(D) 共構之建築物內有二處以上場所設置無線電通信輔助設備時，應有能使該設

備訊號連通之措施 

C 

15  依據消防機關辦理建築物消防安全設備審查及查驗作業基準，有關竣工查驗規

定，下列敘述何者與規定不同？【111消師】 

(A) 經內政部公告應實施認可之消防機具器材及設備，消防機關於竣工查驗時，

應查核其認可標示 

(B) 申請竣工查驗，各項圖紙均須摺疊成 A4尺寸規格並裝訂成冊俾利查驗 

(C) 竣工查驗之期限，以受理案件後 7至 10日內結案為原則 

(D) 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或構造複雜者，竣工查驗之期限，得視需要延長，並通知

申請人，最長不得超過 1個月 

D 

16  依據消防安全設備及必要檢修項目檢修基準，有關放水量規定，下列敘述何者與

規定不同？【111消師】 

(A) 公共危險物品等場所達顯著滅火困難者設置之第一種滅火設備之室內消防

栓，應在 260 L/min以上 

(B) 補助撒水栓應在 130 L/min以上 

(C) 室外消防栓應 350 L/min以上 

(D) 射水設備每具應在 450 L/min以上 

B 

17  依據潔淨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要點，應設置二氧化碳滅火器規定，下列何者與規

定不同？【111消師】 

(A) 潔淨室  (B) 上回風層 (C) 下回風層 (D) 管橋 

B 

18  依據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有關寬度與高度規定，下列何者與規定不同？

【111消師】 

(A) 建築物使用類組為 A-1、B-1、B-2、D-1、D-2組者，直通樓梯於避難層開向

屋外之出入口，寬度不得小於 1.2 公尺，高度不得小於 1.8公尺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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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防火門之門扇寬度應在 75公分以上，高度應在 180公分以上 

(C) 緊急進口，進口之寬度應在 75公分以上，高度應在 120公分以上 

(D) 建築物使用類組為 A-1、B-1、B-2、D-1、D-2組者，避難層以外之樓層，出

入口寬度，不得小於 1.2公尺 

19  依據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規定，有關防火構造之建築物，其主要構造之防火

時效，下列何者與規定不同？【111消師】 

(A) 自頂層起算超過第四層至第十四層之各樓層的樓地板應具有 2小時防火時效 

(B) 自頂層起算不超過四層之各樓層的柱應具有 2小時防火時效 

(C) 自頂層起算第十五層以上之各樓層的承重牆壁應具有 2小時防火時效 

(D) 屋頂應具有半小時防火時效 

B 

20  依據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規定，有關防火區劃以具有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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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何者與

規定不同？【111消師】 

(A) 防火構造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在 1,500平方公尺以上者，應按每 1,500平方

公尺 

(B) 地下建築物供地下通道使用，其總樓地板面積在 1,500平方公尺以上者，應

按每 1,500平方公尺 

(C) 非防火構造之建築物，其主要構造為木造等可燃材料建造者，應按其總樓地

板面積每 1,000平方公尺 

(D) 地下建築物供地下使用單元使用之總樓地板面積在 1,000平方公尺以上者，

應按每 1,000平方公尺 

C 

21  依消防法與防焰性能認證實施要點，有關防焰物品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111消師】 

(A) 邊長在 12公釐以下之施工用帆布 

(B) 供舞台或攝影棚使用之布幕 

(C) 室內展示用廣告合板 

(D) 梭織地毯、植簇地毯、合成纖維地毯、手工毯、滿舖地毯、方塊地毯、人工

草皮與面積 2平方公尺以上之門墊 

A 

22  有關公共危險物品之範圍及分類，下列何者正確？【111消師】 

(A) 易燃液體及可燃液體：屬於第一類公共危險物品 

(B) 氧化性液體：屬於第二類公共危險物品 

(C) 發火性液體、發火性固體及禁水性物質：屬於第三類公共危險物品 

(D) 自反應物質及有機過氧化物：屬於第四類公共危險物品 

C 

23  依消防法規定，對於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之相關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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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高層建築物或地下建築物消防安全設備之定期檢修，應委託消防設備師為之 

