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 年高鋒公職 警大消佐班 

消防法規 考前猜題 

一、單一選擇題： 

1 下列有關水道連結型自動撒水設備撒水頭之設置規定，請依「水道連結型自動撒水

設備設置基準」選出正確者？ 

(A) 水道連結型撒水頭放水量應在每分鐘三十公升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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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水道連結型撒水頭放水量應在每分鐘五十公升以上，最末端放水壓力應在每平

方公分零點一公斤以上或零點零一百萬帕斯卡（MPa） 以上。

(C) 水道連結型撒水頭放水量應在每分鐘八十公升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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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水道連結型撒水頭放水量應在每分鐘六十公升以上，最末端放水壓力應在每平

方公分零點一公斤以上或零點零一百萬帕斯卡（MPa） 以上。

A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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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3 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應以轄內之消防分隊或鄉（鎮、市、區）為單位，劃分

救護區，由消防機關或消防分隊設置救護隊，辦理緊急救護業務。其中救護區人口

在(a)，救護隊得增加一名救護人力。其中(a)應為下列何者？ 

(A) 3萬人以上，每滿 1萬 5千人 (B) 7萬人以上，每滿 1萬 5千人

(C) 5萬人以上，每滿 1萬 5千人 (D) 各機關依實際任務需求

B 

4 有關定期檢修消防安全設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違反規定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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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違反規定者，通知限期改善，未改善者處其管理權人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得按次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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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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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5 消防法第 28條規定，參加編組人員(如義勇消防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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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何

者錯誤？ 

(A) 死亡者：給與一次撫卹金 90個基數。

(B) 極重度與重度身心障礙者： 30個基數。

(C) 中度身心障礙者：18個基數。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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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輕度身心障礙者：8個基數。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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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7 護理機構（限一般護理之家、精神護理之家、產後護理機構）申報備查期限 

應為下列何者？ 

(A) 每年六月底及十二月底前  (B) 每年五月底及十一月底前 

(C) 每年三月底及九月底前  (D) 每年六月底前 

B 

8 下列何者為「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中規定應設置第一種消防栓之場

所？ 

(A) 集合住宅     (B) 餐廳 

(C) 傢俱展示販售場    (D) 醫院 

C 

9 爆竹煙火監督人，應為爆竹煙火製造場所或達中央主管機關所定管制量三十倍以上

儲存、販賣場所之管理或監督層次幹部。 

爆竹煙火監督人任職期間，每( a )年至少應接受複訓一次；複訓之時間，不得少

於( b )小時。其中(a) × (b) 應為下列何者？ 

(A) 8   (B) 10   (C) 16   (D) 48 

C 

10 下列何者為「生物病原災害」之定義？ 

(A) 指因輻射源或輻射作業過程中，或因天然、人為等因素，產生輻射意外事故，

造成人員輻射曝露之安全危害或環境污染者。 

(B) 指傳染病發生流行疫情，且對國家安全、社會經濟、人民健康造成重大危害，

對區域醫療資源產生嚴重負荷者。 

(C) 指因動物傳染病或植物疫病蟲害之發生、蔓延，造成災害者。 

(D) 指因事故或氣象因素使懸浮微粒物質大量產生或大氣濃度升高，空氣品質達一

級嚴重惡化或造成人民健康重大危害者。 

B 

11 消防指揮人員搶救工廠火災時，工廠之管理權人應指派專人至現場協助救災，違反

本規定將面臨下列何種處罰？ 

(A) 處管理權人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B) 處管理權人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C) 處管理權人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D) 處管理權人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D 

12 依消防法第 17條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為消防需要，應會同自來水事業

機構選定適當地點，設置消防栓，其保養、維護由下列何者負責執行？ 

(A) 直轄市、縣（市）政府  (B) 中央主管機關 

(C) 消防機關     (D) 自來水事業機構 

D 

13 消防人員因緊急救護、搶救火災，對人民之土地、建築物、車輛，非進入、使用、

損壞或限制其使用，不能達緊急救護及搶救之目的時，得進入、使用、損壞或限制

其使用。違反上列規定依消防法將面臨下列何種處罰？ 

(A) 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B) 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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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D) 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14 有關施放專業爆竹煙火，應有之安全防護措施，下列何者敘述正確？ 

(A) 施放筒與儲存區距離在 10公尺以上。 

(B) 施放筒開口方向，朝下風位置，並有固定措施，防止風力影響其方向位置。 

(C) 施放筒與非施放作業之工作人員，保持 50公尺以上之距離。但於直徑未滿七

點五公分之煙火彈作業時，得保持 25公尺以上之距離。 

(D) 點火後有未施放情形，須俟施放完畢 5分鐘後，緩慢將施放筒倒置，取出未施

放之專業爆竹煙火，並銷毀之。 

C 

15 消防法第 15條之 2第 1項第 5款所定安全技術人員，應經直轄市、縣（市）消防

機關，或由中央消防機關認可之專業機構，講習訓練合格並領有證書，始得充任。

前項講習訓練時間不得少於(a)小時且 每(b)年應接受複訓一次，每次複訓時數不

得少於(c)小時。其中 a + b + c  總數應為多少？ 

(A) 126   (B) 26   (C) 16   (D) 15小時 

B 

16 依災害防救法第 41條規定，散播有關災害之謠言或不實訊息，足生損害於公眾或

他人者，面臨下列何種處罰？ 

(A) 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B) 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C)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D) 得依刑法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C 

