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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高鋒公職 警大消佐班 

消防安全設備(警報及避難系統) 考前猜題 

石穩老師 出題 

一、單一選擇題：(每題 2 分，共 40 分；答對者每題給 2 分，答錯者倒扣 1/3 題分，不答

者以零分計) 

1 有一高度為 3公尺，樓地板面積為 400平方公尺之探測區域，探測器如為偵煙式 1

種，其設置數量至少為多少個？ 

(A) 3 (B) 6 (C) 8 (D) 9

A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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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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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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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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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3 從各廣播區域內任一點至 L級揚聲器之水平距離最遠在幾公尺以下？ 

(A) 10 (B) 15 (C) 20 (D) 30

A 

4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瓦斯漏氣警報裝置之檢知器動作時，該區

域內之檢知區域警報裝置能發出警報音響，其音壓在距 1 公尺處應有多少分貝以

上？ 

(A) 60分貝 (B) 70分貝 (C) 75分貝 (D) 90分貝

B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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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6 下列有關消防幫浦之性能規定，何者錯誤？ 

(A) 幫浦之吸水性能在額定出水量未滿每分鐘 900公升時，最大吸水全揚程具有

5m以上

(B) 幫浦之出水量在額定出水量之 150%時，其全揚程應達到額定出水量；性能曲

線上全揚程之 65%以上

(C) 幫浦之全閉揚程應為性能曲線上全揚程之 140%以下

(D) 幫浦所標示之額定出水量，在其性能曲線上之全揚程必須達到額定揚程之

100~110%

A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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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樓時，下列那一樓層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不須鳴動？ 

(A) 每一樓層 (B) 三樓 (C) 地下一樓 (D) 地下三樓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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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火警受信總機、中繼器及偵煙式探測器，有設定蓄積時間時，其蓄積時間之合計，

每一火警分區不得超過多久？ 

(A) 20秒   (B) 30秒   (C) 40秒   (D) 60秒 

D 

9 下列有關火警分區之規定，何者為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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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上下二層樓地板面積之和在六百平方公尺以下者，得二層共用一分區 

(C) 每一分區之任一邊長在六十公尺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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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10 偵煙式探測器(光電式分離型除外)裝設於高度6公尺之裝置面時，其有效探測範圍

為多少？ 

(A) 40平方公尺  (B) 60平方公尺  (C) 75平方公尺  (D) 150平方公尺 

C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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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示設備      (B) 無線電通信輔助設備 

(C) 一一九火災通報裝置    (D) 緊急照明設備 

C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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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類場所較著重於自動撒水滅火設備 

(B) 幼兒園為甲類場所 

(C) 地下建築物屬於戊類場所 

(D) 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為甲類場所 

C 

13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之用語定義，所謂高度危險工作場所係指儲

存一般可燃性固體物質倉庫之高度超過五點五公尺者，或易燃性液體物質之閃火點

未超過攝氏A度與攝氏溫度為B度時，其蒸氣壓未超過每平方公分二點八公斤或

0.28MPa者。其中A、B各代表為何？ 

(A) A=60；B=37.8     (B) A=55；B=37.3 

(C) A=65；B=27.3     (D) A=60；B=27.8
 

A 

14 依據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建築物供第十二條第一款第六目使用之場

所，出口標示燈之規定何者有誤？ 

(A) 應採具閃滅功能，或兼具音聲引導功能者 

(B) 由主要出入口往避難方向所設探測器動作時，該出入口之出口標示燈應維持繼

續閃滅及音聲引導  

(C) 與火警自動警報設備連動 

(D) 設於主要出入口 

B 

15 某一醫療機構病房內有病床 200床、從業員工有 100 名，各候診室之樓地板面積 C 

高鋒公職．警大消佐班考前猜題 消防安全設備－警報及避難系統 高鋒公職消防師資團隊



3 

合計為 1,500 平方公尺，則其避難收容人數為何？ 

(A) 600 人   (B) 700 人   (C) 800 人   (D) 900 人 

16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連結送水管之出水口設置，下列敘述何者錯

誤？ 

(A) 各層任一點至出水口之水平距離在 25公尺以下 

(B) 出水口設於地下建築物各層或建築物第三層以上各層樓梯間或緊急升降機間等

消防人員易於施行救火之位置 

(C) 出水口距樓地板面之高度在 0.5公尺以上 1.5公尺以下 

(D) 出水口為雙口形，接裝口徑 63毫米快速接頭，但設於第 10層以下之樓層，得

用單口形 

A 

17 建築物高度超過六十公尺者，其連結送水管中繼幫浦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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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公尺  (B) 160 公尺  (C) 170 公尺  (D) 180 公尺 

