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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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高齡化社會需求，衛生福利部補助各地方老人福利機構，設置水道

連結型自動撒水設備，請說明該設備在原有合法建築物可採用的設置類

型方式？（15 分）並說明設置後水源、配管、配件及閥類性能檢查的重

點。（10 分）

二、二氧化碳滅火設備在檢修時，國內外皆偶有發生意外情事，請說明高壓

二氧化碳全區放射系統綜合檢查方式，（10 分）並說明檢查前及檢查時

應準備與注意的事項。（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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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危險物品等場所消防設計及消防安全設備，電氣設備使用之處所，每多少平方公尺（含未滿）
應設置第五種滅火設備一具以上？

20 50 100 200
2 連結送水管之中繼幫浦放水測試時，應從送水口以送水設計壓力送水，並以口徑 21 公厘瞄子在

最頂層測試，其放水壓力不得小於 X kgf/cm2，且放水量不得小於 Y L/min。X、Y 分別為何？
X=6 ；Y=600 X=6；Y=800 X=8；Y=600 X=8；Y=800

3 公共危險物品等場所消防設計及消防安全設備，顯著滅火困難場所之室外儲槽場所，儲存硫磺，
應設置何種滅火設備？
第三種滅火設備之水霧滅火設備 第三種滅火設備之固定式泡沫滅火設備
第三種滅火設備之二氧化碳滅火設備 第三種滅火設備之乾粉滅火設備

4 下列有關室內消防栓設備之規定，何者錯誤？
低度危險工作場所應設置第一種消防栓
老人福利機構可選擇設置第二種消防栓
第一種消防栓箱內應配置口徑 25 毫米消防栓
第一種消防栓箱內應配置口徑 38 毫米或 50 毫米之消防栓一個

5 消防幫浦加壓送水裝置之啟動用水壓開關裝置，下列規定何者正確？
在啟動用壓力槽上或其近傍應裝設壓力表、啟動用水壓開關及試驗幫浦啟動用之逆止閥
啟動用壓力儲槽應使用口徑 35 mm 以上配管，與幫浦出水側逆止閥之一次側配管連接
啟動用壓力槽之構造應符合危險性機械及設備安全檢查規則之規定
啟動用壓力槽容量應有 110 L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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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有關撒水頭位置裝置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撒水頭迴水板下方 45 公分內及水平方向 30 公分內，應保持淨空間，不得有障礙物
撒水頭軸心與裝置面成 85 度角裝置
密閉式撒水頭裝置於樑下時，迴水板與樑底之間距在 10 公分以下，且與樓板或天花板之間距
在 50 公分以下
密閉式撒水頭之迴水板裝設於裝置面下方，其間距在 30 公分以下

7 依密閉式撒水頭認可基準規定，其中之耐洩漏試驗，係將撒水頭施予多少之靜水壓力，保持 5 分
鐘不得有漏水現象？

5 kgf/cm 2 15 kgf/cm 2 25 kgf/cm 2 35 kgf/cm 2

8 消防搶救上之必要設備中，連結送水管之送水口設置，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送水口為單口形，接裝口徑 63 毫米陰式快速接頭
距基地地面之高度在 1 公尺以下 0.5 公尺以上
在屋頂上適當位置至少設置一個測試用送水口
送水口在其附近便於檢查確認處，裝設測試用出水口

9 依據密閉式撒水頭認可基準之規定，進行玻璃球之強度試驗時，標示溫度在多少以上者將採用油
浴方式進行測試？

57 ℃ 68 ℃ 79 ℃ 121 ℃ 
10 實施泡沫噴頭外觀檢查，應進行之項目內容不包括下列那一項？
確認有無因隔間變更而未加設泡沫頭，造成未警戒之部分
以目視確認泡沫頭周圍有無妨礙泡沫分布之障礙
以目視確認外形有無變形、腐蝕、阻塞等
確認泡沫噴頭網孔大小及其發泡性能

11 室內消防栓設備之加壓送水裝置，若採用壓力水箱方式，則其水箱內空氣不得小於水箱容積的幾
分之幾？

1/2 1/3 1/4 1/5
12 進行乾粉滅火設備性能檢查時，對於滅火藥劑檢查注意事項，溫度及濕度超過多少以上時，應暫

停檢查？
溫度超過 30 ℃以上，濕度超過 70%以上 溫度超過 40 ℃以上，濕度超過 60%以上
溫度超過 50 ℃以上，濕度超過 50%以上 溫度超過 40 ℃以上，濕度超過 50%以上

