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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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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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某工業區生產芳香烴的工廠發生爆炸意外，幾公里以外都能看到大
量濃煙及大火，致石化廠安全管理議題再度被社會大眾重視，依據「各
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請詳述該類公共危險物品製造場
所符合那些條件時，應設置火警自動警報設備及緊急通報裝置？石化工
業等製造場所使用傳統探測器容易誤報，而使得昂貴的自動滅火系統產
生不必要的釋放或因疏忽、故障、遲報等導致火災的蔓延擴大，何種類
探測警報系統可增加系統可靠的偵測效果及準確度，期能將災害損失減
到最低，並請說明其動作原理為何？（25 分） 

二、高層建築物之緊急昇降機間為消防人員搶救時重要路徑之一，不得遭受
到濃煙的危害。機間內設置排煙室若採用機械排煙設備，請說明其主要
組成構件並繪出其昇位圖例。依據「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
規定，請試述在煙控設計原則及排煙機檢修作業中「性能檢查」之檢查
方法、判定方法與注意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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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一新建建築物地面六層、地下二層，用途為辦公室，每層樓地板面積為 400 平方公尺，設置火
警自動警報系統，假設 1 樓發生火警時，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其鳴動方式為何？ 
一齊鳴動  地下層各層及 1 樓鳴動  
地下層各層、1 樓及 2 樓鳴動 地下層 1 層、1 樓及 2 樓鳴動 

2 特別安全梯的安全梯與緊急昇降機兼用時，其排煙機、進風機之排煙量、進風量須在每秒多少立
方公尺以上？ 

6  4 360 240 
3 用途為補習班，居室樓地板面積 300 平方公尺，採用有效通風方式檢討，其排煙口設於天花板下

方 80 公分內，試問有效通風面積最少須要多少平方公尺以上方可符合規定？ 
2  3 5 6 

4 某一防火構造建築物，地上 5 層且為無開口樓層，1 至 2 層供辦公室用途使用，3 至 5 層供餐廳
用途使用，各樓層樓地板面積皆為 200 平方公尺，依照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之規定，
請問本場所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設置情形，下列何者正確？ 
僅餐廳用途場所設置 僅辦公室用途場所設置 全棟均不須設置 全棟均必須設置 

5 瓦斯漏氣火警自動警報設備進行性能檢查，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同一回路檢知器數量有 11 個，選取檢查數量 2 個  
同一回路檢知器數量有 33 個，選取檢查數量 20%以上  
檢知器之「加瓦斯試驗器」其瓦斯濃度測試值一般是取該瓦斯燃燒下限之 1/8 值  
使用「加瓦斯試驗器」進行瓦斯測試，對空氣比重未滿一者，使用異丁烷進行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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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探測器應依裝置場所高度選擇探測器種類裝設，下列何者錯誤？ 
高度 9 公尺，選用光電式局限型 2 種探測器 高度 9 公尺，選用離子式局限型 2 種探測器 
高度 18 公尺，選用離子式局限型 2 種探測器 高度 18 公尺，選用火焰式探測器 

7 有關無線電通信輔助設備設置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洩波同軸電纜之標稱阻抗為 50 歐姆，並經耐熱處理  
無線電之接頭設於地面之接頭數量，在任一出入口與其他出入口之步行距離大於 300 公尺時，

設置 2 個以上  
無線電之接頭需裝設於保護箱內，箱內設長度 1.5 公尺以上之射頻電纜  
設增輻器時，該增輻器之緊急電源，應使用蓄電池設備，其能量能使其有效動作 20 分鐘以上 

8 感熱式局限型探測器使用加熱試驗器對探測器加熱，依動作時間方法判斷，下列何者符合動作時
間之規定？（標稱動作溫度與周圍溫度之差低於 50 度） 
定溫式局限型 2 種，動作時間 100 秒 定溫式局限型特種，動作時間 50 秒  
差動式局限型 2 種，動作時間 40 秒 差動式局限型 1 種，動作時間 40 秒 

9 緩降機固定架或支固器具使用錨定螺栓固定時，選用螺紋標稱為 M12×1.75 之螺栓，試問其螺栓
埋入混凝土內不含灰漿部分之深度（mm）及轉矩值須為多少（kgf-cm）？ 
埋入深度 60（mm）以上，轉矩值 300～450（kgf-cm）  
埋入深度 45（mm）以上，轉矩值 150～250（kgf-cm）  
埋入深度 70（mm）以上，轉矩值 600～850（kgf-cm）  
埋入深度 50（mm）以上，轉矩值 195～300（kgf-cm） 