17 依消防法第 6條第 1項所定標準應設置消防安全設備之供營業使用場所，或依同條

第 4項所定應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之場所，其管理權人未依規定設置或維護，於

發生火災時致人於死者之罰則何者正確？ 

(A) 處 1年以上 7年以下有期徒刑 

(B) 得併科新臺幣 50萬元以上 250萬元以下罰金 

(C) 得併科新臺幣 6千元以上 3萬元以下罰金 

(D) 處 6月以上 5年以下有期徒刑 

A 

18 依據風災震災火災爆炸災害救助種類及標準第 3 條，下列何者非災害救助之種

類？ 

(A) 死亡救助 (B) 拆遷救助 (C) 重傷救助 (D) 安遷救助 

B 

19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以下稱本標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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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適用增建、改建或變更用途後之標準，其中增建或改建部分，

下列規定何者正確？ 

(A) 以本標準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七月一日修正條文施行日起，樓地板面積合計逾

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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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以本標準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七月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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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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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以本標準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七月一日修正條文施行日起，樓地板面積合計逾

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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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以本標準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七月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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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依據「消防機關災害現場人命救助作業原則」，下列何者非現場救災指揮站之編組？ 

(A) 指揮組  (B) 執行組  (C) 計畫組  (D) 後勤組 

B 

 

二、多重選擇題： 

21 下列何者屬「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中之避難逃生設備？ 

(A) 觀眾席引導燈。 

(B) 救助袋。 

(C) 緊急照明設備。 

(D) 排煙設備。 

(E) 一一九火災通報裝置。 

A 

B 

C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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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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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設置氣體漏氣自動警報設備。 

B 

C 

23 下列何者為一一九火災通報裝置設置規定？ 

(A) 應具手動及自動啟動功能。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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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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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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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裝置附近，應設置送、收話器，並與其他內線電話明確區分。 

A 

B 

C 

D 

E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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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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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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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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第六類公共危險物品不可與火焰、火花或高溫物體接近，並應防止其發生蒸

氣。 

25 室外儲槽場所儲槽儲存第四類公共危險物品者，其防液堤應符合規定之敘述，下

列 

何者錯誤？ 

(A) 防液堤周圍應設道路並與區內道路連接，道路寬度不得小於三公尺。 

(B) 防液堤內面積不得超過 6萬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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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千公秉以上者，其排水設備操作閥開關，應容易辨別。 

(E) 防液堤之高度應在 50公分以上。但儲槽容量合計超過 20萬公秉者，高度應

在 1公尺以上。 

A 

B 

C 

26 依消防法第 36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 3千元以上 1萬 5千元以下

罰鍰，何者錯誤？ 

(A) 違反消防法第 11條規定，經通知限期改善逾期不改善者 

(B) 謊報火警者。 

(C) 妨礙消防法第 34條第 1項設備之使用者 

(D) 不聽從消防法第 14條第 1項、15條第 1項所為之處置者。 

(E) 謊報災害、人命救助、緊急救護 

A 

D 

27 緊急救護：指緊急傷病患或大量傷病患之現場急救處理及送醫途中之救護。 

下列緊急傷病患之敘述何者錯誤？ 

(A) 孕婦待產者。 

(B) 因災害或意外事故急待救護者。 

(C) 送醫途中之緊急救護。 

(D) 重大傷病患或離島、偏遠地區難以診治之傷病患之轉診。 

(E) 其他緊急傷病者。 

C 

D 

28 依消防法第 13條所定防火管理人，應經中央消防機關認可之訓練機構或直轄市、

縣（市）消防機關講習訓練合格領有證書始得充任。 

前項講習訓練分為初訓及複訓；初訓合格後，每(a)至少應接受複訓一次且複訓不

得少於(b)小時。 

其中(a)、(b)應為下列何者？ 

(A) 6 

(B) 3 

(C) 2 

(D) 12 

(E) 16 

A 

B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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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高鋒公職．警大消佐班考前猜題 消防法規與消防安全設備 高鋒公職消防師資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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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歌廳、舞廳、夜總會 

D 

30 爆竹煙火之製造、儲存或販賣場所，於附近發生火災或其他狀況致生危險時，或

爆竹煙火產生煙霧、異味或變質等狀況，致影響其安定性時，其負責人或爆竹煙

火監督人應立即採取下列哪些緊急安全措施？ 

(A) 發生狀況場所周圍之爆竹煙火成品，搬離至安全處所。 

(B) 發生狀況場所周圍之爆竹煙半成品及原料，搬離至安全處所 

(C) 發生狀況場所周圍之機具設備，全部或部分停止使用。 

(D) 啟動自衛消防編組。 

(E) 向當地消防主管機關報案。 

A 

B 

C 

E 

31 為掌握重大災害初期搜救應變時效，平日由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結合下列哪些

