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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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之規定，比較一般場所與危險物品場所之

室外消防栓設備主要性能規定之相同點與相異點。（25 分） 

二、針對 CO2 全區放射方式，若防護乙炔之 CO2 設計濃度為 66%，請計算防護區域每

立方公尺所需 CO2之重量為何？（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4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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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長期照顧機構（長期照護型、養護型、失智照顧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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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場所，依規定樓地板面積在多少以上時，應設置自動撒水設備？ 
一百平方公尺 二百平方公尺 二百五十平方公尺 三百平方公尺 

2 在自動撒水頭放水量之設置中，若採用放水型撒水頭，其放水量，應達防護區域每平方公尺每分鐘 A 公

升以上。但儲存可燃物場所，應達每平方公尺每分鐘 B 公升以上。下列 A，B 何者正確？ 
A=4，B=8 A=8，B=4 A=5，B=5  A=5，B=10   

3 水霧滅火設備之水源容量，應保持 G 立方公尺以上。但放射區域在二區域以上者，應保持 H 立方公尺以

上。下列 G，H 何者正確？ 
G=15，H=30 G=20，H=30 G=20，H=40 G=25，H=4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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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火器，其設置規定，下列敘述何

者錯誤？ 
製造、儲存或處理場所設置四具以上 儲槽設置三具以上 
加氣站儲氣槽區四具以上 加氣機每臺一具以上 

5 供爆竹煙火製造場所有火藥區之作業區或庫儲區之建築物，其使用之樓地板面積合計在一百五十平方公

尺以上者，應設置何種滅火設備？  
室內消防栓設備  室外消防栓設備 
自動撒水設備  二氧化碳或乾粉滅火設備 

6 有一電信機械室其大小為 20 m（長）×10 m（寬）×3 m（高），若設置全區放射 CO2滅火設備，其開口

部皆可在 CO2放射前自動關閉，所需滅火藥劑量為多少？ 
54 0 kg 60 0 kg 72 0 kg 78 0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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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使用於室內停車空間之滅火藥劑，其主成分以何種乾粉為限？ 
碳酸氫鉀 碳酸氫鉀與尿素 碳酸氫鈉 磷酸二氫銨 

8 存放易燃性物質處所，撒水頭位置之裝置時，撒水頭迴水板下方 X 公分及水平方向 Y 公分以內，應保持

淨空間，不得有障礙物。下列 X，Y 何者正確？ 
X=45，Y=30 X=45，Y=45 X=90，Y=30 X=90，Y=45 

9 有關潔淨藥劑滅火系統竣工測試，下列何者敘述錯誤？ 
在確定防護區保持滅火劑濃度的時間，採用"氣密試驗法"進行試驗 
氣密試驗並不等同正確的釋放試驗 
防護區不宜開口，如必須開口應設自動關閉裝置 
通過氣密試驗，臨時封閉空隙即可不必填塞 

10 高壓電器設備其電壓在 7000 伏特以下時，水霧噴頭及配管與高壓電器設備應保持多少公分之標準離開距

離？ 
50  150  250  300  

11 設置移動式泡沫滅火設備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同一樓層各泡沫瞄子放射量，應在每分鐘一百三十公升以上。但全部泡沫消防栓箱數量超過二個時，

以同時使用二支泡沫瞄子計算之 
泡沫瞄子放射壓力應在每平方公分三點五公斤以上或 0.35 MPa 以上 
移動式泡沫滅火設備之泡沫原液，應使用高發泡 
在水帶接頭三公尺範圍內，設置泡沫消防栓箱，箱內配置長十五公尺以上水帶兩條及泡沫瞄子乙具 

12 某工廠設置水霧滅火設備，其放水區域為三個，若加壓送水裝置使用消防幫浦，所需之 低出水量為何？ 
120 0 L/min 180 0 L/min 200 0 L/min 240 0 L/min 

13 開放式自動撒水設備之手動啟動裝置，在設置時，應於每一放水區域設置一個手動啟動開關，其高度距

樓地板面在 E 公尺以上 F 公尺以下，並標明手動啟動開關字樣。下列 E，F 何者正確？ 
E=0.3，F=1.0 E=0.5，F=1.0 E=0.8，F=1.5 E=1.0，F=1.5 

14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52 條，第 2 款泡沫滅火設備之高發泡放出口配置規定，下列敘述何者

