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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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船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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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考試 
類 科： 消防設備士 
科 目： 警報與避難系統消防安全設備概要 
考試時間： 1 小時 30 分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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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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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以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一、請依據「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試述標示設備光度與照度的規定？並
依據「出口標示燈及避難方向指示燈認可基準」，試述平均亮度與亮度比的規定？
（25 分） 

二、請依據「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試述擴音機及操作裝置設置的規定？
並依據「緊急廣播設備檢修及申報作業基準」，試述綜合檢查之檢查方法與判定方
法？（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3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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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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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有關免設探測器處所的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室內游泳池之水面或溜冰場之冰面上方 
主要構造為防火構造，且開口設有具半小時以上防火時效防火門之金庫 
冷藏庫等設有能早期發現火災之溫度自動調整裝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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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依據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有關空氣管式差動式分布型探測器設置時的規定，下列敘述何者

錯誤？ 
每一探測區域內之空氣管長度，露出部分在 20 公尺以上 
裝接於一個檢出器之空氣管長度，在 100 公尺以下 
空氣管裝置在裝置面下方 40 公分範圍內 
空氣管裝置在自裝置面任一邊起 1.5 公尺以內之位置，其間距，在防火構造建築物，在 9 公尺以下，其

他建築物在 6 公尺以下 
3 依據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有關光電式分離型探測器設置時的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設在與探測器光軸平行牆壁距離 60 公分以上之位置 
探測器之受光器及送光器，設在距其背部牆壁 1 公尺範圍內 
設在天花板等高度 20 公尺以下之場所 
探測器之光軸與警戒區任一點之水平距離，在 10 公尺以下 

4 依據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有關火警受信總機之位置設置時的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裝置於值日室等經常有人之處所。但設有防災中心時，設於該中心 
壁掛型總機操作開關距離樓地板面之高度，在 0.6 公尺以上 1.5 公尺以下 
裝置於日光不直接照射之位置 
避免傾斜裝置，其外殼應接地 

5 依據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有關火警發信機設置的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附設緊急電話插座  裝置於屋外之火警發信機，具防水之性能 
樓梯或管道間之火警分區，應分別設置 二樓層共用一火警分區者，應分別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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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依據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有關緊急廣播設備的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緊急廣播設備之音響警報應以語音方式播放 
緊急廣播設備與其他設備共用者，在火災時應能遮斷緊急廣播設備以外之廣播 
廣播區域超過 50 平方公尺 100 平方公尺以下時，設Ｌ級或Ｍ級揚聲器 
導線間及導線對大地間之絕緣電阻值，以直流 250 伏特額定之絕緣電阻計測定，對地電壓超過 150 伏

特者，在 0.1 ＭΩ以上 
7 某一地下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超過 500 平方公尺未達 1,000 平方公尺，不符合免設條件，依據各類場所消

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下列那一種消防安全設備依法應設置？ 
排煙設備  緊急電源插座  
無線電通信輔助設備  瓦斯漏氣火警自動警報設備 

8 依據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出口標示燈應設於下列出入口上方或其緊鄰之有效引導避難處，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通往戶外之出入口；設有排煙室者，為該室之出入口 
通往第一款及第二款出入口，走廊或通道上所設跨防火區劃之出入口 
通往直通樓梯之出入口；設有排煙室者，為該室之出入口 
通往前二款出入口，由室內往走廊或通道之出入口 

9 依據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下列那一場所使用之樓層，主要構造為防火構造且設有二座以上

安全梯，且該樓層各部分均有二個以上不同避難逃生路徑能通達安全梯，符合避難器具免設之規定？ 
金融機構 活動中心 室內溜冰場 電影攝影場 

10 依據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有關緩降機設置及其支固器具之裝置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緩降機之設置，在下降時，所使用繩子應避免與使用場所牆面或突出物接觸 
支固器具設在使用場所之磚牆或其他構造上較堅固及容易裝設場所 
緩降機所使用繩子之長度，以其裝置位置至地面或其他下降地點之等距離長度為準 
支固器具以螺栓、熔接或其他堅固方法裝置 

11 依據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有關緊急照明燈之構造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白熾燈為雙重繞燈絲燈泡，其燈座為瓷製或與瓷質同等以上之耐熱絕緣材料製成者 
日光燈為瞬時起動型，其燈座為耐熱絕緣樹脂製成者 
放電燈之安定器，裝設於一般性外箱 
水銀燈為高壓瞬時點燈型，其燈座為瓷製或與瓷質同等以上之耐熱絕緣材料製成者 

12 依據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特別安全梯或緊急昇降機間排煙室之排煙設備設置於直接面向戶
外之窗戶時，下列規定及敘述何者錯誤？ 
在排煙時窗戶與煙接觸部分使用不燃材料 
窗戶有效開口面積位於天花板高度二分之一以上之範圍內 
窗戶之有效開口面積在 2 平方公尺以上。但特別安全梯排煙室與緊急昇降機間兼用時，應在 3 平方公

