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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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水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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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法規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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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之「丁類場所」？並說明其消

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備查期限為何？違反規定時，有何處罰方式？試

說明之。（25 分） 

二、依「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之規

定，有關公共危險物品一般處理場所其構造及設備應符合那些規定，違

反規定時，有何處罰方式？試說明之。（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2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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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規定，容器串接使用場所串接使用量
在 80 公斤以上未滿 120 公斤者，其安全設施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容器應放置於室外  
有嚴禁煙火標示及滅火器  
容器直立放置且有防止傾倒之固定措施  
場所之溫度應經常保持在常用溫度下，並有防止日光直射措施 

2 有關從事消防安全設備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設置之消防安全設備，其設計、監造應由消防設備師為之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設置之消防安全設備，其裝置、檢修應由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
備士為之  
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未達定量人數前，得由現有相關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或技術士暫行為之 
未依規定聘請合法人員從事消防安全設備之設計、監造、裝置或檢修者，處新臺幣 1 萬元以上 5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3 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未依定期檢修項目、方式、基準、期限之規定檢修消防安全設備，處
新臺幣多少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 6 千元以上 3 萬元以下  
2 萬元以上 10 萬元以下 1 萬元以上 5 萬元以下 

4 檢修機構聘用、資遣、解聘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幾日內，檢附文件報
請內政部備查？ 

5  10  15  30  
5 下列何者非符合消防法規所定一定規模以上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範圍？ 
總樓地板面積在 300 平方公尺以上之超級市場 總樓地板面積在 300 平方公尺以上之補習班 
總樓地板面積在 300 平方公尺以上之餐廳 總樓地板面積在 300 平方公尺以上之演藝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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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有關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業務及責任，下列何者錯誤？ 
各級消防機關得檢查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之業務或令其報告、提出證明文件、表冊及有關
資料  
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執行業務，應備業務登記簿，以備各級消防機關之查核，業務登記簿
至少應保存 3 年  
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執行業務時，應攜帶資格證件  
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應受各級消防機關之監督 

7 檢修機構申請審查應檢附已投保責任保險證明文件，所定責任保險之最低保險金額，下列何者錯誤？ 
每一個人身體傷亡：新臺幣 200 萬元 每一事故身體傷亡：新臺幣 1000 萬元  
每一事故財產損失：新臺幣 500 萬元 保險期間總保險金額：新臺幣 2400 萬元 

8 依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規定，液化石油氣在常用溫度下或溫
度在攝氏 35 度以下時，表壓力達每平方公分多少公斤以上時，為可燃性高壓氣體？ 

10  7 2 1 
9 依據公共危險物品儲存場所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地下儲槽場所：在地面下埋設容量超過 600 公升之儲槽儲存六類物品之場所  
室內儲槽場所：在建築物內設置容量超過 600 公升且可移動之儲槽儲存六類物品之場所  
室內儲存場所：位於建築物內以儲槽以外方式儲存六類物品之場所  
室外儲存場所：位於建築物外以儲槽以外方式儲存六類物品之場所 

10 依消防機關辦理建築物消防安全設備審查及查驗作業基準規定，下列有關建築物消防安全設備竣
工查驗程序何者錯誤？ 
起造人填具申請書，檢附消防安全設備測試報告書、安裝施工測試照片、證明文件、使用執照
申請書、原審訖之消防圖說等，向當地消防機關提出，資料不齊全者，消防機關得予退件 
消防機關受理申請案於掛號分案後，即排定查驗日期，通知該件建築物之起造人及消防安全設
備裝置人，並由消防安全設備裝置人攜帶其資格證件至竣工現場配合查驗，消防安全設備裝置
人無正當理由未會同查驗者，得予退件  
竣工現場消防安全設備查驗不合規定者，消防機關應製作查驗紀錄表，依規定之期限，將不合
規定項目詳為列舉一次告知起造人，起造人於完成改善後應通知消防機關複查，其經複查仍不
符合規定者，消防機關得將該申請案函退  
竣工現場設置之消防安全設備與原審訖消防圖說之設備數量或位置有異動時，於不影響設備功
能及性能之情形下，得直接修改竣工圖，並於申請查驗時，備具完整竣工消防圖說，一次報驗 

11 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參加與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裝置及檢修相關技術研討活動之積分
證明，下列項目中何者非以每小時積分 10 分累計？ 
講習會 研究所在職進修課程 專題演講 研討會 

12 依據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設於儲槽之固定式泡沫滅火設備，下列何者係指供固
定頂儲槽槽底注入泡沫法之放出口？ 
I 型泡沫放出口 II 型泡沫放出口 特殊型泡沫放出口 III 型泡沫放出口 

13 依據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下列何者非自動滅火設備？ 
室內消防栓設備 水霧滅火設備 泡沫滅火設備 乾粉滅火設備 

