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4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104年
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
13110-13610
30110-30710
50110-51310
70110-71010

全一張 
（正面）

等  別： 三等一般警察人員考試、三等警察人員考試、高員三級鐵路人員考

試、三等退除役軍人轉任考試 
類 科 別： 各類別、各類科 
科  目：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請接背面） 
 

甲、作文與公文部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由左至右橫式作答，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不得於試卷上書寫姓名或入場證號。 
一、 作文：（60 分） 

同樣的一件事情，從不同的角度往往會有不同的看法。因此我們必須將心比
心，尊重、包容每一個觀點不同的人。請以「雅量」為題，就自我的認知、
經驗、省思，作文一篇，詳加闡述，文長不限。 

二、 公文：（20 分） 
試擬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致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衛生局函：為推動

「104 年校園周邊健康飲食輔導示範計畫」，請選擇國中、小學為示範學校
（不限示範校區數目），對於校園周邊之超商、早餐店、速食店及飲料店，積
極輔導業者開發及提供少油、少鹽、少糖之營養早餐，以維護學生身體健康。 

乙、測驗部分：（20 分） 代號： 1301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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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題，每題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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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各組成語，完全沒有錯別字的是： 
風聲鶴戾／獨占鰲頭／焚膏繼晷 光風濟月／信手拈來／珠聯璧合 
卓爾不群／如蟻附羶／痌瘝在抱 縱橫俾闔／怙惡不悛／孜孜矻矻 

下列選項內的詞語何者意義相反？ 
不知變通：削足適履、守株待兔 視死如歸：鼎鑊如飴、不避湯火 
沽名釣譽：公孫布被、矯俗干名 詩文拙劣：欬唾成珠、洛陽紙貴 

杜甫：「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盪胸生層雲，決
眥入歸鳥。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 
關於此詩之敘述，下列選項何者正確？ 
寫景由近及遠  時間由夜至晝 
由望嶽而想像登嶽之情景 前四句為動態描寫，後四句為靜態描寫 

少讀詩書陋漢唐，暮年身世寄農桑。 
騎驢兩腳欲到地，愛酒一樽常在傍。 
老去形容雖變改，醉來意氣尚軒昂。 
太行王屋何由動，堪笑愚公不自量。（宋陸游〈自嘲〉） 
由全詩語境加以玩味，各聯詩句何者自嘲意味最為明顯？ 
少讀詩書陋漢唐，暮年身世寄農桑 騎驢兩腳欲到地，愛酒一樽常在傍 
老去形容雖變改，醉來意氣尚軒昂 太行王屋何由動，堪笑愚公不自量 



104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104年
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
13110-13610
30110-30710
50110-51310
70110-71010

全一張 
（背面）

等  別： 三等一般警察人員考試、三等警察人員考試、高員三級鐵路人員考

試、三等退除役軍人轉任考試 
類 科 別： 各類別、各類科 
科  目：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青天有月來幾時？我今停盃一問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卻與人相隨。皎如飛
鏡臨丹闕，綠煙滅盡清暉發。但見宵從海上來，寧知曉向雲間沒。白兔擣藥秋復
春，姮娥孤棲與誰鄰？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
看明月皆如此。唯願當歌對酒時，月光長照金罇裏。（李白〈把酒問月〉） 
本文主旨與下列各項何者最為接近？ 
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 願為雙鴻鵠，分翅當高飛 
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 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 

《禮記．經解》云：「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
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厘，繆以千里。』此
之謂也。」根據上文，下列何者正確？ 
先王重視禮教，反對法律等有形的規範 
預先制訂完備刑罰，能夠有效阻絕人民犯罪 
政府應當放棄一切有形手段，使用無為而治的教化方式 
潛移默化是教化的最高境界，能在無形之中提升人的思想與行為 

孔子是因堅持以道自任和「士志於道」的理想，才使他無法被時君所用，才使他
四處碰壁，甚至有時候連生活都過得很淒慘，但他並未因此而喪失熱情與自信。
正因為他對自己理想的堅持，才為中國文化建立起一個用世不用世並不能決定人
格價值及其歷史地位的新標準，因而開啟了一個人可以不用世，仍然可以有人生
奮鬥的目標，仍然可以有偉大的理想，仍然可以賦予人生以豐富的意義，仍然可
以享有歷史崇高地位的士人傳統。（韋政通《孔子》） 
根據上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孔子堅持理想，未受重用，理所當然 一個人不用世，便無貢獻社會的機會 
以道自任者，切不可喪失熱情與自信 學而優則仕，否則生活會過得很淒慘 

下列各選項文句均出自《老子》，何者最能表現其「正言若反、以退為進」的
哲理？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 
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
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
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
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
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
其真不知馬也！」（韓愈〈雜說四．馬說〉） 
依上文，下列各組詞句中的「食」字，詞性與意義皆相同的是：①一「食」或盡
粟一石 ②「食」馬者 ③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 ④「食」不飽，力不足 
⑤「食」之不能盡其材 
①①① ①①① ①①② ①①② 

承上題，本文意旨為： 
說明伯樂慨嘆天下千里馬難尋 
諷刺昏庸無能的執政者埋沒人才 
闡述千里馬必經淬勵磨鍊乃能行千里的道理 
傳達千里馬得伯樂之欣喜與未遇伯樂之悲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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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試題代號：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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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 三等警察人員考試 
類 科 別： 消防警察人員 
科  目： 中華民國憲法與消防警察專業英文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甲、申論題部分：（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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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一、中翻英：（10 分） 
根據統計，火災每年奪走的人命，超過每年所有天災奪走之人命的總合。而所有火災
意外，又以住宅火災為大宗。以英國為例，單是去年，就有兩百人死於住宅火災。 

二、英文作文：（15 分） 
事業（career），家庭（family），朋友（friends），對任何一個人而言，皆有其重
要性。若無法同時兼顧時，你個人對其重要性的先後排序會是如何？為什麼？請以
此為題，寫一篇約 250 字的文章，闡述你的看法。 

乙、測驗題部分：（75 分） 代號： 2506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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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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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憲法基本上已揭示了國家形式，下列何者不屬之？ 
民主國 法治國 君主國 共和國 

2 依據地方制度法規定，直轄市市長如何產生？ 
 由市民依法選舉之 由行政院院長任命 由市議員選舉之 由內政部民政司派任 

3 直轄市政府辦理之自治事項有無違背憲法、法律、中央法規發生疑義時，得聲請何者解決？ 
 司法院 立法院 行政院 監察院 

4 直轄市議會或縣議會議長，其產生方式為何？ 
人民直接選舉之  由市長提名經議會同意之 
議會議員互選之  立法院院長提名經議會同意之 

5 下列何者不是縣市申請合併改制為直轄市之法定必要程序？ 
 擬訂改制計畫  縣市議會同意 
縣市住民公民投票同意  內政部報請行政院核定 

6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3 項之規定：「國家對於人民興辦之中小型經濟事業，應扶助並保護其生存與

發展。」下列何者主要目的在於實踐此一目標？ 
 中小企業發展條例 科學技術基本法 營業秘密法 公平交易法 

7 下列關於基本權主體之敘述，何者正確？ 
 凡自然人均應享有基本權，因此不分國籍，外國人也都可享有全部我國憲法所賦予之基本權 
私法人可作為基本權之主體，因此私法人亦得主張宗教自由、選舉自由與政治選舉權 
地方自治團體可主張享有工作權，而要求不經中央許可發行彩券 
自然人及私法人為權利義務之主體，固均為憲法保護之對象，但為貫徹憲法對人格權及財產權之保障，

於一定條件下，非法人團體亦為基本權主體 
8 憲法第 8 條規定，人民非經法定程序，不受逮捕、拘禁及審判，係屬下列何種權利之保障內容？ 
 居住自由 遷徙自由 生存權 人身自由 

9 依司法院解釋，有關平等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立法機關得斟酌規範事物本質之差異而為合理之差別對待 
平等原則不只拘束行政權與司法權，也可以拘束立法權 
貨物稅條例規定僅對設廠機製之清涼飲料品課徵貨物稅，而未對非設廠機製者課徵貨物稅，不違反平

等原則 
大陸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者，非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滿 10 年，不得擔任公務人員，違反平等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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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自由旅行各地屬於下列何種憲法權利之保障內容？ 
 人身自由 通訊自由 居住遷徙自由 結社自由 

11 下列何者是考試院會議之成員？ 
 考試院秘書長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人事長 
銓敘部部長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委員 

12 憲法第 16 條規定，人民有請願、訴願及訴訟之權，針對上述基本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請願係人民向司法機關提起，並須由法院判決之 
此之訴訟僅指公法事件之爭議 
訴願之標的為所有行政行為 
訴願為法院外之救濟途徑 