10 某一廣播區域面積為 150 平方公尺，設有揚聲器，請問距所設揚聲器 1 m 處所測得之音壓須達多
少以上才符合規定？ 

92 dB  87 dB 84 dB 80 dB 
11 為提升火災發生時之通報效率，並避免延誤報案致生重大火災事故，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

標準於 107 年 10 月 17 日增列下列那一種設備種類？ 
一一九火警通報裝置設備 一一九火災通報裝置設備  
一一九火警報知裝置設備 一一九火災報知裝置設備 

12 有關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設置之耐燃保護、耐熱保護措施，室內消防栓、室外
消防栓、自動撒水、水霧、泡沫、乾粉、二氧化碳滅火設備、連結送水管設備等之配管，於實施
施工、加壓試驗及配合建築物樓地板、樑、柱、牆施工須預埋消防管線時，消防專技人員何人應
一併拍照建檔存證以供消防機關查核，消防機關並得視需要隨時派員前往查驗？ 
消防安全設備設計人 消防安全設備監造人 消防安全設備裝置人 消防安全設備檢修人 

13 有關避難器具之外觀試驗，下列何者不屬於外觀試驗？ 
裝置器具檢查 固定部材料檢查 構造、性能檢查 拉拔強度試驗 

14 緊急照明設備性能試驗之水平面照度測試，切換為緊急電源狀態亮燈，經過 A 分鐘後，使用 B
測試，確認緊急照明燈之照度有無達到法規所規定之值。請問前述 A、B 為何？ 

A ：30、B：低照度測定用光電管照度計 A：30、B：減光罩  
A：20、B：低照度測定用光電管照度計 A：20、B：減光罩 

15 依建築技術規則對緊急用昇降機之相關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超過 10 層樓之各層樓地板面積之和未達 500 平方公尺者無須設置緊急用昇降機  
整座電梯無須連接至緊急電源  
昇降速度每分鐘不得小於 70 公尺  
每座昇降機間之樓地板面積不得小於 15 平方公尺 

16 依照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作業基準之規定，某燃燒器具的瓦斯，對空氣比重大於 1
時，其檢知器應設於距瓦斯燃燒器具或瓦斯導管貫穿牆壁處水平距離 A 公尺以內；檢知器上端，
應裝設在距樓地板面 B 公分範圍內。請問前述 A、B 為何？ 

A ：8、B：30 A：8、B：60 A：4、B：30 A：4、B：60 
17 某商場有一樓層，以防煙垂壁區劃為四區，各區劃樓地板面積分別為 100 平方公尺、300 平方公

尺、250 平方公尺、200 平方公尺，採用機械排煙方式，四區劃僅設置 1 台排煙風機，試問該排
煙風機之排煙量每分鐘不得小於多少立方公尺？ 

120  400 500 600 
18 利用加瓦斯試驗器對瓦斯漏氣檢知器進行檢測，其性能判定方法下列何者錯誤？ 

中繼器、瓦斯漏氣表示燈及檢知區域警報裝置之動作應正常  
依檢知器動作確認燈確認檢知器之瓦斯漏氣動作者，從動作確認燈亮燈至瓦斯漏氣燈亮燈之時
間，應在 60 sec 以內（如使用中繼器者，則為 65 sec 以內）  
依中繼器之動作確認燈或檢知區域警報裝置之動作，確認檢知器之瓦斯漏氣動作者，從檢知區
域警報裝置之動作或中繼器之動作確認燈亮燈至瓦斯漏氣燈亮燈之時間，應在 80 sec 以內（如
使用中繼器者，則為 85 sec 以內）  
受信總機之瓦斯漏氣燈、主音響裝置之動作及警報分區之表示應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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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應設排煙設備場所之樑為裸露式者，交錯之樑形成之各防煙區劃皆應設置排煙口。但其樓地板面
積每 500 平方公尺防煙區劃內，防煙壁及排煙口之設置，符合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188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並符合下列何者，不在此限？〔A：大樑深度（cm）；B：中樑深度
（cm）；X：大樑下加設之垂壁高度（cm），其值得為 0；A＋X：防煙壁下垂高度（cm）。〕 

A ＋ ≧X  50，（A＋X）－ ≧B 30 A＋ ≧X  60，（A＋X）－ ≧B 30  
A＋ ≧X  50，（A＋X）－ ≧B 20 A＋ ≧X  60，（A＋X）－ ≧B 20 

20 依消防法令規定，觀光旅館、飯店、旅館、招待所（限有寢室客房者）等場所，採膠囊式經營時，
須設置火警自動警報設備者，下列何者錯誤？ 
旅館內走道每步行距離 15 公尺至少設置 1 個偵煙式探測器  
地區音響裝置之音壓於膠囊型之休眠空間內須達 60 分貝（dB）以上  
每一個膠囊型之休眠空間內均須設置探測器（進出部分為常時開放者不在此限）  
旅館內走道設置偵煙式探測器，且距離盡頭牆壁或出口在 10 公尺以下 