(B) 消防設備士可進行消防安全設備之裝置及檢修 

(C) 消防設備師可進行消防安全設備之裝置及檢修 

(D) 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未達定量人數前，得由現有相關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或技術士暫行為之 

24  依消防法規定，管理權人對其實際支配管理之場所，應設置並維護其消防安全

設備。以國內私立大學而言，其管理權人為何人？【111消師】 

(A) 校長   (B) 總務長   (C) 董事長   (D) 學務長 

C 

25  有關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之講習與積分相關規定，下列何者正確？【111消

師】 

(A) 中央主管機關舉辦或認可之講習會、研討會或專題演講之每項課程或講題，

其總分以 40分為限 

(B) 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自取得證書日起每 3年應接受講習一次或取得累

計積分達 180分以上之訓練證明文件 

(C) 中央主管機關舉辦或認可之專業訓練課程，每小時積分 20分 

(D) 研究所以上之在職進修或推廣教育，取得學分或結業證明者，每一學分積分

20分，單一課程以 40分為限 

A 

26  依消防法施行細則，有關消防防護計畫須包括事項，下列何者錯誤？【111消

師】 

(A) 應對於消防安全設備進行維護管理 

(B) 具有防止縱火措施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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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遇有增建、改建、修建、室內裝修施工時，應依原訂消防防護計畫，監督施

工單位用火、用電情形 

D 

27  依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設置辦法，下列敘述何者正確？【111消師】 

(A) 寢室、樓梯及走廊等空間，應設置定溫式 

(B) 裝設位置應距離出風口 1.8公尺以上 

(C) 裝置於牆面者，距天花板或樓板下方 15公分以上 50公分以下 

(D) 裝置於居室牆面為原則 

C 

28  下列有關消防法第 2條管理權人之說明，何者錯誤？【111消師】 

(A) 消防安全設備之設置維護費用，最終是否係由消防法所定之「管理權人」負

擔，並非消防法規範之範疇，當事人得透過契約自行約定經費最終之負擔對

象及方式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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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連棟式建築物之所有人將建築物出租而供他人使用時，必須在契約載明消防

安全事項之權利義務轉移者，始以使用人為管理權人 

(C) 私立學校或公立學校之場所均應以學校校長為管理權人 

(D) 若場所之營業地點、營業項目、統一編號及違規事實等並無不同，僅管理權

人變更時，則消防機關逕對變更後之管理權人依法接續查處作為，抑或對變

更後之管理權人重為查處程序，均無不可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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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73條之 1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111消師】 

(A) 串接使用量在超過 300公斤至 1,000公斤以下者，應設置自動緊急遮斷裝置 

(B) 串接使用量在超過 120公斤至 300公斤以下者，容器應與用火設備保持 2公

尺以上距離 

(C) 串接使用量在 80公斤以上至 120公斤以下者，應設置標示板標示緊急聯絡人

姓名及電話 

(D) 液化石油氣販賣場所之經營者發現供氣之容器串接使用場所無嚴禁煙火標示

者，不得供氣 

C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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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73條之 2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111消師】 

(A) 為避免液化石油氣容器放置室內，漏氣時易於蓄積而致災，爰明定新建及既

存建築物之液化石油氣容器均應設置於室外或屋外 

(B) 本條於 110年 11月 10日修正發布，惟為減緩實務衝擊，爰另定本條自 111

年 7月 1日施行 

(C) 如設置於屋外確有困難，且設置防止氣體滯留之有效通風裝置者，則不受本

條容器應設置於室外或屋外之限制 

(D) 液化石油氣之使用量在 20公斤以下者，容器得不受應設置於室外或屋外之限

制 

B 

31  依據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30條之 1規定，下列場所何者無須設置防

災監控系統綜合操作裝置？【111消師】 

(A) 高層建築物 

(B) 總樓地板面積在 50,000平方公尺以上之建築物 

(C) 總樓地板面積在 3,000平方公尺以上之地下建築物 

(D) 總樓地板面積在 1,000平方公尺以上之複合用途建築物 

D 

32  依潔淨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要點之規定，針對潔淨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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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何者正確？【111消師】 