13 關於憲法第 22 條之基本權保障概括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個人為己命名之自由受憲法第 22 條保障 
個人工作選擇之自由受憲法第 22 條保障 
個人自主控制個人資料之權利受憲法第 22 條保障 
個人之名譽權受憲法第 22 條保障 

14 有關集會與結社自由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憲法之集會自由規定，不及於遊行之自由 
集會與結社之不同處，在於集會為組成長期間之團體 
集會自由兼具消極防禦侵害權與積極請求集會地點之公物利用權 
人民團體之命名權，非屬憲法第 14 條結社自由所保障之範疇 

15 下列涉及人民工作權之法律規定，依司法院解釋，何者已侵害人民之工作權？ 
 限制中醫師不得以西藥製劑或西藥成藥為人治病 
對於航空人員經體格檢查不合格者，限制、暫停或終止其執業 
對於曾因觸犯故意殺人、搶劫、搶奪、強盜、恐嚇取財、擄人勒贖、妨害性自主等特定罪名並經判決

罪刑確定之人，禁止其辦理營業小客車駕駛人執業登記 
禁止非視覺功能障礙者從事按摩業 

16 司法院釋字第 696 號解釋，對於所得稅法關於夫妻非薪資所得強制合併計算之規定，與單獨計算稅額比
較，認為有增加稅負之情形，宣告相關規定違憲。本號解釋違憲審查之基準為何？ 
 信賴保護原則 實質平等原則 量能課稅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 

17 依公民投票法之規定，下列何者並無針對公民投票之相關爭議直接提起司法救濟的可能？ 
 公民投票案之領銜提案人 投票權人 
立法委員現有總額三分之一以上 檢察官 

18 依司法院釋字第 645 號解釋之見解，對於公民投票法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立法院依法得提出公民投票之議案，違反憲法權力分立之基本原則 
全國性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之組織係置於行政院內，並非獨立之行政機關 
公民投票違反我國憲政體制 
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委員之任命，由各政黨依立法院各黨團席次比例推荐，並不牴觸權力分立原則 

19 對於行政院及其所屬行政機關之處分，人民認為有違法，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得向下列何者提起
救濟？ 
 普通法院民事庭 行政法院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普通法院刑事庭 

20 下列何種事項得作為公民投票之提案？ 
 預算 核能政策 租稅 薪俸 

21 有關憲法保障之罷免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公職人員之罷免，得由原選舉區選舉人向選舉委員會提出罷免案，但就職未滿 1 年者，不得罷免 
罷免案，一案不得為 2 人以上之提議，但有二個以上罷免案時，得同時投票 
罷免案之連署人，以被罷免人原選舉區選舉人為連署人，其人數應為原選舉區選舉人總數百分之十三以上 
罷免案之投票，應於罷免案宣告成立後 2 個月內為之，但不得與各類選舉之投票同時舉行 

22 依國家賠償法之規定，有關國家賠償之損害賠償請求，若賠償義務機關拒絕賠償或協議不成立，被害人得： 
依民事訴訟法提起損害賠償之訴 依刑事訴訟法附帶提起損害賠償之訴 
向行政法院聲請假扣押  向普通法院聲請假扣押 

23 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規定，選舉或罷免無效之訴，何者有審判權？ 
 普通法院 行政法院 中央選舉委員會 司法院大法官 

24 下列何種人員得登記為公職人員選舉之候選人？ 
 現役軍人  替代役男 
就讀碩士在職專班之現職公職人員 各級選舉委員會之委員 

25 下列何者並非國家安全會議組織法第 4 條規定之國家安全會議出席人員？ 
 內政部部長  經濟部部長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 總統府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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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有關總統副總統選舉競選費用補貼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各組候選人選舉得票數達當選票數三分之一以上者，應補貼其競選費用 
每票補貼新臺幣 20 元。但其 高額，不得超過候選人競選經費 高金額 
政黨推薦之候選人其補貼費用，應由該推薦之政黨領取 
候選人競選費用之補貼，應於接獲通知 3 個月內掣據，向中央選舉委員會領取 

27 行政院各部會之組織，應如何規範？ 
 由行政院頒布組織規程定之 由行政院擬訂準則，各部會依準則自訂組織規程 
以法律定之  行政院各部會自訂組織規程定之 

28 依據憲法增修條文第 3 條第 2 項規定，行政院對於立法院之決議案，如認為有窒礙難行時，得經總統之
核可，於該決議案送達行政院 10 日內，移請立法院覆議，下列何者不屬之？ 
 法律案 預算案 媾和案 條約案 

29 下列何者無須經行政院會議議決？ 
 條約案 預算案 特赦案 法律案 

30 依行政院組織法第 3 條之規定，下列何者為行政院所設機關？ 
 考選部 審計部 銓敘部 科技部 

31 有關立法院院長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任期至該屆立法委員任期屆滿 立法院院長綜理院務 
立法院院長由總統提名，立法院同意之 立法院院長因故不能視事時，由副院長代理 

32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立法院對於行政院之重要政策不贊同時： 
 得對行政院院長提出不信任案 得對負責之部會首長提出不信任案 
得對行政院院長及負責之部會首長提出不信任案 得以決議移請總統命行政院院長變更之 

33 依憲法規定，下列何者無向立法院提法律案之權？ 
 監察院 考試院 總統 司法院 

34 有關立法院行使人事同意權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立法院行使人事同意權時，就總統所提人事案，可不經討論，即交付全院委員會審查 
立法院行使人事同意權時，是以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二同意為通過 
被提名人未獲得立法院同意時，總統應另提他人咨請立法院同意 
全院委員會可就被提名人之資格及是否適任等相關事項進行審查與詢問 

35 依司法院解釋，律師懲戒委員會在性質上相當於設在下列何機關之初審職業懲戒法庭？ 
 地方法院 高等法院  高法院 司法院 

36 依我國現行憲法及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下列有關我國司法院之規定，何者正確？ 
 司法院設大法官 15 人，並以其中 1 人為院長，1 人為副院長 
司法院大法官，由總統提名，經監察院同意任命之 
司法院大法官，均適用憲法第 81 條及有關法官終身職待遇之規定 
司法院大法官任期 9 年，分屆次，一併計算 

37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之規定，有關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或審理案件，其可決人數之通過或決定，下
列敘述何者正確？ 
 解釋憲法，應有總額過半數出席，及出席人過半數同意 
宣告命令牴觸憲法，至少以出席人三分之二同意行之 
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應有總額過半數之出席，及出席人過半數之同意 
政黨違憲解散案件判決之評議，應經參與言詞辯論大法官過半數之同意 

38 下列何者不是司法權行使之範圍？ 
 民事訴訟之審判 公務員之懲戒 律師懲戒之覆審 審理總統罷免案 

39 依現行憲法之規定，關於監察委員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監察委員在院內所為之言論與表決，對院外不負責任 
監察委員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 
監察院院長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 
監察委員不得兼任其他公職或執行業務 

40 有關監察院審計長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審計長審核行政院之決算，應於行政院提出決算後三個月內完成 
審計長職務之性質與應隨執政黨更迭或政策變更而進退之政務官不同 
審計長由監察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 
審計長任期 6 年，依法獨立行使其審計職權，不受干涉 

41 On the scene of fires, a fire captain is expected to make an evaluation of the fire to       how the firefighters 
should respond. 
appreciate determine forecast impress 

42 When fighting a wildfire, firefighters sometimes have to start a backfire to       the control lines. 
hinder loosen ripen wi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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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Firefighters are often called to other emergencies that do not necessarily       “fires,” such as medical calls, 
industrial accidents, and various types of rescues. 
 consume ensure involve matter 

44 In the US, a       firefighter refers to a new firefighter undergoing training or one under the legal age to be 
considered a firefighter. 
cadet veteran retained solicited 

45 The three factors that make up       are heat, fuel, and oxygen, commonly called the “fire triangle.” 
ammunition combustion evaporation suffocation 

46 To avoid the pumps being shut down due to malfunction in the control system, they can only be switched 
off       by a firefighter. 
 momentarily severely voluntarily manually 

47 It was reported that a firefighter in Taoyuan was so       helping a pregnant woman in labor that he did not 
even recognize that the woman was his wife. 
 famous for suspicious of intent on opposed to 

48 Many older people live alone and have reduced      , which makes it harder for them to escape from a fire. 
 mobility living expenses hospital admissions weight 

49 In a major earthquake, collapsed structures may contain voids in which       persons can survive for 
comparatively long periods of time. 
disabled displaced trapped transported 

50 At least 5,000 people have died in the quake and that number is expected to double as rescuers continue 
to       through the rubble. 
 sift seep scroll shriek 