尺以上 
平時關閉之窗戶設手動開關裝置，其操作部分設於距離樓地板 180 公分之位置，並標示簡易之操作方式 

13 依據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有關緊急供電系統之配線除依屋內線路裝置規則外，下列規定及
敘述何者錯誤？ 
電源回路之配線，施予耐熱保護 
標示燈回路及控制回路之配線，施予耐熱保護 
電氣配線應設專用回路，不得與一般電路相接，且開關有消防安全設備別之明顯標示 
緊急用電源回路及操作回路，使用 600 伏特耐熱絕緣電線，或同等耐熱效果以上之電線 

14 依據火警探測器認可基準規定，有關火警自動警報設備所使用火警探測器之構造，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不得因氣流方向改變而影響探測功能 
探測器的底座視為探測器的一部位，且與本體連結試驗 100 次後，內部接觸彈片不得發生異狀及功能

失效 
應有排除水分侵入之功能 
探測器之接點不得露出在外 

15 依據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認可基準，有關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構造與功能的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應能確實動作且易於操作、附屬零件易於更換 
應具有易於安裝及更換之構造 
正常使用狀態下，不得因溫度變化導致外殼變形 
外部配線應能承受任何方向之 100 N 拉力達 1 分鐘，且拉力不會傳遞到導線和電池端子連接器之接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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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依據火警自動警報設備測試報告書測試方法及判定要領，有關定溫式感知線型探測器之外觀試驗的規

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感知線應設置在裝置面下方 0.1 m 以內之位置 
感知線之安裝在直線部分以每 0.5 m 以內之間隔固定 
感知線之彎曲半徑應在 0.05 m 以上 
感知線之接續，應使用端子接線 

17 依據火警自動警報設備檢修及申報作業基準，探測器外觀檢查警戒狀況之判定方法的規定，有關性能障

礙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應無被塗漆 
火焰探測器應無日光直射等影響性能之顧慮 
光電式型探測器之受光部，應無日光直射等影響性能之顧慮 
應無因裝修造成妨礙熱氣流、煙流動之障礙 

18 依據緊急廣播設備檢修及申報作業基準，有關標示燈外觀檢查規定，標示燈與裝置面成 P 度角，在 Q 公

尺距離內應均能明顯易見。試問 P 與 Q 分別為何？ 
P ＝10，Q＝15  P ＝10，Q＝7.5 P ＝15，Q＝10 P ＝15，Q＝7.5 

19 依據排煙設備檢修及申報作業基準，有關綜合檢查之判定方法的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運轉電流在所規定的範圍內 
排煙機在運轉中應無異常聲音及振動，風道應無異常振動 
排煙機回轉葉片的回轉方向應正常 
排煙口及吸煙閘門打開後，能連動自動排煙機啟動 

20 依據避難器具檢修及申報作業基準，有關外觀檢查之判定方法的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在操作面積內，除了輕量而容易移動之物品外，不得放置會妨礙之大型椅子、桌子、書架及其他物品等  
由地板面至開口部下端之高度應在 80 cm 以下 
下降空地應有寬 1 公尺以上之避難上有效通路，通往廣場、道路等 
有電線時，應距離下降空間 1.2 m 以上 

21 依據避難器具測試報告書測試方法及判定要領，有關避難器具設置場所等外觀試驗之判定要領的規定，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應設置在容易接近，且無妨礙避難器具使用之空間，有安全構造之操作部 
應與設置在其他樓層之避難器具間相互無妨礙 
關於樓梯、出入口或其他相關避難設施之關連，應在適當之位置 
至樓地板面或其他著地點之下降空間，應無妨礙避難之障礙物 

22 緊急廣播設備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啟動裝置於各樓層任一點至啟動裝置之步行距離應在 50 公尺以下 
特別安全梯應垂直距離每 45 公尺單獨設定一廣播分區 
樓梯至少垂直距離每 20 公尺應設 1 個Ｌ級揚聲器 
擴音機及操作裝置應具有選擇必要樓層或區域廣播之性能 

23 若一緊急昇降機間（未兼用）之排煙設備排煙閘門面積為 6 m2，請問機械排煙時風速應為多少，方能符

合法令規定？ 
2 0 m/min 4 0 m/min 6 0 m/min 8 0 m/min 

24 某一場所第六層需設置排煙設備，並區分為三個排煙區劃，面積各自為 450 m2、400 m2、400 m2，試問其

排煙風量應至少為多少 m3/min？ 
800  900  1000  1200  

25 有一高度為 3.9 公尺，樓地板面積為 490 平方公尺之探測區域，探測器如為偵煙式三種，其設置數量至少

為多少個？ 
4  7  8  10  

26 某須設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場所，其中一層之長為 100 公尺，寬為 14 公尺，且任一點無法見到全部區域，