(A) 撒水頭應為一般反應型 

(B) 撒水密度每平方公尺每分鐘 8.15公升以上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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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水源容量應在最遠之 30個撒水頭連續放射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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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氣淋室須設撒水頭 

33  依消防機具器材及設備認可標準規定，針對型式認可、型式變更及個別認可試驗

發現之缺點之判定方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111消師】 

(A) 致命缺點：對人體有危害之虞或無法達到消防機具器材及設備之應有功能者 

(B) 嚴重缺點：雖非致命缺點，但對消防機具器材及設備之功能有產生重大障礙

之虞者 

(C) 重大缺點：非致命缺點或嚴重缺點。但對消防機具器材及設備之功能有產生

障礙之虞；或產品構造與認可之型式有異；或標示錯誤，致使用功能產生障

礙之虞者 

(D) 輕微缺點：非屬消防機具器材及設備認可標準第 3條第 1項前 3款規定之輕

微障礙 

C 

34  依消防機具器材及設備認可實施辦法，有關申請型式認可時所需紀錄或報告之相

關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111消師】 

(A) 申請人出具之廠內試驗紀錄，須為申請日前 1年內，並載明引用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之基準或國外標準，與測試之標準值及結果值 

(B) 登錄機構出具之試驗報告，須為申請日前 3年內，並載明引用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之基準或國外標準，與測試之標準值及結果值 

(C)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國內外第三公證機構出具之試驗報告，須為申請日前 5

年內，並載明引用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基準或國外標準，與測試之標準值及

結果值 

(D) 附持續有效登載證明文件之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國內外第三公證機構出具之

試驗報告 

D 

35  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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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敘述何者與規定不同？【111消師】 

(A) 在常用溫度下或溫度在攝氏 35度以下時，表壓力達每平方公分 2公斤以上或

0.2百萬帕斯卡（MPa）以上之液化氣體中之丙烷、丁烷及液化石油氣屬於可

燃性高壓氣體 

(B) 容器檢驗場所：檢驗供家庭用或營業用之液化石油氣容器之場所 

(C) 可燃性高壓氣體儲存場所，係指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或處理場所設置之容器

儲存室 

(D) 容器串接使用場所：使用液化石油氣作為燃氣來源，其串接處理量達 80公斤

以上之場所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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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之規定，每 800 公升的膨脹蛭石之滅火效能值

為：【111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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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37  有關自動撒水設備之免設規定，下列非屬免設條件？【111消師】 

(A) 洗手間、浴室或廁所 

(B) 電信機械室或電腦室 

(C) 儲存鋁粉、碳化鈣、磷化鈣、鈉、生石灰、鎂粉、鉀、過氧化鈉等禁水性物

質 

(D)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12條第 1款第 1目所列場所及第 2目之集

會堂使用之觀眾席，設有固定座椅部分，且撒水頭裝置面高度在 4公尺以下

者 

D 

38  有關乾粉滅火設備之滅火藥劑儲存容器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111消師】 

(A) 儲存場所應置於溫度攝氏 45度至 60度，溫度變化較少處 

(B) 使用第二種乾粉之充填比為 0.85以上，1.45以下 

(C) 使用第三種乾粉之充填比為 1.5以上，2.5以下 

(D) 儲存容器設置符合 CNS11176規定之安全裝置 

D 

39  有關得免設探測器之場所或處所，以下敘述何者錯誤？【111消師】 

(A) 洗手間、廁所或浴室 

(B) 室內游泳池之水面或溜冰場之冰面上方 

(C) 外氣流通無法有效探測火災之場所 

(D) 主要構造為防火構造，且開口設有具半小時防火時效防火門之金庫 

D 

40  探測器會依其特性有不同之探測區域已達到最佳探測能力。一般來說，指探測器

裝置面之四周以淨高 X 公分以上之樑或類似構造體區劃包圍者。但差動式分布型

及偵煙式探測器，其裝置面之四周淨高應為 Y公分以上。其中 X、Y分別應為多

少？【111消師】 

(A)  X=40, Y=60 (B)  X=40, Y=80 (C)  X=60, Y=90 (D)  X=60, Y=120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