51 Fire stations need to assess the suitability and condition of their internal and external travel routes,       safe 
access, and egress at all times. 
 ensuring concluding regarding assembling 

 
請依下文回答第 52 題至第 55 題： 
    In the fire department, all vehicles will require regular inspection of every aspect of their structure, systems, and 
operational functions. Servicing and   52   maintenance will ensure, as far as is practicable, that the vehicle will 
remain effectively available. The time taken to   53   these processes will be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accessibility of 
all the areas to be inspected and serviced and the design of the vehicle must provide this   54  . Additionally, in 
anticipation of the need to remove a major component, such as the engine, pump, tank, or   55   system, removable 
panels and suitable lifting connections must be in place to ensure that removal and replacement does not entail 
unacceptable extension of down-time. 
52 preventive  articulate  cosmetic  emergent  
53 compensate complete comprehend compress 
54 record direction administration facility 
55 metal-detection sprinkler foam-making measurement 
 
請依下文回答第 56 題至第 60 題： 
    Most traditional older fire departments in larger U.S. central cities use Fire engine red for their fire engines.   56  , 
many suburbs and smaller cities now use the color lime or bright yellow for their fire engines because of its greater 
visibility at night. The   57   research into fire appliance visibility was conducted by the City of Coventry (UK) Fire 
Brigade and Lanchester College of Technology in 1965. This research   58   that under the range of artificial street 
lighting in common use at the time yellow more generally retained its great visibility under a variety of lighting color 
renderings. It was also more   59   in general road conditions in day time and during stormy weather. Research 
conducted by Dr. Stephen Solomon, a New York optometrist, promoted the use of “lime yellow”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mid-1970s. Further research that   60   the use of yellow for emergency vehicles generally was published 
in 1978 in Australia. It found that the more brightly colored fire apparatus suffered a lower accident rate than the less 
brightly colored vehicles (red) used by the same fire department. 
56 Therefore Besides Indeed However 
57 subsequent urgent initial remote 
58 concluded refuted regretted conducted 
59 conspicuous obscure subtle puzzling 
60 prolonged endorsed deferred author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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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 104 年
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 三等警察人員考試 
類 科 別： 消防警察人員 
科  目： 消防與災害防救法規（包括消防法及施行細則、災害防救法及施行細則、爆

竹煙火管理條例及施行細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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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救護辦法、緊急醫療救護法及施行細則、直轄市縣市消防

機關火場指揮及搶救作業要點）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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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一、依據「災害防救法」之規定，行政院設「中央災害防救會報」、直轄市、縣（市）
政府設「直轄市、縣（市）災害防救會報」及鄉（鎮、市）公所設「鄉（鎮、市）
災害防救會報」之組織各為何？（25 分） 

二、依據「消防機關火場指揮及搶救作業要點」，有關火災搶救作業要領之規定，抵達

火場處置內容為何？（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 4506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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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題，每題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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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消防法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地面樓層達 11 層以上建築物，其管理權有分屬時，各管理權人應協議製定共同消防防護計畫 

防焰物品或其材料之防焰標示，應經中央主管機關認證具有防焰性能 

原供公眾使用建築物變更為他種公眾使用時，主管建築機關應會同消防機關審查其消防安全設備圖說 

應設置消防安全設備場所，其防火管理人應委託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定期檢修消防安全設備 

2 下列何者，應由管理權人遴用防火管理人，責其製定消防防護計畫，並依該計畫執行有關防火管理上必

要之業務？ 

總樓地板面積在兩百平方公尺之餐廳 總樓地板面積在兩百平方公尺之超級市場 

總樓地板面積在兩百平方公尺之指壓按摩店 總樓地板面積在兩百平方公尺之遊藝場 

3 下列何者非中央災害防救會報之任務？ 

核定災害防救基本計畫及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核定全國緊急災害之應變措施 

督導、考核中央及直轄市、縣（市）災害防救相關事項 

核定重要災害防救政策與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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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依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每 2 年應依規定及災害防救基本計畫等，檢討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直轄市、縣（市）政府每 2 年應依規定及災害防救計畫，檢討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每 5 年應依災害防救法，檢討災害防救基本計畫 

各級政府應依法對災害防救器材、設備，每月至少實施功能測試 1 次，每半年至少舉辦演練 1 次 

5 依消防機關火場指揮及搶救作業要點之規定，有關消防車無線電代號，下列何者正確？ 

空壓車「七六」 排煙車「七五」 照明車「八一」 化學車「四一」 

6 依災害防救法之規定，下列何者可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 萬元以下罰鍰？ 

救災所需必要物資之製造、運輸、販賣、保管、倉儲業者，拒絕政府因救災需求徵用者 

緊急應變警報訊號之種類、內容、樣式、方法，未經許可而擅自使用者 

拒絕政府為徵用救災物資派員進入營業場所檢查之業者 

未進行災害監測、預報、警報發布及其設施之強化，致發生重大損害之公共事業 

7 依爆竹煙火管理條例施行細則之規定，下列何者已達爆竹煙火儲存、販賣場所之管制量？ 

摔炮類以外之一般爆竹煙火：火藥量 3 公斤 

舞臺煙火以外之專業爆竹煙火：總重量 0.3 公斤 

爆炸音類一般爆竹煙火之排炮、連珠炮、無紙屑炮類：火藥量 5 公斤 

摔炮類一般爆竹煙火：總重量 1.5 公斤 

8 依爆竹煙火管理條例之規定，中央主管機關之權責，下列何者錯誤？ 

一般爆竹煙火認可相關業務之辦理 

爆竹煙火監督人講習、訓練之規劃及辦理 

達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數量之氯酸鉀或過氯酸鉀之販賣許可 

爆竹煙火製造之許可、變更、撤銷及廢止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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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稱擋牆，下列何者錯誤？ 

高度能有效阻隔延燒 

厚度在 10 公分以上之鋼筋或鋼骨混凝土牆 

厚度在 20 公分以上之鋼筋或鋼骨補強空心磚牆 

堆高斜度不超過 60 度之土堤 

10 有關六類危險物品製造場所之構造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窗戶及出入口應設置 1 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防火門窗 

牆壁開口有延燒之虞者，應設置 30 分鐘以上防火時效之常時關閉式防火門 

牆壁、樑、柱、地板及樓梯，應以耐燃材料建造；外牆有延燒之虞者，不得設置其他開口 

設於室外之製造或處理液體六類物品之設備，應在周圍設置距地面高度在 15 公分以上之圍阻措施 

11 六類危險物品室內儲存場所其位置、構造及設備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儲存倉庫之牆壁、柱及地板應為防火構造，且樑應以不燃材料建造 

每一儲存倉庫樓地板面積不得超過一千平方公尺 

儲存倉庫之屋頂應以不燃材料建造，天花板應以輕質金屬板或其他輕質不燃材料設置 

儲存倉庫之窗戶及出入口應設置 30 分鐘以上防火時效之防火門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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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室外儲槽場所儲槽儲存第四類公共危險物品者，其防液堤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單座儲槽周圍所設置防液堤之容量，應為該儲槽容量百分之一百一十以上 

防液堤之高度應在 50 公分以上，但儲槽容量合計超過 20 萬公秉者，高度應在 1 公尺以上 

防液堤內面積不得超過 8 萬平方公尺 

防液堤內部設置儲槽，不得超過 10 座，但所儲存物之閃火點在攝氏 70 度以上未達 200 度者，無設置

數量之限制 

13 下列有關可燃性高壓氣體儲存場所之構造、設備及安全管理，何者錯誤？ 

設有警戒標示及防爆型緊急照明設備 

採用不燃材料構造之地面一層建築物，屋頂應以輕質金屬板或其他輕質不燃材料覆蓋 

通路面積至少應占儲存場所面積之百分之十五以上 

保持攝氏 40 度以下之溫度；容器並應防止日光之直射 

14 下列有關液化石油氣儲存場所之規定，何者錯誤？ 

液化石油氣儲存場所僅供一家販賣場所使用之面積，不得少於 10 平方公尺 

液化石油氣儲存場所供二家以上共同使用者，每一販賣場所使用之儲存面積，不得少於 6 平方公尺 

設置位置與販賣場所距離不得超過 5 公里 

儲存場所設有圍牆防止非相關人員進入，並有 24 小時專人管理時，其距離得為 10 公里內 

15 依照消防法第 27 條之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得聘請有關單位代表及學者專家，設火災鑑定委員

會，調查、鑑定火災原因；其組織由何機關定之？ 

內政部  直轄市、縣（市）政府 

內政部消防署  消防局 

16 依照消防法施行細則第 21 條之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對轄內無自來水供應或消防栓設置不足地區，

