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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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種考試驗光人員考試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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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請依據「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作業基準」，試述各類避難器具外觀檢

查開口部時之檢查方法、判定方法及注意事項？（25 分） 

二、桃園市某工廠發生大火，造成多名消防員殉職，公共危險物品安全管理議題再度被

社會大眾重視，請依據「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分別試述公共危險物

品製造場所、一般處理場所、室內儲存場所及室內儲槽場所應設置火警自動警報設

備之規定？（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3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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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除供甲類場所、地下建築物、高層建築物或應設置偵煙式探測

器之場所外，若要以自動撒水設備免設火警自動警報設備，有關密閉型撒水頭之規定，下列那一項正確？ 
限使用標示攝氏溫度 75 度以下，動作時間 60 秒以上之密閉型撒水頭  
限使用標示攝氏溫度 75 度以下，動作時間 60 秒以內之密閉型撒水頭  
限使用標示攝氏溫度 75 度以下，動作時間 90 秒以內之密閉型撒水頭  
限使用標示攝氏溫度 95 度以下，動作時間 60 秒以內之密閉型撒水頭 

2 差動式分布型探測器為熱半導體式時，裝接於一個檢出器之感熱器數量，下列何者正確？ 
 1 10 20 30 

3 下列何者非屬定溫式探測器可裝設場所？ 
平時煙會滯留之場所  顯著高溫之場所  
排放廢氣會大量滯留之場所 會結露之場所 

4 下列那一種探測器，不可以裝設於室內天花板或屋頂板高度 15 公尺以上未滿 20 公尺之空間？ 
差動式局限型 光電式分離型一種 光電式局限型一種 離子式局限型一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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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警自動警報設備須鳴動？ 
每一樓層 地下一樓 一樓 二樓 

6 下列何種使用瓦斯之場所，應設置瓦斯漏氣火警自動警報設備？ 
設置於地下層的 MTV，樓地板面積合計 1200 平方公尺  
設置於地下層的 KTV，樓地板面積合計 300 平方公尺  
設置於地下層的夜總會，樓地板面積合計 300 平方公尺  
設置於地下層的酒吧，樓地板面積合計 400 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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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有一防火構造建築物，其探測區域樓地板面積為 100 平方公尺，欲設置差動式分布型熱電偶式探測器，

至少應該設置多少探測器數量？ 
 4 個 5 個 6 個 7 個 

8 當差動式分布型探測器為空氣管式時，下列那一項的敘述不符合設置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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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依探測區域規模及形狀能有效探測火災發生者，不在此限  
每一探測區域內之空氣管長度，露出部分在 10 公尺以上  
空氣管裝置在裝置面下方 30 公分範圍內 

9 以下有關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對火警分區的規定，何者錯誤？ 
每一火警分區不得超過一樓層，並在樓地板面積 600 平方公尺以下  
樓梯、斜坡通道、昇降機之昇降路及管道間等場所，在水平距離 50 公尺範圍內，且其頂層相差在二層

以下時，得為一火警分區。但應與建築物各層之走廊、通道及居室等場所分別設置火警分區  
樓梯或斜坡通道，垂直距離每 45 公尺以下為一火警分區。但其地下層部分應為另一火警分區  
每一分區之任一邊長在 50 公尺以下。但裝設光電式分離型探測器時，其邊長得在 200 公尺以下 

10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23 條規定，各類場所均應設置避難指標。但設有以下那一個設備時，

在其有效範圍內，得免設置避難指標？ 
避難方向指示燈 緊急照明設備 觀眾席引導燈 自動照明燈 

11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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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火警分區在多少秒以下？ 
 50 秒 60 秒 70 秒 80 秒 

12 有關光電式分離型探測器光軸，下列設置規定何者正確？ 
探測器之光軸，指探測器受光面中心點與送光面中心點之連結線  
設在與探測器光軸平行牆壁距離 30 公分以上之位置  
探測器之光軸高度，在天花板等高度 60%以上之位置  
探測器之光軸與警戒區任一點之水平距離，在 9 公尺以下 

13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配線，除依屋內線路裝置規則外，其電源

回路導線間及導線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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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地電壓在 150 伏

特以下者，應該在多少 MΩ以上？ 
 0.1 MΩ 0.2 MΩ 0.3 MΩ 0.4 MΩ 

14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火警受信總機若為壁掛型，總機操作開關距離樓地板面之高度，