人員共同因應災害緊急應變處置？，何者敘述錯誤？ 

(A) 內政部消防署 

(B) 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 

(C)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D) 衛生福利部 

(E) 國防部 

C 

D 

E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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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耐燃電線電纜 

(E) 滅火器 

C 

D 

33 下列爆竹煙火儲存、販賣場所之管制量規定何者正確？ 

(A) 摔炮類一般爆竹煙火：火藥量零點五公斤或總重量二點五公斤。 

(B) 火花類之手持火花類及爆炸音類之排炮、連珠炮、無紙屑炮類管制量為火藥

量十公斤或總重量五十公斤。 

(C) 摔炮類以外之一般爆竹煙火及舞臺煙火：火藥量五公斤或總重量二十五公斤 

(D) 摔炮類一般爆竹煙火：火藥量零點三公斤或總重量一點五公斤。 

(E) 舞臺煙火以外之專業爆竹煙火：總重量零點五公斤。 

B 

C 

D 

E 

34 依災害防救法規定，人民因之下列那些處分、強制措施或命令，致其財產遭受損

失時，得請求補償。但因可歸責於該人民之事由者，不在此限。 

(A) 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於災害應變之必要範圍內，

對於妨礙救災之設備所有權人，勸告其除去該設備，並作適當之處置。 

(B) 優先使用傳播媒體與通訊設備，蒐集及傳播災情與緊急應變相關資訊。 

(C) 劃定警戒區域，製發臨時通行證，限制或禁止人民進入或命其離去。 

(D) 救災所需必要物資之製造、運輸、販賣、保管、倉儲業者，得徵用、徵購。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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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徵調相關專門職業、技術人員。 

35 各種災害之預防、應變及復原重建，以下列機關為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請選出錯誤者。 

(A) 震災（含土壤液化）、森林火災、火山災害：內政部。 

(B) 動植物疫災：衛生福利部。 

(C) 懸浮微粒物質災害：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D) 寒害、土石流災害：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E) 工業管線災害：經濟部。 

A 

B 

36 為減少災害發生或防止災害擴大，各級政府平時應依權責實施下列減災事項，請

選出何者錯誤？ 

(A) 災害防救之訓練、演習。 

(B) 災害潛勢、危險度、境況模擬與風險評估之調查分析，及適時公布其結果。 

(C) 災害防救設施、設備之整備及檢查。 

(D) 治山、防洪及其他國土保全。 

(E) 災害保險之規劃及推動。 

A 

C 

37 乘災害之際而故犯下列所列之罪者，得依刑法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請選出正確者) 

(A) 竊盜 

(B) 詐欺 

(C) 恐嚇取財 

(D) 強盜 

(E) 規避、妨礙或拒絕依第三十二條第二項規定所為之檢查。 

A 

B 

C 

D 

38 下列泡沫滅火設備之放射區域之規定，請選出正確者？ 

(A) 使用泡沫噴頭時，每一放射區域在樓地板面積 50平方公尺以上 100平方公尺

以下。 

(B) 使用泡水噴頭時，放射區域占其樓地板面積三分之一以上，且至少 200平方

公尺。 

(C) 使用泡沫噴頭時，每一放射區域在樓地板面積 50平方公尺以上 200平方公尺

以下。 

(D) 樓地板面積未達二百平方公尺者，放射區域依其實際樓地板面積計。 

(E) 使用泡水噴頭時，放射區域占其樓地板面積三分之一以上，且至少 100平方

公尺。 

A 

B 

D 

39 公共危險物品等場所之滅火設備分類為一至五種滅火設備，其中第五種滅火設備

除滅火器外之其他設備，其核算滅火效能值下列哪些正確？ 

(A) 八公升之消防專用水桶，每三個為一滅火效能值。 

(B) 水槽每八十公升為一點五滅火效能值。 

(C) 乾燥砂每五十公升為零點五滅火效能值。 

(D) 膨脹蛭石或膨脹珍珠岩每一百六十公升為一滅火效能值。 

(E) 公共危險物品每達管制量之十五倍 (含未滿) 應有一滅火效能值。 

A 

B 

C 

D 

40 下列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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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水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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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設置規定，請選出錯誤者？ 

(A) 室外消防栓應設置於屋內，且具備消防水帶箱。 

(B) 室外消防栓箱內配置瞄子、開關把手及口徑六十三毫米、長度十公尺消防水

帶二條。 

(C) 全部射水設備同時使用時，各射水設備放水壓力在每平方公分二點五公斤以

上或 0.25MPa  以上，放水量在每分鐘四百五十公升以上。 

(D) 全部射水設備數量超過二支時，以同時使用二支計算之。 

(E) 射水設備之水源容量，在二具射水設備同時放水二十分鐘之水量以上。 

B 

C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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