應籌建或整修蓄水池及其他消防水源，並由何機關列管檢查？ 

當地消防機關 當地自來水公司 自來水事業處 當地工務局 

17 依照災害防救法第 30 條及第 40 條之規定，公共事業發現、獲知災害或有發生災害之虞時，未主動蒐集、

傳達相關災情並迅速採取必要之處置，致發生重大損害時： 

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25 萬元以下罰金 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金 

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25 萬元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 

18 依爆竹煙火管理條例之規定，以郵購方式販賣一般爆竹煙火者，應如何處置？ 

處新臺幣 3 千元以上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 30 萬元以上 150 萬元以下罰鍰 

19 依照災害防救法第 47 條之規定，委任第三職等之公務人員執行本法災害防救事項，致傷病、身心障礙或

死亡者，應依照何種標準請領各項給付？ 

以公務人員委任第五職等年功俸最高級月支俸額為基數計算之基準 

以公務人員委任第三職等本職有關規定請領各項給付 

以公務人員委任第三職等年功俸最高級月支俸額為基數計算之基準 

以公務人員委任第五職等有關規定請領各項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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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下列何者為災害防救法第 23 條第 1 項第 6 款所定災害防救設施、設備： 

急救用醫療器材及藥品 

人命救助器材及裝備 

營建機具、建材及其他緊急應變措施之必需品 

資訊、通信等器材、設備 

21 依照爆竹煙火管理條例第 7 條規定，輸入或販賣達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數量之氯酸鉀或過氯酸鉀者，應如

何辦理？ 

應檢附數量、合格儲存地點證明、使用計畫書、輸入或販賣業者、押運人、運輸方法及經過路線等資

料，向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發給許可文件 

輸入之氯酸鉀或過氯酸鉀，應運至合格儲存地點放置，並於入庫當日前通知當地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清點數量後始得入庫 

輸入之氯酸鉀或過氯酸鉀，應運至合格儲存地點放置，並於入庫 1 日前通知中央主管機關清點數量後

始得入庫 

氯酸鉀或過氯酸鉀應於運出儲存地點前，由輸入或販賣者將相關資料報請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及目的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後，始得運出儲存地點 

22 下列有關消防法施行細則之規定，何者錯誤？ 

液化石油氣零售業之安全技術人員應每 2 年接受複訓 1 次，每次複訓時數不得少於 8 小時 

消防防護計畫中滅火、通報及避難訓練之實施；每年至少應舉辦 1 次，每次不得少於 4 小時 

甲類場所之管理權人應每半年檢修消防安全設備 1 次，甲類以外場所，每年實施 1 次 

防火管理人應為管理或監督層次幹部，並每 2 年至少應接受講習訓練 1 次 

23 依照爆竹煙火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 10 條之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爆竹煙火管理條例第 32

條第 2 項規定進行銷毀之程序，何者錯誤？ 

於安全、空曠處所進行，並採取必要之安全防護措施 

於上午 8 時後下午 7 時前為之，並應派人警戒監視，銷毀完成俟確認滅火後始得離開 

應製作銷毀紀錄，記載沒入處分書編號、被處分人姓名、沒入爆竹煙火名稱、單位、數（重）量及沒

入時間、銷毀時間，並檢附相片 

中央主管機關依爆竹煙火管理條例第 9 條第 4 項及第 14 條第 4 項規定逕行銷毀，應先通知當地主管機

關，再依前項第 1 款及第 2 款規定辦理，並製作銷毀紀錄，記載銷毀之爆竹煙火名稱、單位、數（重）

量及銷毀時間，及檢附相片 

24 依照緊急救護辦法第 18 條之規定，為確保緊急救護品質，應有何作為？ 

中央主管機關應每半年辦理緊急救護品質考核及評估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應每年辦理緊急救護品質考核及評估 

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同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每半年辦理緊急救護品質考核及評估 

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同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每年辦理緊急救護品質考核及評估 

25 依照緊急救護辦法第 7 條之規定，救護人員實施緊急救護時，如緊急傷病患或其家屬拒絕接受運送，應

如何處理？ 

應要求其於救護紀錄表中簽名後，不予運送 應報請衛生機關協助處理 

應要求其配合執行公務，救命為先 應通知警察協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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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50630 
全一張
（正面）

等  別： 三等警察人員考試 
類 科 別： 消防警察人員 
科  目： 消防警察情境實務（包括消防法規、實務操作標準作業程序、人權

保障與正當法律程序）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請接背面） 
 

甲、申論題部分：（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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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一、當你進行某一大樓之消防幫浦性能檢查時，測試結果及相關資料顯示，其額定出水
量為 1500l /min，額定出水量時之全揚程為 85 m，全閉揚程為 98 m。當出水量為
2000l /min 及 2250l /min 時，性能曲線之全揚程分別為 78 m 和 70 m，額定出水量時
，消防幫浦性能曲線之全揚程為 89 m，請問： 
合乎規定之判斷依據為何？（10 分） 
該幫浦性能是否合乎規定？（10 分） 

二、某醫院二樓附設護理之家雜物間凌晨發生火災冒出濃煙，護理之家人員嘗試用滅火
器做初期滅火失敗並通報 119，起火樓層在消防單位到達時，已籠罩在陣陣濃煙中，
由於其他樓層皆已疏散，僅該樓層因收容近百位插三管（呼吸管、鼻胃管、尿管）
之病患尚待救援，如果你是火場指揮官，面對此情境及場所特殊性，你在人命救助
及滅火攻擊作業上應有那些有別於一般建築物的考量？（20 分） 

三、你為某消防局火調人員，常受命鑑定火場中所採集的殘跡證物是否含有易燃性液體
的成分，而局裡購置有氣相層析質譜儀可供鑑析易燃性液體的種類，試問經氣相層
析質譜儀的成分鑑定後，除了汽油類以外，應以何種標準研判此殘跡證物中所含之
可燃性液體屬輕質產品範圍（light product range）、中質產品範圍（medium product 
range）或重質產品範圍（heavy product range）？若遭遇無法合適將它歸類時又應如
何將分析結果呈現於報告中？（20 分） 

乙、測驗題部分：（40 分） 代號：3506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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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題，每題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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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轄內某一老舊小旅館裝設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你為轄區消防分隊長，至現場勘查時，發現：①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裝置於居室中心 ②火災警報器裝置於距天花板 60 公分之牆面上 ③火災警報器距離出風口 1 公尺 ④某些火
災警報器裝設於距離牆面 60 公分之天花板上。上述那些項目你會建議業主加以改善？ 
①③ ②④ ①④ ②③ 

2 基於火警探測及初期有效應變之需求，下列有關火警探測器配線之設計選材，何者最正確？ 
還是要用 EMT 管防護 一般配線即可 應選用耐熱保護配線 應選用耐燃保護配線 

3 你為轄區分隊長，某日抽查轄內列管之某地上 6 層地下 2 層旅館，每層樓地板面積為 500 平方公尺，當你派員至
地面層使自動警報設備動作時，則應鳴動之樓層，下列何者正確？ 
1F，B1，B2 1F，2F，B1 1F，2F，B1，B2 全部鳴動 

4 設一醫學中心重症病房下方樓層於凌晨發生火災，則對該重症病房病患而言，那一應變措施並不適當？ 
立即進行 119 通報  確認火點位置及影響狀況 
立即協助病患推床進行避難 操作防煙防火區劃，等待救援 

5 你為消防分隊長，至轄內列管對象進行消防幫浦檢查時，發現該幫浦全閉運轉時出力為 40 kW，請判斷其防止水
溫上升用排水裝置之排放水量約為多少 l /min？ 
12.1 15.1 17.1 19.1 

6 某電信機械室設有二氧化碳滅火設備，你為消防審查人員，執行該滅火設備啟動裝置消防安全審查時，請問下列
何者不符合規定？ 
手動啟動裝置每一防護區域裝置一套 操作手動啟動開關時，同時發出警報音響 
以按鈕直接操作其自動及手動切換裝置 於切換裝置近旁標明操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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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與正當法律程序） 
 
7 某一業者檢附二氧化碳滅火設備安裝施工測試照片至消防局申請查驗，這些照片包括：滅火藥劑儲存容器、配管、

電磁閥、壓力開關、選擇閥、噴頭、警鈴、蜂鳴器、揚聲器、放射表示燈和控制盤，若你為查驗人員，至少應
再要求業者檢附下列那些照片？①通風換氣設備 ②火警綜合盤 ③語音裝置 ④緊急照明燈 
①④ ①② ①③ ①②④ 

8 某透天厝住宅發生火災，轄區消防分隊長率隊趕往搶救，到場發現關閉之鐵捲門及玻璃製窗戶，現場有聞到煙味，
但住宅內部狀況不明，若該分隊長決定進行破壞作業，下列處置何者最不適當？ 
進行鐵捲門破壞前應進行「測溫」動作 擊破玻璃窗時應立於下風處 
擊破玻璃窗時，手應保持在擊破位置上方 可利用乙炔氧熔斷器破壞鐵捲門 