應該為多少公尺範圍？ 
在 0.5 公尺以上 1.5 公尺以下 在 0.8 公尺以上 1.8 公尺以下  
在 0.8 公尺以上 1.5 公尺以下 在 0.5 公尺以上 1.8 公尺以下 

15 有關緊急供電系統之電源，下列何者錯誤？ 
蓄電池設備充電電源之配線設專用回路，其開關上應有明顯之標示  
裝設發電機及蓄電池之處所為防火構造。但設於屋外時，設有不受積水及雨水侵襲之防水措施者，不

在此限 
緊急電源裝置切換開關，於常用電源切斷時自動切換供應電源至緊急用電器具，並於常用電源恢復時，

手動恢復由常用電源供應  
發電機裝設適當開關或連鎖機件，以防止向正常供電線路逆向電力 

16 避難器具之設置數量與場所之收容人數有很大的關係，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有關醫

療機構（醫院、診所）候診室之收容人數之計算，應以各候診室之樓地板面積和除多少平方公尺所得之

數，做為候診室之收容人數？ 
 3 平方公尺 4 平方公尺 5 平方公尺 6 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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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供緩降機或救助袋使用之支固器具及供懸吊型梯、滑杆或避難繩索使用之固定架，若使用螺栓固定時，

下列何者錯誤？ 
使用錨定螺栓  
當螺紋標稱為 M10×1.5 時，螺栓埋入混凝土內不含灰漿部分之深度應為 45 mm 以上  
當螺紋標稱為 M10×1.5 時，螺栓埋入混凝土內不含灰漿部分之轉矩值應為 150-250 kgf-cm 以上  
當螺紋標稱為 M12×1.75 時，螺栓埋入混凝土內不含灰漿部分之深度應為 70 mm 以上 

18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每一火警分區，依規定設置火警發信機，其標示燈應平時保持

明亮，其透明罩為圓弧形，裝置後突出牆面，標示燈與裝置面應成幾度角？ 
五度角 十度角 十五度角 二十度角 

19 在設置避難器具時，皆必須考慮其開口部保有必要開口面積、無操作障礙之面積、下降空間及下降空地

等因素，試問於設置避難器具為緩降機時，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開口面積為高 80 公分以上，寬 50 公分以上或高 100 公分以上，寬 45 公分以上  
無操作障礙之面積為 0.5 平方公尺以上（不含避難器具所占面積），但邊長應為 60 公分以上  
下降空間為以器具中心半徑 0.5 公尺圓柱形範圍內。但突出物在 30 公分以內，且無避難障礙者，或超

過 30 公分時，能採取不損繩索措施者，該突出物得在下降空間範圍內  
下降空地為下降空間之投影面積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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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能檢知瓦斯漏氣之區域內，該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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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分貝 70 分貝 80 分貝 90 分貝 

21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緊急照明設備除內置蓄電池外，應連接緊急電源，其蓄電池容

量應能使其持續動作 a 分鐘以上。但採蓄電池設備與緊急發電機併設方式時，其容量應能使其持續動作

分別為 b 分鐘及 c 分鐘以上，請問下列何者正確？ 
 a = 10 b = 30 c = 10 a+b+c = 70 

22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緊急電源，應使用蓄電池設備，其容量能

使其有效動作多少分鐘以上？ 
 10 分鐘 20 分鐘 30 分鐘 60 分鐘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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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規定者，得免設出口標示燈、

避難方向指示燈或避難指標，試問下列何者不得免設？ 
該步行距離在避難層為 20 公尺以下，在避難層以外之樓層為 10 公尺以下者  
該步行距離在避難層為 40 公尺以下，在避難層以外之樓層為 30 公尺以下者  
該步行距離在 30 公尺以下者  
無開口樓層者 

24 P 型受信總機採用數個分區共用一公用線方式配線時，該公用線供應之分區數，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

設置標準規定，不得超過多少個？ 
 1 個 3 個 5 個 7 個 

25 有一飯店，其三樓之樓地板面積為 1200 平方公尺，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於設置出口

標示燈時，除應使用 A 級或 B 級外，出口標示燈標示面光度應在多少燭光（cd）以上？ 
 15 燭光（cd） 20 燭光（cd） 25 燭光（cd） 30 燭光（cd） 