13 使用主成分為碳酸氫鈉之移動放射方式乾粉滅火設備，每一具噴射瞄子之每分鐘藥劑放射量應為
下列何者？

18 kg/min 27 kg/min 36 kg/min 45 kg/min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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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50 150 250

15 公共危險物品儲槽設置補助泡沫消防栓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放射壓力在每平方公分 3.5 公斤以上
泡沫瞄子放射量在每分鐘 400 公升以上
全部泡沫消防栓數量超過 2 支時，以同時使用 2 支計算之
設在儲槽防液堤外圍，距離槽壁 15 公尺以上，便於消防救災處

16 某觀光飯店餐廳的廚房面積 750 平方公尺，其使用火源處所設置滅火器核算之最低滅火效能值應
為多少？

3 6 24 30
17 密閉乾式或預動式之流水檢知裝置二次側配管，為有效排水，支管每 10 公尺傾斜 A 公分，主管

每 10 公尺傾斜 B 公分。下列 A，B 何者正確？
A=5 ；B= 3 A=4；B=4 A=4；B= 2 A=2；B= 4

18 有關滅火器設置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供鍋爐房等大量使用火源之處所，樓地板面積每 25 平方公尺有一滅火效能值
供電信機器室使用之場所，各層樓地板面積每 300 平方公尺有一滅火效能值
供保齡球館使用之場所，各層樓地板面積每 100 平方公尺有一滅火效能值
供學校教室使用之場所，各層樓地板面積每 200 平方公尺有一滅火效能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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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應設置室內消防栓設備之場所，下列規定何者正確？

五層以下建築物，供第 12 條第 1 款第 1 目所列場所使用，任何一層樓地板面積在 300 平方公

尺以上者

六層以上建築物，供第 12 條第 1 款至第 4 款所列場所使用，任何一層之樓地板面積在 300 平

方公尺以上者

總樓地板面積在 300 平方公尺以上之地下建築物

地下層或無開口之樓層，供第 12 條第 1 款第 1 目所列場所使用，樓地板面積在 300 平方公尺

以上者

20 飛機修理廠、飛機庫樓地板面積在 200 平方公尺以上者，可就水霧、泡沫、乾粉、二氧化碳滅火

設備等選擇下列何者設置之？

乾粉、二氧化碳 水霧、泡沫 泡沫、二氧化碳 泡沫、乾粉

21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應就水霧、泡沫、乾粉、二氧化碳滅火設備等選擇設置之場

所，下列場所何者得使用預動式自動撒水設備？

屋頂直昇機停機場（坪）

發電機室、變壓器室及其他類似之電器設備場所，樓地板面積在 200 平方公尺以上者

鍋爐房、廚房等大量使用火源之場所，樓地板面積在 200 平方公尺以上者

電信機械室、電腦室或總機室及其他類似場所，樓地板面積在 200 平方公尺以上者

22 同一建築基地內有二棟以上建築物時，建築物間外牆與中心線水平距離第一層在 X 公尺以下，第

二層在 Y 公尺以下，且合計各棟該第一層及第二層樓地板面積在 Z 平方公尺以上者，應設置消防

專用蓄水池。X、Y、Z 分別為何？

X=3 ；Y=5；Z=10000 X=5；Y=10；Z=6000

X=5；Y=10；Z=10000 X=10；Y=20；Z=20000

23 下列場所何者可選擇第二種室內消防栓選擇設置之？

傢俱展示販售場 低度危險工作場所 汽車修護廠 高度危險工作場所

24 需設置自動撒水設備之場所中，下列何者應設開放式？

健身休閒中心（含提供指壓、三溫暖等設施之美容瘦身場所）

室內螢幕式高爾夫練習場

展覽場

集會堂使用之舞臺

25 自動撒水設備之水源容量規定，若使用側壁型或小區劃型撒水頭時，十層以下樓層在 X 個撒水

頭、十一層以上樓層在 Y 個撒水頭繼續放水 20 分鐘之水量以上。X、Y 分別為何？

X=8 ；Y=12 X=12；Y=15 X=16；Y=20 X=24；Y=30

26 固定式泡沫滅火設備之泡沫放出口，若採用高發泡放出口，其泡沫膨脹比應選擇下列何者設置之？

膨脹比 20 以下 膨脹比 20 以上 1000 以下

膨脹比 80 以上 1000 以下 膨脹比 1000 以上

27 二氧化碳滅火設備之全區放射或局部放射方式防護區域，對放射之滅火藥劑之排放規定，下列何

者錯誤？

採機械排放時，排風機為專用，且具有每小時 5 次之換氣量。但與其他設備之排氣裝置共用，

無排放障礙者，得共用之

採自然排放時，設有能開啟之開口部，其面向外氣部分（限防護區域自樓地板面起高度三分之

二以下部分）之大小，占防護區域樓地板面積百分之十以上，且容易擴散滅火藥劑

排放裝置之操作開關須設於防護區域內便於操作處，且在其附近設有標示

排放至室外之滅火藥劑不得有局部滯留之現象

28 消防專用蓄水池規定之有效水量，指蓄水池深度在基地地面下多少公尺範圍內之水量，但採機械

方式引水時，不在此限？

3 4.5 6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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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公共危險物品等場所消防設計及消防安全設備，設置第五種滅火設備者，公共危險物品每達管制