9 某旅館發生火災，現場傳出多人傷亡，轄內消防局派出大批消防、救助與救護人員前往救災，你為轄區消防局分
隊長，奉命擔任現場救火指揮官，依規定下列何者不屬於你的任務？ 
負責指揮本次旅館火災人命救助及火災搶救部署任務 
負責指揮本局救護人員執行現場緊急救護任務 
負責調度旅館附近醫院醫護人員協助救災 
負責於旅館內未受火災波及處建立現場人員裝備管制站 

10 某一高樓建築發生火災，你為初期救火指揮官，下列建立指揮站的要領，何者最不適當？ 
可清楚看到整棟高樓之處  火災愈大、工作人員愈多，指揮站須離高樓越遠 
儘量接近高樓入口處，方便出入火場 下風處避免建立指揮站 

11 在一場建築物火災搶救中，假設你被指定擔任現場指揮官的作戰幕僚，依規定下列何者不屬於你應優先處理的任務？ 
掌握建築物火災延燒狀況  評估深入火場救災裝備需求狀況 
估算火場附近救災水源使用狀況 掌握災民撤離人力派遣狀況 

12 某轄區發生油槽火災事件，轄區消防局指揮官設立火場指揮中心並編組幕僚群，依規定下列做法何者不適當？
①設立作戰幕僚協助掌握油槽火災狀況 ②設立水源幕僚協助估算附近水源狀況 ③設立通訊幕僚協助聯繫鄰
近支援救災單位 ④設立後勤幕僚協助掌握油槽滅火裝備需求 
①② ②③ ③④ ①④ 

13 某火災現場水源不足，你奉指揮官命令，帶領水箱車前往附近一河川補充水源。到達現場後，有關河川水源取用，
下列何者最適當？ 
若為急流，應將水管朝順流方向投入 水中如有多量垃圾，水管應朝逆流方向投入 
河川水深過淺，以下掘方式取水 河川水量較少時，後到車輛應至上游取水 

14 某大型倉庫通報火警發生，你為轄區消防分隊長，奉命帶領一車組前往查看，有關初期現場水源部署，何者最為
適當？ 
先到車組應儘可能部署於離倉庫較遠之消防栓 
若倉庫尚未發現火煙，不應部署消防車於水源位置，以免影響機動性 
各水源部署之消防車輛應保持彼此水平排列 
後到部隊應儘量使用倉庫附近之水源 

15 某火災現場，一組隊員奉命於高空作業車上射水，你為火場安全官，請檢視下列處置，何者為不安全行為？ 
適時做噴霧防護射水，防止高溫影響雲梯車機械裝置 
起火樓層內部已有人員進入搶救時，由窗口向屋內射水協助防護 
留意高空射水產生之反作用力，避免影響雲梯之穩定性 
在高空作業車上，穿戴完整消防衣、帽、鞋、手套及空氣呼吸器 

16 有一大型鐵皮屋倉庫內部發生大火，在強風助長下，由於延燒速度快，造成火勢擴大，如果你是現場救火指揮官，
為防止擴大蔓延，你要指揮同仁以何方向進入來進行滅火攻擊？ 
上風方向 下風方向 側風方向 上、下風方向同時 

17 在火場上發現有漏電火災之狀況，若你為轄區消防局火調人員，下列何項是漏電火災所要收集之必要事項？ 
接地點 進戶線之進戶點 進屋線之進屋點 配電盤之配電點 

18 某一車輛火災，經調查發現是剎車油管破損洩漏所引起，若你為火調人員，試問其可能之發火源為下列何者？ 
分電盤火花 配線短路 起動馬達層間短路 排氣管 

19 為達成易燃性液體殘跡鑑定之目的，火調科鑑定實驗室常利用各種的物證前處理方法先行萃取或濃縮殘跡證物中
所含之易燃性液體成分。若你為火場鑑識人員，請問下列何種前處理的方法已不被建議做為火場殘跡分離易燃
性液體殘留物的方法？ 
溶劑萃取法（solvent extraction） 
頂空取樣法（sampling of headspace） 
被動頂空活性碳濃縮法（passive headspace concentration with activated charcoal） 
水蒸氣蒸餾法（steam distillation） 

20 某轄區發生延燒數棟建築物之重大火災，作為此火場的調查指揮官，於現場預勘後著手安排勘查流程，下列災後
現場勘查流程，何者最適當？ 
觀察燒毀之建築物→觀察火場附近→起火建築物之認定→延燒路徑之認定→起火處之認定→發火部位認定→

發火源之檢討→起火原因之認定 
觀察火場附近→觀察燒毀之建築物→起火建築物之認定→延燒路徑之認定→起火處之認定→發火部位認定→

起火原因之認定→發火源之檢討 
觀察火場附近→觀察燒毀之建築物→延燒路徑之認定→起火建築物之認定→起火處之認定→發火部位認定→

起火原因之認定→發火源之檢討 
觀察火場附近→觀察燒毀之建築物→起火建築物之認定→延燒路徑之認定→起火處之認定→發火部位認定→

發火源之檢討→起火原因之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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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104年
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50650 全一頁 

等  別： 三等警察人員考試 
類 科 別： 消防警察人員 
科  目： 火災學與消防化學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一、請說明丙烯的分子結構、外觀狀態、蒸氣密度、閃火點及爆炸範圍等特性，當其洩

漏時之滅火措施為何？（25 分） 

二、請說明積污導電與金原現象，並比較其異同？（25 分） 

三、請寫出 BC、KBC 與 ABC 等三種乾粉滅火藥劑受熱之化學反應式？（25 分） 

四、請說明熱的自然對流與強制對流？以及火災發生時影響煙霧自然對流之因素？（25 分） 



104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104年
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50660 全一頁 

等  別： 三等警察人員考試 
類 科 別： 消防警察人員 
科  目： 消防安全設備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一、撒水設備為控制火勢相當有效的消防安全設備，試說明影響撒水頭動作之因素有那

些？（25 分） 

二、排煙設備為火災發生人員避難逃生時可協助火場煙流控制與排除，試說明免設排煙

設備之條件為何？（25 分） 

三、電子科技廠房採用主動式極早期火警探測系統相當普遍，試說明採用主動式極早期

火警探測系統之理由為何？及主動式極早期火警探測系統作動原理為何？（25 分） 

四、室內消防栓設備依規定設置的水源應連結加壓送水裝置，試說明使用啟動用水壓開

關裝置應如何設定使加壓送水裝置啟動？（25 分） 



104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104年
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50670 全一頁 

等  別： 三等警察人員考試 
類 科 別： 消防警察人員 
科  目： 消防戰術（包括消防戰術、消防機械、緊急救護）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一、火場搶救時，依現場收集之資料，若發現附近存有過氧化鈉、磷化鈣等物質，試依

其可能之化學反應式說明其危險性？並依其危險性擬定合適之防護裝備與搶救策略？

（25 分） 

二、閃燃往往造成消防搶救人員重大之傷亡，目前有關閃燃之定義，均著重在現象之探

討，並教導人員依其呈現之現象，研判閃燃即將發生，而儘速撤離，但由於不易明

確判斷，因此效果似乎不大，若你為火場指揮官，請你站在消防搶救之立場將其定

義重新整理？並依此整理之定義，詳述你會採取那些作為，以儘可能避免閃燃之發

生？（25 分） 

三、104 年 2 月 21 日凌晨杜拜知名住宅大樓「火炬塔」發生大火，樓高 79 層（約 340 公

尺），50 樓最早竄出火苗，強風助長火勢往高樓層延燒。如此一情況發生在我國，您

是救火指揮官，到達現場即應立即掌握狀況，並隨時以無線電回報指揮中心，請問內

容為何？（10 分）因應高層建築物火災的特殊問題，火場指揮官應於火災現場適當

位置設立火場指揮中心，統一指揮、調度、協調、聯繫，試詳述火場指揮中心之編

組及任務。（15 分） 

四、104 年 2 月 4 日上午 10 時 54 分復興航空航班墜毀於臺北市南港區與新北市汐止區交

界的基隆河面上，飛機上機組人員及乘客共 58 人。您是現場初期緊急救護指揮官，

面對此大量傷患情境，處置原則為何？試申論之。（25 分） 



1 0 3年 公 務 人 員 特 種 考 試 警 察 人 員 考 試  
103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  
103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 

等  別：三等一般警察人員考試、三等警察人員考試、高員三級鐵路人員考試
類  科：各類別、各類科 

科  目：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考試時間：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請接背面） 
 