正確？ 
冠泡體積是指防護區域自樓地板面至高出防護對象 高點 0.8 m 所圍體積 
防護對象位置距離樓地板面高度超過 3 m，且使用高發泡放出口時應為全區放射方式 
全區放射時高發泡放出口在防護區域內，樓地板面積每 300 m2至少設置一個 
局部放射時高發泡放出口之泡沫水溶液放射量應為防護面積每平方公尺每分鐘二公升以上 

15 有關於室內消防栓之設置，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消防栓開關距離樓地板之高度，在零點五公尺以上一點五公尺以下 
設在走廊或防火構造樓梯間附近便於取用處 
供集會或娛樂處所，設於舞臺後二側、觀眾席前二側、包廂後側之位置 
在屋頂上適當位置至少設置一個測試用出水口，並標明測試出水口字樣。但斜屋頂設置測試用出水口

有困難時，得設置延長管線至適當位置，不得免設 
16 乾粉滅火設備採用移動式放射方式，藥劑種類為第三種乾粉，每一具噴射瞄子所需之藥劑放射量為多少？  

18 kg/min 27 kg/min 45 kg/min 60 kg/min 
17 檢修高壓全區域放射二氧化碳滅火設備時，下列步驟敘述何者正確？  

拆除選擇閥上之氣動式開放裝置是第一步驟 
應先拆除氣體容器（小鋼瓶）容器閥之電磁閥開放裝置，再拆除容器閥放出口與操作管接續處 
先拆除藥劑氣體容器（大鋼瓶）容器閥放出口與連結管（高壓軟管）接續處後，才能拆除氣動式開放

裝置 
應先拆除藥劑氣體容器（大鋼瓶）裝置再拆除氣體容器（小鋼瓶）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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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現在許多高層建築物，因考量撒水頭強度、管路耐壓及水錘效應等因素，多採取有效減壓措施，但不包