C 

18 依「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設置辦法」規定，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之安裝方式，下列何者

有誤？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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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裝置於天花板者，警報器距離天花板 50公分以內 

(C) 距離出風口 1.5公尺以上 

(D) 以裝置於居室中心為原則 

B 

19 依據「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22條之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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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平方公尺     (B) 500平方公尺  

(C) 1000平方公尺     (D) 不論面積均應設置 

D 

20 顯示避難方向符號之 A級出口標示燈，其標示面之縱向尺度為 0.4公尺，試問其

步行距離為多少公尺以下之有效範圍？  

(A) 60    (B) 40    (C) 30    (D) 20 

B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分，共 60分；計分方式為:每答對一選項者，各獲得 1/5題分，

答錯每一選項者，各倒扣 1/5題分，完全不答者以零分計) 

21 有關標示設備之設置，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 自居室任一點易於觀察識別其主

要出入口，且與主要出入口之步行距離在避難層以外之樓層為十公尺以下者，得免

設出口標示燈 (B) 自居室任一點易於觀察識別其主要出入口，且與主要出入口之

步行距離在避難層為十公尺以下，得免設避難方向指示燈 (C) 樓梯或坡道，設有

緊急照明設備及供確認避難方向之樓層標示者，得免設避難方向指示燈 (D) 供集

A 

C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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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住宅使用之居室得免設標示設備 (E) 自居室任一點易於觀察識別其主要出入口

，且與主要出入口之步行距離在三十公尺以下者，得免設避難指標  

22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155條規定，下列何場所之主要避難路徑，出

口標示燈及避難方向指示燈之緊急電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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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總樓地板面積在五萬平方公尺以上 (B) 高層建築

物，其總樓地板面積在三萬平方公尺以上 (C) 觀光旅館總樓地板面積在一萬平方

公尺以上 (D) 地下建築物，其總樓地板面積在一萬平方公尺以上 (E) 複合用途建

築物，其總樓地板面積在一萬平方公尺以上 

A 

B 

23 某療養院位於 3樓，依照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157條之規定，下列何

者為該場所可選擇適用的避難器具？ 

(A) 避難梯 (B) 避難橋 (C) 緩降機 (D) 救助袋 (E) 滑杆 

B 

D 

24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避難器具於開口部保有必要開口面積之規定，

下列何者錯誤？ (A) 緩降機為高八十公分以上，寛六十公分以上或高一百公分以

上，寛五十公分以上 (B) 避難梯為高八十公分以上，寛五十公分以上或高一百公

分以上，寛四十五公分以上 (C) 救助袋為高六十公分以上，寛六十公分以上 (D) 

滑臺為高六十公分以上，寛為滑臺最大寛度以上 (E) 避難橋為高一百六十公分以

上，寛為避難橋最大寛度以上 

A 

D 

E 

25 偵煙式探測器除光電式分離型外，下列有關的設置規定，何者正確： (A) 昇降機

坑道及管道間免設 (B) 探測器應裝設於距離牆壁或樑六十公分以上之位置 (C) 探

測器應裝設於距離牆壁或樑六十公分以上之位置 (D) 探測器（一種及二種）在樓

梯、斜坡通道及電扶梯，垂直距離每十五公尺至少設置一個 (E) 探測器下端，應

裝設在裝置面下方六十公分範圍內 

B 

C 

D 

E 

26 下列場所何者適用裝設差動式分布型探測器？ (A) 煙會大量流入之場所 (B) 排放

廢氣會大量滯留之場所 (C) 平時煙會滯留之場所 (D) 平時煙會滯留之場所 (E) 

會結露之場所 

A 

B 

E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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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手動或自動啟動功能應擇一設定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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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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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裝置附

近，應設置送、收話器，並與其他內線電話明確區分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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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D 

E 

28 有關設置燈具閃滅或音聲引導功能之出口標示燈時，下列設置規定何者正確？ (A) 