30110-30510 
50110-51410 
70110-71010 

全一張 
（

 

正面）

甲、作文與公文部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由左至右橫式作答，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不得於試卷上書寫姓名或入場證號。 

一、作文：（60 分） 
愛心帶來社會溫馨，耐心促使效率提升，對從事公職的人而言，二者尤不可或
缺。請以「愛心與耐心」為題，作文一篇，闡述其義。 

二、公文：（20 分） 
試擬交通部觀光局致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函：請將轄區內足以引人入勝之景點，
簡要說明其特色及交通路線，於 1個月內報由本局統整、宣傳。 

乙、測驗部分：（20 分） 代號：1301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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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題，每題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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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各組成語「」內的字，何者意義不相同？ 
不「足」掛齒／死不「足」惜 「引」領而望／「引」頸就戮 
朋「比」為奸／周而不「比」 安步「當」車／螳臂「當」車 

小巷那端傳來流動食攤斷斷續續的叫賣聲—通常是麵茶、燒酒螺、土窯雞或燒肉
粽，其間偶爾夾雜著外面聽到呼呼而過的風聲，低沉、蒼寂、遠遠地拉著長腔……
聽在另一些喜歡暗夜獨處的夜貓族耳根子裡，卻是再也沒有任何聲音能夠比這闋

獨特、內斂而豐富的城市夜曲更加動人的了。 
根據上引文字之意，有關市井叫賣聲的詮釋，何者錯誤？ 
是城市的民情風俗畫  
是城市特有的聲音景觀 
是城市居住環境文明程度高低的顯示  
是城市中帶有濃郁鄉土風味的抒情聲音 

「靜裡工夫具性靈，井無人汲泉自生。蛛絲一縷分明在，不是閒身看不清」，（袁
枚〈靜裡〉）作者所表達的意旨是： 
謙和有禮的態度 有守有為的期許 從容優游的體悟 一絲不苟的要求 

「百二十回三國演義至此寫定，一抬頭，已是康熙年間。且把兄弟肝膽、十萬軍
機都換它一計空城沽酒去，與孔明對酌，他怡怡然撫琴，拂塵的童子已睡，只聽
得他頻頻頷首，道：天機至此甚明；那青埂峰下的石頭合該煉得一身靈秀了！這

世間躲不過一場情劫。待要請問這劫之一字如何了法？他一指豎在嘴前只說：噓，
你聽聽，林沖正夜奔。」這段文字除了《三國演義》，還提及那些小說？ 
紅樓夢／水滸傳  鏡花緣／儒林外史  
老殘遊記／金瓶梅  西遊記／兒女英雄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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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句「砯崖轉石萬壑雷」，意謂「砯崖轉石」的聲音像「萬壑雷」一般大，「砯

崖轉石」與「萬壑雷」間，可視為省去「如、似」。下列詩句，表達方式相同的

選項是： 
妾心古井水 山月隨人歸 散髮乘夕涼 萬戶擣衣聲 

「唐柳公權善書。……嘗貯金銀杯盂一笥，令奴掌之，縢識如故，及啟而器皆亡，

奴妄言叵測者。公權笑曰：『杯盂羽化矣。』不復詰問。」（王罃《群書類編故

事》） 
下列那一選項最接近本文所述柳公權的形象？ 
深有雅量之人 服食求仙之人 喜愛說笑之人 家境富裕之人 

王安石〈興賢〉：「博詢眾庶，則才能者進矣；不有忌諱，則讜直之路開矣；不

邇小人，則讒諛者自遠矣；不拘文牽俗，則守職者辨治矣；不責人以細過，則能

吏之志得以盡其效矣。」下列選項何者最接近王安石舉用賢才的主張？ 
謙卑與廉潔 開明與寬大 納諫與勤政 守法與知人 

「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僕曰：

『拊驂，無笞服！』車至門，扶，教送母：『滅竈，將失火。』入室見臼，曰：

『徙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此三言者，皆要言也，然而不免為笑者，

蚤晚之時失也。」（《戰國策．宋衛策》） 
下列選項最符合上文旨意的是： 
言多必失  話不投機半句多  
口善應對，自覺喜樂 話合其時，何等美好 

《莊子．列禦寇》中有一短篇故事：「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

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依故事的主旨，推究於現代教育，下列那項說法正確？ 
教學者須開拓多元學習的視野 
學習之目標與內容須配合社會現實需求 
教育是良心與樹人的事業，須注入無限的愛心與資源 
教學者須掌控適當的教學技巧，在最短的時間引領學者獲得學問之精髓 

閱讀下列詩作，選出最能概括詩意的選項： 
今朝詩思為髭抽，後日詩從撚處求。倘每吟詩頻撚斷，詩人口比老僧頭。（陳維

英〈留髭自詠〉） 
老來吟詩，總能振奮精神 苦吟成詩，每每不能自已 
不入佛門，學詩方能有成 醉心詩學，不知老之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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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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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一、中翻英：（10 分） 
延長線常是造成電器火災的原因。只有在必要且臨時狀況下，才使用延長線。使用
延長線，應確保不會輕易被扯開。如果有過熱情形，延長線必須進行更換。 

二、英文作文：（15 分） 
每年夏、秋兩季為臺灣溺水事故發生最頻繁之季節，請闡述內政部消防署應如何推
動各項防溺宣導及警戒工作，期能降低溺水事故發生率。 

乙、測驗題部分：（75 分）                     代號：2506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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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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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歷史的演進可以看出，現代憲法是以何者為核心內容？ 
政治體制的確立 立國的精神 基本人權的保障 憲法的變遷 

2 公務員違法侵害人民之權利，應依法律負一定責任，其責任不包括： 
民事上損害賠償 依刑法受到訴追 經法定程序罷免 依考績法為懲處 

3 我國憲法第 8 條規定，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後，至遲於多久時間內，須將被逮捕、拘禁之人，
移送該管法院審問？ 
 24 天  5 天  3 天  1 天 

4 有關人民除現役軍人外，不受軍事審判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軍事審判機關所行使者，亦屬國家刑罰權之一種，具司法權之性質 
司法審判與軍事審判兩種刑事訴訟程序，在本質上並無不同 
人民之自由、權利所受之損害，不因受害人係屬依刑事訴訟法或依軍事審判法受理之案件而有異，均

得依法向國家請求賠償 
軍校學生應視同現役軍人，一律接受軍事審判 

5 有關姓名權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屬於憲法明文列舉規定保障的範圍 屬於憲法未明文列舉規定保障的範圍 
不屬於憲法保障的範圍  屬於憲法隱私權保障的範圍 

6 依地方制度法之規定，下列何者為公法人？ 
市 市政府 區 區公所 

7 下列何者不是地方自治立法機關？ 
直轄市議會 縣議會 鄉鎮市民代表會 省諮議會 

8 下列何者，非我國憲法關於土地所採之基本國策？ 
中華民國領土內之土地屬於全體國民  
附著於土地之礦，及經濟上可供公眾利用之天然力，屬於國家所有 
土地價值非因施以勞力資本而增加者，國家應無償強制徵收 
國家對於土地之分配與整理，應以扶植自耕農及自行使用土地人為原則 

9 下列何者非用來指稱法律？ 
律 通則 規則 條例 

10 司法程序中，「提審票」應由何機關核發？ 
警察機關 檢察署 監察院 法院 

11 如果有法律規定，雇主對受僱者之退休、資遣、離職及解僱，不得因性別或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是為
了落實何項基本權利？ 
選舉權 平等權 生存權 財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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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下列關於法律之制定程序，何者正確？ 
立法院議決法律案，必要時，得以交付公民投票方式取代三讀程序 
法律案經立法院通過後，總統認為必要時，得交付公民投票複決 
總統依法公布法律，須經行政院院長之副署，或行政院院長及有關部會首長之副署 
總統依法公布法律前，如認為法律與憲法有無牴觸發生疑義，應移請司法院解釋 

13 關於人身自由，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犯罪嫌疑人不問何人皆得逕行逮捕之  
人民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 
鐵路警察發現正在破壞鐵軌之人，應通知當地警察分局處理，不得逕行逮捕 
檢察官對於有逃亡之虞之被告，得逕行羈押之 

14 依司法院解釋，下列何者尚不違反「平等原則」？ 
法律對菸品業者要求於其菸品上標示有害健康之警語，但對人工果汁商品則無類此要求 
政黨推薦之候選人減半繳納保證金，但政黨撤回推薦者，應全額繳納 
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之行使不一致時，由父行使之 
妻以夫之住所為住所 

15 憲法規定，除現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此係為保
障人民何種基本權利？ 
宗教自由 集會自由 結社自由 人身自由 