括下列何項方式？ 

設置減壓閥 採機械接頭連接立管 高低層分設幫浦 設中繼幫浦 

19 開放式撒水頭進行放水試驗，撒水頭口徑 11.3 mm 放水壓力為 1kgf/cm2時，放水量為 50 L/min，若放水

壓力增為 2 kgf/cm2時，其放水量約為多少 L/min？ 

50  70  90  120  

20 海龍替代品潔淨滅火藥劑之鹵化烴滅火藥劑 HFC-227ea，該商品名稱為何？ 

FE-13 R-32 FM-200 INERGEN 

21 竣工查驗一進口汽車修理廠，所採用移動式泡沫滅火設備作為滅火設備，預計設置三個泡沫消防栓箱，

選用之泡沫原液為百分之六的水成膜泡沫，則現場泡沫原液儲槽內至少應存放多少公升的泡沫原液儲存

量，方可符合規定： 

120 公升 180 公升 225 公升 300 公升 

22 置換開放式自動撒水設備自動啟動裝置之感知撒水頭時，依規定應採用標示溫度在多少以下？ 

72 ℃ 79 ℃ 96 ℃ 139 ℃ 

23 檢修室內消防栓時，關掉表計之控制水閥將水排出，確認指針是否指在 0 之位置，再打開表計之控制水

閥，操作啟動裝置確認指針是否正常動作，主要是針對下列何項裝置？  

電動機之控制裝置 啟動裝置 加壓送水裝置 呼水裝置 

24 水霧滅火設備係利用水霧接觸高溫時，快速形成大量水蒸氣，使體積急速膨脹，使氧氣濃度降低，可遮

斷火源所需氧氣之滅火方式稱為？  

冷卻作用  乳化作用 稀釋作用 窒息作用 

25 下列何者非室內外消防栓呼水裝置底閥性能檢查方法？  

拉上吸水管或檢查用鍊條，確認有無異物附著或阻塞 

打開幫浦本體上呼水漏斗之制水閥，確認有無從漏斗連續溢水出來 

打開幫浦本體上呼水漏斗之制水閥，然後關閉呼水管之制水閥，確認底閥之逆止效果是否正常 

以壓力表測試呼水裝置 近及 遠的消防栓開關閥之靜水壓力 

26 下列有關自動撒水設備末端查驗閥，何者敘述錯誤？  

開放式自動撒水可不設置 

限流孔之放水性能應與標準撒水頭相同 

管徑不得小於二十五公厘 

放水壓力降至每平方公分一公斤以下前幫浦能正常啟動 

27 在裝置開放式自動撒水設備一齊開放閥時，常見利用感知撒水頭動作或操作手動啟動裝置來開啟閥門，

是下列何種型式？  

減壓型 加壓型 電磁型 電動型 

28 對於泡沫滅火設備構造與機能，下列何者敘述錯誤？  

泡沫滅火設備之放射由常關之一齊開放閥控制 

天花板高度超過五公尺應使用探測器打開電磁閥將液壓管之水壓洩放而啟動一齊開放閥 

一齊開放閥之未設制水閥及試驗配管，應以末端查驗管進行動作試驗 

複層式停車空間為有效放射泡沫達到快速滅火功能，泡沫噴頭應延伸配管對各層車輛放射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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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檢修停車場低發泡固定式泡沫滅火設備時，下列何項屬綜合檢查之正確進行方法？ 
選擇任一放射區域進行 25%泡沫還原時間 
操作直接操作部及手動啟動開關，確認加壓送水裝置應能確實啟動 
測定還原時間，應利用比色計法測泡沫混合比率 
選擇全部放射區域數之 20%以上進行放水試驗 

30 室內消防栓之水源採壓力水箱設置，下列何種裝置不屬於該構造應有之裝置？ 
減壓警報 減水警報 壓力表 限流孔 

31 對有 18 支高壓鋼瓶全區放射之二氧化碳滅火系統進行綜合檢查，放射試驗所需之藥劑量，應為多少支鋼

瓶？  
1 支 2 支 3 支 4 支 

32 實施泡沫滅火設備綜合檢查時，有關合成介面活性劑泡沫滅火藥劑 25%還原時間標準值為： 
30 秒 60 秒 90 秒 120 秒 

33 依圖竣工查驗裝置水霧滅火設備之室內停車空間，發現其排水設備下列情況，何者不符規定？ 
車輛停駐場所地面有百分之三之坡度  
車輛停駐場所，除面臨車道部分外，有設五公分之地區境界堤  
滅火坑具備油水分離功能   
在車道中央設置排水溝 

34 下列有關室內消防栓加壓送水裝置之啟動用壓力水槽之敍述，何者錯誤？ 
啟動用壓力水槽應與幫浦出水側逆止閥之二次側配管連接，同時在中途應裝置止水閥 
啟動用壓力水槽容量應有 50 公升以上 
啟動用壓力水槽應使用 25 mm 以上配管 
壓力開關以耐熱配線將信號傳至控制盤 

35 設備竣工查驗，測定合成介面活性滅火藥劑發泡倍率，依規定所需測定器具之量筒內容積為： 
60 0 ml 100 0 ml   120 0 ml    140 0 ml 

36 例行檢修室內消防栓設備，至頂樓實施放水試驗時，壓力表之進水口與瞄子前端的距離為： 
瞄子口徑   瞄子口徑的一半 5 0 mm 10 0 mm 

37 為執行檢修申報，針對水霧滅火系統綜合檢查放射試驗之啟動性能，下列何者非其判定該性能之方法？ 
一齊開放閥應可正常地動作 加壓送水裝置應確實地動作 
壓力檢知裝置可正常地動作 電池閥端子動作後無鬆動 

38 使用蛋白質泡沫原液之泡沫噴頭，其樓地板面積每平方公尺之放射量為： 
三點七公升/分鐘以上  五公升/分鐘以上 
六點五公升/分鐘以上  八公升/分鐘以上 

39 實施二氧化碳滅火設備檢修，下列何者非執行電氣式選擇閥開放裝置性能檢查方法？  
取下盒蓋以螺絲起子，確認端子盤或結線接續無鬆動或連接正常 
以電氣操作或手動操作，確認開放裝置動作 
以試驗用二氧化碳容器，自操作管連接部加壓，確認動作是否正常 
啟動裝置復歸後，於控制盤切斷電源，以拉桿復歸方式，使開放裝置復歸 

40 竣工查驗時，於屋頂使用口徑 13 mm 瞄子實施第一種室內消防栓綜合檢查，測得放水壓力為 3 kgf/cm2，

所計算之每分鐘放水量約為： 
110 公升 190 公升 230 公升 320 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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