則該樓層之火警分區數至少須多少區？ 
2  3  4  5  

27 一地下二層地上六層之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超過 3,000 平方公尺，若起火樓層位於三樓時，下列那一樓

層不需鳴動？ 
一樓 二樓 三樓 五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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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瓦斯對空氣之比重大於 1 時，則下列瓦斯漏氣檢知器裝設之規定何者正確？ 
應設於距瓦斯燃燒器具或瓦斯導管貫穿牆壁處水平距離 8 公尺以內 
應設於距瓦斯燃燒器具或瓦斯導管貫穿牆壁處水平距離 4 公尺以外 
檢知器上端應裝設在距樓地板面 30 公分範圍內 
檢知器下端應裝設在天花板下方 30 公分範圍內 

29 差動式侷限型、差動式分布型（空氣管式）及補償式侷限型等探測器的構造中，非共通構件為下列那一

個？ 
感熱室 洩漏孔 模片 接點 

30 有關瓦斯漏氣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警報裝置，下列何者錯誤？ 
瓦斯漏氣表示燈在一警報分區僅一室時，免設之 
瓦斯漏氣表示燈距離樓地板面之高度為 4.5 m 以下 
瓦斯漏氣表示燈其亮度應在表示燈前方 3 m 能明確識別 
警報音響，其音壓在距 1 m 處，應有 90 分貝以上 

31 下列何者探測器，未利用空氣膨脹原理而作動？ 
定溫式侷限型探測器 差動式侷限型探測器 差動式分布型探測器 補償式侷限型探測器 

32 下列新建一棟四層的建築物的第三層樓層當中，何者應設置火警自動警報設備？ 
樓地板面積在 250 m2 之旅館 樓地板面積在 350 m2 之餐廳 
樓地板面積在 200 m2 之舞廳 樓地板面積在 450 m2 之辦公室 

33 某飯店其第五層之收容人數合計為 650 人，則該層在未有符合減設或免設條件時，其應設避難器具多少

具？ 
4  5  6  7  

34 依據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出口標示燈及避難方向指示燈，應保持不熄滅，但出口標示燈及

非設於樓梯或坡道之避難方向指示燈，與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探測器連動亮燈，且配合其設置場所使用

型態採取適當亮燈方式，符合規定之一者，得予減光或消燈，有關減光或消燈的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

誤？ 
設置場所無人期間 
設置在因其使用型態而特別需要較暗處所，於使用上較暗期間 
設置位置可利用燈具辨識出入口或避難方向期間 
設置在主要供設置場所管理權人、其雇用之人或其他固定使用之人使用之處所 

35 各類場所中有關體育館收容人數之計算，於觀眾席部分如為連續式席位，應為該座椅正面寬度除多少公

尺所得之數？ 
0.2  0.3  0.4  0.5  

36 避難梯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懸吊梯橫桿在使用時，應與使用場所牆面保持 10 公分以上之距離 
第四層以上之樓層設置避難梯時，應設固定梯 
固定梯設於陽台處，其樓地板面積至少 3 平方公尺 
固定梯設於陽台處，應附設能內接直徑 60 公分以上之逃生孔 

37 有關應設置無線電通信輔助設備之場所，依規定為何？ 
樓高在 31 公尺以上建築物之各樓層，或樓地板面積在 1,000 平方公尺以上之建築物 
樓高在 31 公尺以上建築物之各樓層，或樓地板面積在 2,000 平方公尺以上之建築物 
樓高在 100 公尺以上建築物之地下層，或總樓地板面積在 1,000 平方公尺以上之地下建築物 
樓高在 100 公尺以上建築物之各樓層，或總樓地板面積在 2,000 平方公尺以上之建築物 

38 設置避難橋之屋頂平台，其直下層減設避難器具條件之一為屋頂平台之淨空間面積需為多少平方公尺以

上？ 
100  200  300  400  

39 居室空間設置排煙設備時，排煙機風量之規定何者錯誤？ 
排煙機應能隨任一排煙口之開啟而動作，其排煙量不得小於 120 m3/min 
在一防煙區劃時，其排煙量不得小於該防煙區劃面積每平方公尺每分鐘 1 立方公尺 
在二區以上之防煙區劃時，其排煙量應不得小於最大防煙區劃面積每平方公尺每分鐘 2 立方公尺 
地下建築物之地下通道，其總排煙量不得小於 500 m3/min 

40 某一醫療機構病房內有 150 床病床、有 50 名從業員工，各候診室之樓地板面積合計為 1,200 平方公尺，

則其避難收容人數為何？ 
600 人 700 人 800 人 9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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