16 依司法院釋字第 331 號解釋意旨，下列何者不屬於罷免權行使之對象？ 
全國不分區選舉產生之立法委員 總統、副總統 
縣市長  縣市議員 

17 父母若未讓學齡兒童接受國民教育，依法律規定政府應採取何種態度？ 
不聞不問 強迫入學 判處拘役 判處徒刑 

18 依憲法第 129 條規定，選舉應以普通、平等、直接及無記名投票方式為之。關於選舉區與應選名額之決
定，主要涉及憲法上開何種選舉原則之具體落實？ 
普通選舉 平等選舉 直接選舉 無記名選舉 

19 下列室外之集會遊行，依司法院解釋，何者在性質上無法對之施以事前行政管制？ 
學術藝文活動 體育競賽活動 宗教民俗活動 偶發性集會遊行 

20 司法院釋字第 509 號解釋指出關於誹謗罪，「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   
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乃是以下何種原則的表現？ 
法律明確性原則 接近媒體使用權 恣意禁止 真實惡意原則 

21 下列何項基本人權，係指人民認為其權利遭受不法侵害時，得請求法院審判排除侵害或賠償，以維護其權利？ 
工作權 參政權 社會權 訴訟權 

22 人民權益遭受公權力不法侵害，依法請求損害賠償時，應先向何機關請求之？ 
賠償義務機關  行政院國家賠償委員會  
行政法院  普通法院 

23 有關總統、副總統選舉結果，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選舉結果須候選人得票數達選舉人總數半數以上時始為當選 
若得票數相同時，候選人應抽籤決定誰當選 
候選人僅有一組時，其得票數須達選舉人總數百分之三十始為當選 
同一組副總統候選人死亡，該組總統候選人仍當選為總統時，其副總統視同缺位 

24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總統任期為： 
 3 年  4 年  5 年  6 年 

25 依司法院釋字第 328 號解釋，以下有關中華民國領土之敘述，何者正確？ 
中華民國領土，憲法第 4 條採列舉方式  
憲法並未設有領土變更之程序 
固有疆域範圍之界定，為重大之政治問題  
國家領土之範圍，應由行使司法權之釋憲機關予以解釋 

26 行政院應將預算案提出於那一個機關？ 
監察院 立法院  審計部 司法院 

27 必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法獨立行使職權者，下列何者不屬之？ 
法官 監察委員 考試委員 法務部部長 

28 現代民主國家的國會有所謂二院制（參議院與眾議院）與一院制（單一國會），下列何者不是二院制的優點？ 
兩院議員來源不同，可代表不同的社會階級 兩院審查法案，集思廣益 
避免一院制可能的專橫或腐化 國會意志統一，制衡行政部門 

29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規定，有關立法委員之選舉，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立法委員任期 4 年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之立法委員依政黨名單投票選舉之，由獲得百分之五以上政黨選舉票之政

黨依得票比率選出之 
連選得連任 
於每屆任滿前 4 個月內，依規定選出新任立法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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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憲法修正案於何機關提出？ 

監察院與立法院 司法院 立法院 行政院 
31 以下何者為憲法所禁止？ 

監察委員並任監察院院長 立法委員兼任內政部部長 
政務委員兼外交部部長  大法官並任司法院院長 

32 下列何種立法委員之產生方式，係完全依政黨比例代表制選出？ 
區域立法委員 婦女保障名額 自由地區山地原住民 僑居國外國民 

33 法官於具體個案審判時，不受下列何者之拘束：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 法律 憲法 行政命令 

34 下列何者不是司法院之權限？ 
公務員懲戒 犯罪偵查 統一解釋法律命令 解釋憲法 

35 依司法院釋字第 442 號解釋，下列何者非選舉訴訟採二審終結且不得提起再審之訴之理由？ 
訴訟救濟應循之審級制度及相關程序，屬立法機關自由形成範圍 
選舉訴訟重在公益之維護 
現行選舉、罷免訴訟採職權進行主義 
公職人員任期有一定之年限 

36 依司法院釋字第 530 號解釋，下列何者不應成為司法院發布規則或命令之內容？ 
與審理程序有關之原則性事項 與審理程序有關之細節性事項 
與審理程序有關之技術性事項 有關司法行政事務之事項 

37 依司法院釋字第 175 號解釋之見解，司法院就其所掌有關司法機關之組織事項，如何提出法律案？ 
報請總統諮商立法院提出 應由立法委員以立法委員名義提出 
自行向立法院提出  應由行政院代為提出 

38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考試院考試委員應如何產生？ 
由總統提名，經行政院同意任命之 由總統提名，經監察院同意任命之 
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 由總統提名，經國民大會同意任命之 

39 依現行憲法之規定，下列何者非屬監察院之職權？ 
審計權 同意權 彈劾權 糾舉權 

40 我國「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處」設於： 
法務部調查局 監察院 考試院 行政院 

41 As early as 1735, Englishman Obadiah Wild secured a flame retardant technology patent for          
combustible substances from flaming. 
preserving predicting pretending preventing 

42 Firefighters are instructed to take the stairs when possible and take          in elevators, including inspecting 
open shafts for smoke and stopping at least two floors below the fire to walk the rest of the way. 
precedence presumptions precautions preparation 

43 There are two types of heat detectors. One type senses a fixed temperature that is considered to be indicative of a 
fire. The other senses         . 
products of combustion  a rate of rise in temperature 
the decrease of an ionized current monochromatic light beams 

44 Most deaths resulting from fires do not result from burns. Nearly two thirds of all fire-related deaths result 
from         of carbon monoxide, smoke or toxic gases, and asphyxiation. 
inhalation ingredients deficiencies detoxication 

45 What type of fires, which produce significant yields of CO, can lead to incapacitation in roughly 1 to 2 hours in 
typical dwelling spaces? 
Smoldering Premixed Diffusion Torch 

46 Just before World War I, a new agent, methyl bromide, was introduced in Europe for fire suppression purposes. 
This agent was extremely effective and outperformed CO2 on both flammable liquids and, because of its poor 
conductivity,          fires. 
pool water reactive electrical reactive metal 

47 Although production of Halon 1301 and Halon 1211 was discontinued in 1994,         systems and 
extinguishers were permitted to remain in service until suitable replacement agents were available. 
substitute existing alternative complement 

48 Hydraulic-powered tools such as hydraulic cutters and spreaders are usually used in vehicle         , but can 
also be used in some forcible entry situations. 
strands repairs stagnation extr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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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A mouth-to-mask ventilation device consists of a mask that fits over the victim’s face, a one-way valve, and a 
mouthpiece through which the rescuer breathes. Because mouth-to-mask devices prevent direct contact with the 
victim, they reduce the risk of         . 
foreign body airway obstructions transmitting infectious diseases 
gastric distention  cardiac arrests 

50 A charred V-pattern on a wall indicates that fire spread up and out from something at the base of the V, while an 
inverted V-pattern on a wall could indicate that a flammable liquid was used along the base of the wall to set the 
fire intentionally. A fire burning across a wide area at the floor level can funnel into a thermal column as it         , 
creating the inverted-V pattern. 
filters snuffs exposes rises 

51 Secondary contamination occurs when a person or object transfers the contamination or the source of 
contamination to another person or object by         . In such cases, fire fighters may become contaminated 
and if they subsequently handle tools and equipment, and touch door handles or other responders, they will 
spread the contamination. 
water spray chemical reaction airborne infections direct contact 

52 Which of the following products, according to Article 11 of the Fire Services Act, is allowed to be used in any 
building of eleven floors or taller without a flame-proof label attached? 
Sofa Drape Carpet Billboard 

    In an earlier report published in Fire Findings we discussed results from testing performed on certain 
reflective radiant barrier laminated sheet material, which is purchased in rolls. This is the material commonly 
  53   on attic floors (above the insulation) to provide an effective thermally reflective barrier above the 
ceiling of a building. That testing demonstrated   54   that, if electrically energized by incidental contact 
with a powered conductor in a standard branch circuit, this material would arc and   55   rather violently 
and would frequently catch fire and sustain flame. Clearly, this could   56   other nearby more flammable 
materials, and thus initiate a major structure fire. 
53 installed introduced inscribed instilled 
54 conceitedly conclusively conceivably conceptually 
55 spew split sprint spark 
56 incur inflate ignite ignore 
    The remote firefighting apparatus of this invention provides a firefighting vehicle which can be transported to the 
general location of a fire, connected to a water supply hose, and   57   by remote or self-contained control to the 
actual fire, and there to dispense water from the supply hose through a   58   and onto the fire. The apparatus is 
preferably driven by a pair of independent, continuous tracks, thereby enabling superior turning and climbing ability. 
The apparatus may include a video monitor to   59   real-time images to the operator. The nozzle and monitor are 
preferably mounted in a vertically rotatable turret portion on top of the vehicle, enabling water   60   from 0° 
(ground level) to approximately 120° (past vertical) or more, including a 90° (vertical) "self-protection" position which 
saturates the apparatus itself with water. 
57 maneuvered mandated massaged manufactured 
58 norm nozzle nomad nominee 
59 transmit transit transact transect 
60 consumption shortage management disch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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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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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一、你為消防分隊長，某日受邀至轄內列管之一棟旅館建築物進行該旅館自衛消防編組