量之幾倍（含未滿）應有一滅火效能值？

5 6 10 15

30 公共危險物品等場所消防設計及消防安全設備，其他滅火困難場所，應設置第幾種滅火設備？

一 二 三 五

31 公共危險物品等場所消防設計及消防安全設備，室外消防栓設備採用鑄鐵管配管時，使用符合

CNS 832 規定之壓力管路鑄鐵管或具同等以上強度者，其標稱壓力在每平方公分多少公斤以上？

3.5 6 7 16

32 公共危險物品等場所消防設計及消防安全設備，有關設置冷卻撒水設備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撒水噴孔符合 CNS、12855 之規定

撒水量按槽壁總防護面積每平方公尺每分鐘 2 公升以上計算之，其管徑依水力計算配置

水源容量在最大一座儲槽連續放水 1 小時之水量以上

撒水噴孔孔徑在 6 毫米以上

33 依消防安全設備及必要檢修項目檢修基準，滅火器設置間距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以目視或簡易之測定方法確認之

設有滅火器之樓層或場所，自樓面居室任一點或防護對象任一點至滅火器之步行距離不得超過 20

公尺。但公共危險物品等場所與第一種、第二種、第三種或第四種滅火設備併設者，不在此限

公共危險物品等場所達顯著滅火困難、一般滅火困難者設置之第四種滅火設備（大型滅火器），距

防護對象任一點之步行距離，應在 20 公尺以下。但與第一種、第二種或第三種滅火設備併設者，

不在此限

設有滅火器之可燃性高壓氣體儲存場所，任一點至滅火器之步行距離應在 15 公尺以下，並不得妨

礙出入作業

34 依消防安全設備及必要檢修項目檢修基準，乾粉加壓式滅火器性能檢查之檢查抽樣頻率，應幾年

實施一次性能檢查？

1 2 3 4

35 依消防安全設備及必要檢修項目檢修基準，製造日期超過 10 年或無法辨識製造日期之何種滅火

器，非經水壓測試合格，不得再行更換及充填藥劑，應予報廢？

機械泡沫滅火器 化學泡沫滅火器 鹵化物滅火器 二氧化碳滅火器

36 依消防安全設備及必要檢修項目檢修基準，自動撒水設備之加壓送水裝置，在減壓措施方面，補

助撒水栓放水壓力應在 X kgf/cm2 以上 Y kgf/cm2 以下。X、Y 分別為何？

X=1 ；Y=6 X=1；Y=10 X=2.5；Y=6 X=2.5；Y=10

37 依消防安全設備及必要檢修項目檢修基準，水道連結型自動撒水設備之末端查驗閥或連結之水龍

頭等日常生活用水設施配置的壓力表，其放水壓力應在 X kgf/cm2 以上 Y kgf/cm2 以下。X、Y 分

別為何？

X=1 ；Y=6 X=1；Y=10 X=0.5；Y=6 X=0.5；Y=10

38 依消防安全設備及必要檢修項目檢修基準，海龍滅火設備全區放射方式檢查方法，若以空氣或氮

氣進行放射試驗，所需空氣量或氮氣量，應就放射區域應設滅火藥劑量之多少%核算？

3 6 10 20

39 依消防安全設備及必要檢修項目檢修基準，冷卻撒水設備之遠隔啟動裝置，限用於儲存閃火點多

少℃以下公共危險物品之室外儲槽？

40 50 70 100

40 依消防安全設備及必要檢修項目檢修基準，冷卻撒水設備之供第四類公共危險物品之顯著滅火困

難場所之加壓送水裝置，啟動後 X 分鐘內應能有效撒水，且加壓送水裝置距撒水區域在 Y 公尺

以下，但設有保壓措施者不在此限。X、Y 分別為何？

X=3 ；Y=300 X=3；Y=500 X=5；Y=300 X=5；Y=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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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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C C B C B C D

B D A C D C B A D

D A C D A C C B C D

D B C A D D C C D

B

C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標準答案：

備　　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