21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下列危險物品場所何者不須設置火警自動警報設備？ 
室內儲存場所管制量 100 倍以上者 製造場所總樓地板面積 500 m2 以上者  
一般處理場所管制量 50 倍以上者 室內儲槽場所達顯著滅火困難者 

22 依照各類場所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作業基準之規定，會結露之場所適用的探測器為下列何者？ 
差動式局限型探測器 定溫式局限型探測器 火焰式局限型探測器 偵煙式局限型探測器 

23 偵煙式局限型探測器裝設於防火構造建築物天花板高度 8 公尺之裝置面時，若樓地板面積為 500 平方
公尺，且其天花板中間有一下垂 40 公分的樑隔開，試問至少須設置幾個偵煙式局限型 1 種探測器？ 

8  7 5 4 
24 某防火構造建築物，供三溫暖洗澡區使用，面積為 130 m2，天花板高度為 3.6 m，請問下列何者

為適當的探測器？ 
差動式局限型探測器 1 種 定溫式局限型探測器 1 種  
火焰式局限型探測器 1 種 偵煙式局限型探測器 1 種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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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警發信機（非定址式）與 P 型受
信總機，其配線為何種配線？ 
一般配線 耐熱保護 耐燃保護 同軸電纜 

26 依各類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裝置面高度 10 公尺者，不可選擇下列何種探測器設置？ 
火焰式探測器 偵煙式局限型 2 種 差動式分布型 定溫式局限型特種 

27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112 條，有關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火警分區劃定規定，下列
何者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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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上下二層樓地板面積之
和在 500 平方公尺以下者，得二層共用一分區  
如由主要出入口或直通樓梯出入口能直接觀察該樓層任一角落時，第一款規定之 600 平方公尺

得增為 1,000 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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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公尺範圍內，且其頂層相
差在二層以下時，得為一火警分區 

28 有關緊急廣播設備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廣播區域在 50 平方公尺以下時，設 L 級、M 級或 S 級揚聲器  
若設有緊急廣播設備時，得免設火警發信機之火警警鈴  
室內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應垂直距離每 45 公尺單獨設定一廣播分區  
揚聲器裝設於樓梯或斜坡通道時，至少垂直距離每 15 公尺設一個 L 級或 M 級揚聲器 

29 消防安全設備測試報告書測試方法及判定要領中規定，火警自動警報設備外觀試驗，其定溫式感
知線型探測器之判定要領中，下列何者正確？ 
感知線應設置在裝置面下方 0.4 m 以內  
感知線之彎曲半徑應在 0.05 m 以上  
感知線之安裝在直線部分以每 1 m（如有下垂之虞時，則為 0.5 m）以內之間隔固定  
感知線之安裝在彎曲部分以每 0.5 m 以內之間隔固定 

30 利用各種減光罩對光電式分離型探測器進行測試，以確認其火災動作試驗、不作動試驗、故障警
報試驗並判定是否符合規定，下列方式何者錯誤？ 
火災動作試驗：將適當感度的減光罩放置於探測器受光部前方 10 cm 範圍內約 15 sec，如果受

信總機有火災訊號產生即表示正常 
不作動試驗：將適當感度的減光罩放置於探測器受光部前方 10 cm 範圍內約 30 sec，如果受信
總機沒有火災訊號產生即表示正常 
故障警報試驗：在監視狀態下以 100%減光罩的感光鏡或感光板的前面放置遮光軸，如在 60 sec
內錯誤警報顯示即表示正常 
判定方法：插入減光罩後到動作之時間，應在 60 sec 內，蓄積型者應在 60 sec 加其標稱蓄積時
間及 5 sec 之時間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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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對於出口標示燈設置之相關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車站的出口標示燈應使用 A 級或 B 級且標示面光度應在 20 燭光（cd）以上或具閃滅或音聲引
導功能者  
飯店的出口標示燈應使用 A 級或 B 級且標示面光度應在 20 燭光（cd）以上或具閃滅或音聲引
導功能者  
室內停車場的出口標示燈應使用 A 級或 B 級且標示面光度應在 20 燭光（cd）以上或具閃滅或
音聲引導功能者  
長期照顧機構的出口標示燈應使用 A 級或 B 級且標示面光度應在 20 燭光（cd）以上並應採具
閃滅或兼具音聲引導功能者 