26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緊急供電系統之配線除依屋內線路裝置規則外，有關電源回路

之配線耐燃保護，若電線裝於金屬導線管槽內，並埋設於防火構造物之混凝土內，混凝土保護厚度應為

多少毫米以上？ 
 10 毫米 20 毫米 30 毫米 40 毫米 

27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緊急供電系統之配線除依屋內線路裝置規則外，緊急用電源回

路及操作回路，應使用多少伏特耐熱絕緣電線，或同等耐熱效果以上之電線？ 
 300 伏特 400 伏特 500 伏特 600 伏特 

28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作業基準規定，對火警自動警報設備進行二信號性能檢查時，有關

判定方法，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第一信號時，主音響或副音響裝置應鳴動 第一信號時，火災燈應亮燈  
第二信號時，主音響及地區音響裝置應鳴動 第二信號時，地區表示燈應亮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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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有關標示設備之敘述，何者正確？ 
無開口樓層之居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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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公尺

以下者，得免設避難指標  
供集合住宅使用之居室，得免設出口標示燈、避難方向指示燈或避難指標  
通往主要出入口之走廊或通道之出入口，設有探測器連動自動關閉裝置之防火門，並設有避難指標及

緊急照明設備確保該指標明顯易見者，得免設避難方向指示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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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免設出口標示燈 

30 偵煙式探測器除光電式分離型外，下列裝置規定何者錯誤？ 
居室天花板距樓地板面高度在 2.3 公尺以下或樓地板面積在 40 平方公尺以下時，應設在居室中央為原則 
探測器下端，裝設在裝置面下方 60 公分範圍內  
探測器裝設於距離牆壁 60 公分以上之位置  
探測器裝設於距離樑 60 公分以上之位置 

31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公共危險物品製造場所及一般處理場所總樓地板面積在多少平

方公尺以上者，應設置火警自動警報設備？ 
 300 平方公尺 400 平方公尺 500 平方公尺 600 平方公尺 

32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下列何者非屬消防搶救上之必要設備種類？ 
排煙設備 緊急電源插座 無線電通信輔助設備 緊急照明設備 

33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作業基準規定，檢查檢知器時，使用「加瓦斯試驗器」進行加瓦斯

測試，對空氣之比重未滿一者應使用何種物質？ 
甲烷 乙烷 丙烷 丁烷 

34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作業基準規定，緊急照明設備在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為 5000 平方公

尺時，檢查緊急電源容量能否持續 30 分鐘之檢查數量應在多少個以上？ 
 5 個 10 個 15 個 20 個 

35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作業基準規定，緊急電源插座為單相交流 110 V 者，應用額定 150 V，
X 安培之接地型插座。三相交流 220 V 者則適用額定 250 V，Y 安培接地型插座，並確認應無變形、損傷、

顯著腐蝕或異物阻塞等，下列何者正確？ 
 X = 10；Y = 20  X = 10；Y = 30 X = 15；Y = 30 X = 15；Y = 40 

36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下列處所何者不得免設緊急照明設備？ 
在避難層，由居室任一點至通往屋外出口之步行距離在 30 公尺以下之居室  
具有效採光，且直接面向室外之通道或走廊  
集合住宅之居室  
工作場所中，未設有固定機械或裝置之部分 

37 設置避難器具時，標示其設置位置、使用方法並設置指標，下列規定何者錯誤？ 
設置位置之標示尺寸長 36 公分以上、寬 12 公分以上  
設置位置之標示方法字樣為「避難器具」，每字 5 平方公分以上  
使用方法之標示尺寸長 36 公分以上、寬 12 公分以上  
使用方法之標示方法為標示易懂之使用方法，每字 1 平方公分以上 

38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差動式分布型及偵煙式探測器之探測區域，指探測器裝置面之

四周以淨高多少公分以上之樑或類似構造體區劃包圍者？ 
 30  40 60 80 

39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緊急廣播設備之啟動裝置應符合 CNS 10522 之規定，且設在距

樓地板高度 X 公尺以上 Y 公尺以下範圍內，下列何者正確？ 
 X + Y = 1.9  X + Y = 2.1 X + Y = 2. 3 X + Y = 2.5 

40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作業基準規定，緩降機應以測量下降距離及下降時間，計算出下降

速度，最大下降速度應在每秒多少公分以內？ 
 100 120 150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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