14 建築物間設有過廊，若符合規定者，則可視為另一場所，下列規定何者錯誤？ 
過廊僅供通行或搬運用途使用，且無通行之障礙  
過廊有效寬度在 8 公尺以下  
連接建築物之間距，一樓超過 6 公尺  
連接建築物之間距，二樓以上超過 10 公尺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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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何者非適用增建、改建或變
更用途後之標準？ 
火警自動警報設備 緊急照明設備 室內消防栓設備 標示設備 

16 依據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防災中心之位置與構造，下列規定何者錯誤？ 
設於消防人員自外面容易進出之位置  
設於便於通達緊急昇降機間及特別安全梯處 
出入口至屋外任一出入口之步行距離在 60 公尺以下  
冷暖、換氣等空調系統為專用 

17 下列何者非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所規定可燃性高壓氣體儲槽之防護設備？ 
冷卻撒水設備 移動式射水槍 室外消防栓 水霧滅火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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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依消防法參加義勇消防編組之人員接受訓練、演習、服勤期間，其所屬機關（構）、學校、團體、
公司、廠場應給予何種假別？ 
事假 公假 休假 旅遊假 

19 下列何者非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所規定之甲類場所？ 
榮譽國民之家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  
護理機構  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機構 

20 依據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管理辦法規定，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自取得證書日起每 3 年
應接受講習一次或取得累計積分達多少分以上之訓練證明文件？ 

60 分以上 100 分以上 120 分以上 160 分以上 
21 依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管理辦法規定，對「檢修機構」的描述，下列何者錯誤？ 

檢修機構，係指接受高層建築物或地下建築物管理權人之委託，辦理消防安全設備定期檢修業
務之專業機構  
檢修機構的資格之一為實收資本額在新臺幣 1000 萬元以上之公司  
檢修機構的資格之一為登記財產總額在新臺幣 1000 萬元以上之財團法人  
檢修機構應置有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合計 10 人以上，均為兼任，其中消防設備師至少 2

人；另檢修機構必須具有執行檢修業務之必要設備及器具 
22 依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規定，六類物品製造場所，其外牆或

相當於該外牆之設施外側，與廠區外「博物館場所」之安全距離應該為多少公尺以上？ 
10 公尺以上 20 公尺以上 30 公尺以上 50 公尺以上 

23 依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規定，下列有關「擋牆」之敘述，何
者錯誤？ 
設置位置距離場所外牆或相當於該外牆之設施外側 2 公尺以上  
高度能有效阻隔延燒  
厚度在 15 公分以上之鋼筋或鋼骨混凝土牆  
堆高斜度不超過 45 度之土堤 

24 依消防法第 6 條及其相關規定，有關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下列何者正確？ 
應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之場所，其所有人未依規定設置或維護，於發生火災時致人於死者，

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設有符合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之自動撒水設備或同等性能以上之滅火設備（限使用
標示溫度在 75 度以下，動作時間在 60 秒以內之密閉型撒水頭）者，在該有效範圍內，得免設
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設於寢室、樓梯及走廊時，可用離子式及定溫式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裝置於牆面者，距天花板或樓板下方 15 公分以上，55 公分以下 

25 依防火牆及防火水幕設置基準規定，假想火面高度為將儲槽水平剖面最大直徑乘以規定之數值。
當公共危險物品之閃火點未達攝氏 70 度時，應乘以之數值為何？ 

0.5  1 1.5 2 
26 依防火牆及防火水幕設置基準規定，若防火水幕之防護高度為 12 公尺，請問其每公尺水幕長度

放水量應在每分鐘多少公升以上？ 
90  100 110 120 

27 下列有關二氧化碳滅火設備各種標示規格規定之敘述，何者錯誤？ 
手動啟動裝置標示規格，尺寸 A：300 mm 以上，紅底白字  
手動啟動裝置標示規格，尺寸 B：80 mm 以上，紅底白字  
放射表示燈規格，尺寸 A：280 mm 以上，點燈時白底紅字  
放射表示燈規格，尺寸 B：80 mm 以上，燈具本體為紅色 

28 依可燃性高壓氣體儲存場所防爆牆設置基準規定，防爆牆分為鋼筋混凝土製、混凝土空心磚製及
鋼板製等三種，並應設置於堅固基礎上，其強度應能承受可能預料之氣體爆炸衝擊。下列有關其
構造規定何者錯誤？ 
鋼筋混凝土製防爆牆，其厚度應在 150 mm 以上，高度應在 2000 mm 以上  
混凝土空心磚製防爆牆，其厚度應在 200 mm 以上，高度應在 2000 mm 以上，3000 mm 以下 
鋼板製防爆牆，其厚度應在 6.0 mm 以上，高度應在 2000 mm 以上  
防爆牆之端部或隙角部分須用直徑 10 mm 以上鋼筋 