32 下列出口標示燈及避難方向指示燈之緊急電源描述何者正確？ 
出口標示燈使用蓄電池設備，其容量應能使其有效動作 10 分鐘以上  
地下建築物，其總樓地板面積在 500 平方公尺以上者，通往直通樓梯之出入口的出口標示燈其
容量應能使其有效動作 10 分鐘以上  
總樓地板面積在 3 萬平方公尺以上的高層建築物，通往排煙室之出入口的出口標示燈其容量應
能使其有效動作 60 分鐘以上  
總樓地板面積在 5 萬平方公尺以上的建築物，居室通往走廊之出入口的出口標示燈其容量應能
使其有效動作 30 分鐘以上 

33 有關B 級出口標示燈（顯示避難方向符號者）及B 級避難方向指示燈有效範圍的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B 級出口標示燈（顯示避難方向符號者）步行距離為 30 公尺  
B 級避難方向指示燈步行距離為 20 公尺  
有不易看清或識別該燈情形者，避難方向指示燈有效範圍為 15 公尺  
有不易看清或識別該燈情形者，出口標示燈有效範圍為 10 公尺 

34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之規定，下列何種避難器具的開口面積應為高 60 公分以上，
寬 60 公分以上？ 
緩降機 避難梯 救助袋 滑臺 

35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在應設排煙設備之場所，有關其排煙設備設置之描述，
下列何者錯誤？ 
防煙區劃之範圍內，任一位置至排煙口之水平距離在 30 公尺以下  
地下建築物之地下通道，其排煙機之總排煙量應在每分鐘 600 立方公尺以上  
室內排煙規定排煙機之排煙量應在每分鐘 300 立方公尺以上  
地下建築物之地下通道每 300 平方公尺應以防煙壁區劃 

36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28 條應設置排煙設備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無開口樓層其樓地板面積 1,000 平方公尺以上者應設排煙設備  
餐廳樓地板面積 500 平方公尺以上者應設排煙設備  
夜總會的舞臺部分之樓地板面積在 500 平方公尺以上者應設排煙設備  
樓地板面積在 300 平方公尺以上之居室，其天花板下方 80 公分範圍內之有效通風面積未達該
居室樓地板面積百分之二者，應設排煙設備 

37 某機場候機室樓地板面積 300 m2，自然排煙設備其窗戶都在天花板或其下方 80 公分範圍內，共
有 10 扇窗，採正向由上往外推可達 90°，請問每一扇窗面積多大才合格？ 

0.6  m2 0.5 m2 0.4 m2 0.3 m2 
38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特別安全梯及緊急昇降機間兼用排煙室時排煙閘門面積

為 4 m2，忽略溫度的影響，測試點量得的平均風速 V(m/sec)應為多少以上為合格？ 
1.5  m/sec 1.4 m/sec 1.3 m/sec 1.0 m/sec 

39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下列何種場所不須設置緊急電源插座？ 
依建築技術規則應設置之特別安全梯間  
11 層以上建築物之各樓層  
依建築技術規則應設置之緊急昇降機間  
總樓地板面積在 1,000 平方公尺以上之地下建築物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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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護下列何者錯誤？ 
排煙設備的緊急電源到排煙口的配線應採耐燃保護  
無線電通信輔助設備的緊急電源到增幅器的配線應採耐燃保護  
瓦斯漏氣火警自動警報設備的受信總機到檢知器的配線應採耐燃保護  
火警自動警報設備的受信總機到定址式探測器的配線應採耐燃保護 



類科名稱：

108年專技高等考試大地工程技師分階段、驗船師、引水人、第一次食品技師考試、高等
暨普通消防設備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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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光人員特考

科目名稱：
警報與避難系統消防安全設備概要（試題代號：3502)

測驗式試題標準答案

考試名稱：

消防設備士

單選題數：40題 單選每題配分：1.25分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第1題

C

第2題 第3題 第4題 第5題 第6題 第7題 第8題 第9題 第10題

第11題 第12題 第14題 第15題 第16題 第17題 第18題 第19題 第20題

第21題 第22題 第23題 第24題 第25題 第26題 第27題 第28題 第29題 第30題

第31題 第32題 第33題 第34題 第35題 第36題 第37題 第38題 第39題 第40題

第13題

第41題 第42題 第43題 第44題 第45題 第46題 第47題 第48題 第49題 第50題

第51題 第52題 第53題 第54題 第55題 第56題 第57題 第58題 第59題 第60題

第61題 第62題 第63題 第64題 第65題 第66題 第67題 第68題 第69題 第70題

第71題 第72題 第73題 第74題 第75題 第76題 第77題 第78題 第79題 第80題

第81題 第82題 第83題 第84題 第85題 第86題 第87題 第88題 第89題 第90題

第91題 第92題 第93題 第94題 第95題 第96題 第97題 第98題 第99題 第100題

A D D B C B A A A

B D A A C D C A D

C B B B A D D D B D

D C C C D A A A D

B

D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標準答案：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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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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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