供第十二條第一款第六目使用者應採具閃滅功能，或兼具音聲引導功能之出口標示

燈 (B) 由主要出入口往避難方向所設探測器動作時，該出入口之出口標示燈應停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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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閃滅及音聲引導 (C) 應與火警自動警報設備連動 (D) 未達設置火警自動警報設

備之規模時，得免與探測器連動 (E) 應設於主要出入口 

E 

29 探測器欲裝設於裝置場所高度超過八公尺未滿十五公尺之場所，可就下列何種探測

器種類選擇裝設？ (A) 差動式局限型 (B) 離子式局限型一種 (C) 光電式局限型

二種 (D) 補償式局限型 (E) 光電式分離型二種 

B 

E 

30 天花板上設有出風口時，除下列何種探測器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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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定

溫式 

A 

B 

D 

31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下列場所何者應設置連結送水管？ (A) 

總樓地板面積 6000平方公尺之 5層建築物 (B) 總樓地板面積 5000平方公尺之 6

層建築物 (C) 總樓地板面積 4000平方公尺之 7層建築物 (D) 總樓地板面積 1000

平方公尺之 8層建築物 (E) 總樓地板面積 500平方公尺之地下建築物 

A 

C 

D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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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適用增建、改建或變更用途後之標準？ (A) 增建或改建部分，以本標準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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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建

築物之消防安全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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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增建或改建部分，以本標準修正發布施行日起，樓地板面積合計逾五

百平方公尺時，該建築物之消防安全設備 

A 

C 

D 

33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下列何種場所設有自動撒水設備且配置高

感度密閉式撒水頭時得免設火警自動警報設備？ (A) 複合用途建築物 (B) 甲類場

所 (C) 高層建築物 (D) 應設偵煙式探測器場所 (E) 地下建築物 

A 

34 依規定，下列處所何者不得免設探測器？ (A) 廁所 (B) 樓梯間 (C) 昇降機道 

(D) 不燃性石材或金屬等加工場，未儲存或未處理可燃性物品處 (E) 冷藏庫等設

有能早期發現火災之溫度自動調整裝置者 

B 

C 

35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設置消防專用蓄水池時，下列敘述何

者正確？ (A) 除採機械方式引水時，其有效水量係指蓄水池深度在基地地面下4.5

公尺範圍內之水量 (B) 消防專用蓄水池採機械方式引水時，任一採水口至建築物

各部分之水平距離在100公尺以下，水量120立方公尺以上者，應設3個以上採水

口，其出水量為2200公升／分鐘 (C) 水量120立方公尺以上者，設2個以上採水口 

(D) 消防專用蓄水池設於消防車能接近至其3公尺範圍內，易於抽取處 (E) 任一消

防專用蓄水池至建築物各部分之水平距離在100公尺以下者，其有效水量應在20立

方公尺以上 

A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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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緊急電源插座設置之規定，下列何者錯誤？ 

(A) 應從主配電盤設專用回路，且專用回路應設漏電斷路器 (B) 緊急用電源插座

連接至緊急供電系統(C) 為接地型，裝設高度距樓地板零點八公尺以上一點五公尺

以下 (D) 各插座設容量一百一十伏特、十五安培以上之無熔絲斷路器 (E) 緊急電

源插座在保護箱上方設紅色表示燈 

A 

C 

37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有關第五種滅火設備滅火效能值之敘

述，下列何者正確？【105中油雇員】 (A) 八公升之消防專用水桶，每三個為一

滅火效能值 (B) 水槽每八十公升為零點五滅火效能值 (C) 乾燥砂每五十公升為零

點五滅火效能值 (D) 膨脹蛭石每一百六十公斤為一滅火效能值 (E) 膨脹珍珠岩每

一百六十公升為一滅火效能值 

A 

C 

E 

38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下列場所何者應設置連結送水管？ (A) 

總樓地板面積5000平方公尺之5層建築物 (B) 總樓地板面積500平方公尺之地下建

築物 (C) 總樓地板面積6000平方公尺之6層建築物 (D) 總樓地板面積5000平方公

尺之7層建築物 (E) 總樓地板面積6000平方公尺之5層建築物 

C 

D 

E 

39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中繼幫浦之一次側，要設置那些管件

與閥類？ 

(A) 逆止閥 (B) 壓力調整閥 (C) 出水口 (D) 送水口 (E) 止水閥 

B 

C 

E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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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動撒水設備 (D) 大型滅火器 (E) 乾粉滅火設備 

B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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