29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下列有關室內消防栓箱的規定何者錯誤？ 
箱身為厚度在 1.6 毫米以上之鋼板或具同等性能以上之不燃材料者  
具有足夠裝設消防栓、水帶及瞄子等裝備之深度  
箱面表面積在 0.7 平方公尺以上  
箱面有明顯而不易脫落之消防栓字樣，每字在 2 平方公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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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下列何種處所得免設排煙設備？ 
建築物在第十層以下之各樓層（地下層除外），其非居室部分，天花板及室內牆面，以耐燃一
級材料裝修，且除面向室外之開口外，以半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區劃者 
建築物在第十層以下之各樓層（地下層除外），其非居室部分，樓地板面積每 200 平方公尺以
下，以防煙壁區劃者  
建築物在第十層以下之各樓層（地下層除外），其居室部分，樓地板面積在 200 平方公尺以下，
天花板及室內牆面，且包括其底材，均以耐燃一級材料裝修者  
設有室內消防栓等滅火設備之場所 

31 依消防機關辦理建築物消防安全設備審查及查驗作業基準規定，消防安全設備圖說審查及竣工查
驗之期限，以受理案件後Ｘ至Ｙ日內結案為原則。但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或構造複雜者，得視需要
延長，並通知申請人，最長不得超過Ｚ日，請問下列何者正確？ 

X=5 ，Y=10，Z=20 X=7，Y=15，Z=20 X=7，Y=10，Z=30 X=7，Y=10，Z=20 
32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作業基準規定，有關避難器具開口部大小之檢查，下列何者

正確？ 
救助袋之開口部大小，高 50 cm 以上，寬 60 cm 以上  
緩降機之開口部大小，高 80 cm 以上，寬 50 cm 以上或高 100 cm 以上，寬 45 cm 以上  
滑台之開口部大小，高 60 cm 以上，寬為滑台最大寬度以上  
避難橋之開口部大小，高 160 cm 以上，寬為避難橋最大寬度以上 

33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作業基準規定，有關配線絕緣阻抗試驗合格之判定，若電壓
超過 300 V 者，其絕緣電阻值至少應為多少以上？ 

0.1 MΩ  0.2 MΩ 0.4 MΩ 3 MΩ 
34 依消防法施行細則，有關消防安全設備之設計、監造、裝置及檢修工作項目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檢修：指依消防法規定，受託檢查各類場所之消防安全設備，並製作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報告書 
裝置：指消防安全設備種類及數量之規劃，並製作消防安全設備圖說  
監造：指消防安全設備施工完成後之功能測試，並製作消防安全設備測試報告書  
設計：指消防安全設備施工中須經試驗或勘驗事項之查核，並製作紀錄 

35 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規定，女兒牆之高度應在多少公尺以內？ 
1.5   1.6 1.7 1.8 

36 依消防幫浦加壓送水裝置等及配管摩擦損失計算基準，下列何者不符合呼水裝置之規定？ 
呼水槽應使用鋼板，並予有效防銹處理，或使用具有防火能力之塑膠槽  
呼水槽應有 100 公升以上之有效儲存量  
減水警報之發訊裝置應採用浮筒開關或電極方式，當呼水槽水位降至其容量三分之一前，應能
發出警報音響至平時有人駐在處  
呼水槽自動給水裝置應使用自來水管或屋頂水箱，經由球塞自動給水 

37 依避難器具支固器具及固定部之結構、強度計算及施工方法規定，裝置避難器具之固定部，應能
承受承載荷重與附加荷重之和。若避難器具為緩降機，其承載荷重應為最大使用人數乘以多少？ 

285  390 660 900 
38 依據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管理辦法規定，有關技術研討活動或訓練，其辦理機關（構）、團

體應於舉辦 X 個月前，檢附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認可，中央主管機關並於舉辦 Y 個月前准
駁之，另於技術研討活動或訓練結束後 Z 個月內應檢附參加之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簽到表及
參加時數清冊，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訓練積分審查及登記。請問下列何者正確？ 

X=1 ，Y=1，Z=1 X=2，Y=1，Z=1 X=1，Y=2，Z=1 X=1，Y=1，Z=2 
39 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規定，下列何者不屬於「無窗戶居室」？ 

有效採光面積未達該居室樓地板面積百分之十者  
可直接開向戶外或可通達戶外之有效防火避難構造開口，其高度未達 1.2 公尺，寬度未達 75

公分者  
可直接開向戶外或可通達戶外之有效防火避難構造開口；如為圓型時直徑未達 1 公尺者  
樓地板面積超過 50 平方公尺之居室，其天花板或天花板下方 80 公分範圍以內之有效通風面積
未達樓地板面積百分之二者 

40 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之規定，下列何者列入觀眾席樓地板面積計算？ 
觀眾席位及縱、橫通道之樓地板面積 觀眾席後側之走廊面積  
舞臺面積  觀眾席外面二側走廊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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