演練及驗證指導，已知：  
該旅館未裝設有自動撒水設備。 
符合內部裝修限制，且客房與走廊未有氣窗等開口部。 
寢具等為防焰製品並設有室內消防栓。 
具完整之垂直區劃。 
你如何計算該旅館之：（20 分） 
起火層臨界時間？ 
非起火層臨界時間？ 

二、當你率隊進入已起火的住宅執行搶救勤務，深入該住宅發現火場已有大量煙層蓄積

天花板處，且中性帶不斷降低及出現大面積片狀火焰（如下圖），請你研判此為何

種現象？可能為發生何種現象的前兆？此時你應採取何種措施進行應變處置？（20 分） 

   

 

 

 

三、某一車輛火災，經詢問駕駛是在開車行駛高速公路時，發現車頭冒煙起火，若你為

火災調查人員，研判其起火處所為引擎部，試問對引擎部現場勘查之調查事項為

何？（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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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題部分：（40 分）                     代號：3506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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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題，每題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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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日你為同仁自火場中採集的殘跡證物進行分析鑑識，經過氣相層析質譜儀的分析，得到以下氣相層析質譜

之總離子層析圖（total ion chromatogram），依據你專業判斷，殘跡證物應含有下列何種易燃性液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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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omatographic Conditions 
Instrument: HP5890 Gas Chromatograph      Initial Temperature:50C, 2.5 minutes 
Detector: HP5970 Mass Selective Detector     Rate: 15C/min 
Column: 30 meter, Rtx-1 (polymethylsiloxane)     Final Temperature: 300C, 5.83 minutes 
   0.25mm ID, 0.25 micron film thickness    Total Run Time: 25.00 minutes 
Sample: 1.0 microliter of 1% solution in pentane    Split 20:1 

去漬油  95 無鉛汽油 高級柴油 煤油 

2 火災現場勘查時發現火場為飲食店，現場有油渣，並未發現有其他之發火源，若你為火災調查人員，你

認為火場有可能為何類之自然發火？ 

分解熱 氧化熱 吸著熱 聚合熱 

3 某工廠發生火災，你身為轄區之火災調查人員，於災後隔日至火場進行災後勘察，下列勘查原則何者錯

誤？ 

先靜觀後動作 先挖掘後照相 先表層後逐層 先一般後重點 

4 你服務於某消防局，某日前往轄內發生爆炸火災之爆竹煙火儲存場所進行現場勘查，並欲採集若干原料

性及有明顯火藥殘留之證物，送至實驗室檢驗，請研判下列何種包裝材質最符合上述之目的？ 

紙張包妥置入塑膠證物袋 塑膠夾袋 

硬質含蓋玻璃罐  硬質含蓋玻璃瓶 

5 下圖乃某一火場所拍攝照片，為使用某一物質在混凝土上所畫之痕跡，藉以研判其燃燒之強弱，若你為

火災調查人員，使用下列何物較合適？ 

滑石 

石膏 

方解石 

金剛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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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有一製造美耐板之工廠發生火災，你是抵達現場第一梯次救火指揮官，進行滅火攻擊時，需要提醒同仁

火災現場最有可能的毒化物為何？ 

甲醛 多氯聯苯 硫化氫 氯化氫 

7 身為經驗豐富的火災調查人員，當知建築物內設有玻璃之門窗常為燃燒火舌流竄之出口，而現場勘查時

依玻璃燃燒程度之輕重，即可大致研判火流及起火處方向。下列關於玻璃燃燒程度由輕微至嚴重之敘述

何者正確？ 

碎裂→破裂→熔凝 破裂→碎裂→熔凝 熔凝→碎裂→破裂 破裂→熔凝→碎裂 

8 某 30 層樓建築物火警，你率隊抵達現場時，起火層第 25 層窗口已經冒出火焰，其他樓層尚未發現有延

燒情形，除回報現場狀況及進行車輛部署與人員調派外，你應在第幾層成立前進指揮站，進行編組、人

力管制掌控與記錄，確保搶救人員的安全？ 

 24  23  22  21 

9 於火場中進行人命救助行動，有時必須藉助高科技設備，如下圖所示，係採用先進紅外線原理進行測溫

之手提式熱影像儀攝影機，下列何者非該項設備於火場中所能提供的主要功能？ 

可運用於大面積、密閉式空間或地下室火警等尋找火點 

在濃煙或完全黑暗情況下，尋找火場被困人員 

火場中搜尋可能之危險物品 

將火場內的清晰影像即時傳送到指揮站供指揮搶救參考 

10 若有一耐火造供住宅使用建築物二樓發生火災，你欲採取架梯方式進入火場，下列處置何者最不適當？ 

梯子的架梯角度應與地面保持 30 度 

以窗戶為進入口時，應將梯子前端橫的一段超過窗口伸入屋內側 

梯子上作業以一人為原則 

地面不平坦時，梯子下方應有人協助確保 

11 某建築物火災現場，一組隊員奉命於該建築物屋頂進行佈線防護，你為火場安全官，請檢視下列處置作

為何者正確？ 

若為斜背式屋頂佈線，應將水帶佈在同一側屋頂，以免水帶滑落 

在屋頂佈水線時應防濕滑跌落，必要時可先覆以掛梯便於行走 

屋頂射水時儘量選擇脊樑等穩固適當之位置並採立姿射水 

屋頂佈線時應儘量靠近火點，並與地面水線配合滅火 

12 某化學工廠發生重大火災事故，轄區消防局長到達現場指揮救災，依規定下列有關該局長任務，何者正確？ 

局長配戴藍色指揮臂章  負責建立裝備管制站 

負責劃定火場警戒區  協調軍方化學兵部隊協助救災 

13 某一工廠發生火災，你為轄區消防分隊長，到達現場擔任初期指揮官，隨著火勢逐漸擴大，中隊長亦抵

達現場。下列何者是你應向中隊長最優先報告的事項？ 

工廠內災民受困狀況  工廠中燃燒的物質與火勢 

工廠外消防車輛部署狀況 整體消防戰術運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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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你為消防審查人員，受理消防 時，審查對象為一集合住宅，其主安全設備審查 要構造為防火構造，且各

    

      

15 某一空間（體積為 V）所收容之可燃性液體所需之氧氣滅火體積濃度為 12%，將使用惰性氣體來降低氧

 0.5 V  0.75 V  1 V 

局之消 人員，正 理場所 式探測器火災動作

①②③④ 

長， 之辦 設有 水頭放水量為

空間新設全 送審，如你為消防安全設備

者人命安全之需求，退回該設計申請 

安措施後，通過審查 

車前往丁經營的自助餐廳，由丙現場進行

乙 丙 丁 

記取某護理之 教訓，則下 項何者最不

火居室並關閉房門 

平時要做好防煙及防火區劃 

樓層均有二座安全梯，請問下列圖示何者不符合免設避難器具之要件？ 

    
走廊 

 走廊 

中庭  

 

 


走廊 走廊 

 
 

30m以上 
 
 
 

氣濃度，若你為審查人員，請判斷應注入多少 V 的惰性氣體來達到所需之滅火體積濃度（假設空間氧氣

體積濃度為 21%）？ 

 0.25 V 

16 若你為消防 防安全設備檢查 在檢查某一貨物處 之分布型空氣管

試驗時，下列何者是正確的操作程序？①將試驗旋塞配合調整至動作試驗位置 ②空氣注入器接在檢知

器之試驗孔上 ③測定動作之時間 ④注入檢出器所標示之空氣量 

②①④③ ①②④③ ②①③④ 

17 你為轄區分隊 某日至轄內列管對象 公室內，發現該場所 6 個撒水頭，每個撒

80 L/min，業者說明設備狀況為①水源容量 10 m3 ②幫浦出水量 500 L/min；①、②是否符合規定？ 

①、②皆符合規定  ①符合規定，②不符合規定 

①不符合規定，②符合規定 ①、②皆不符合規定 

18 某消防設備師提出一圖書館展示 區放射式二氧化碳滅火設備案件

審查人員，下列處置何者最適當？ 

不符環境空間特性及業主保障閱讀

依法得使用該設備防護此空間，故通過審查 

依 NFPA 規定，要求加裝遮斷閥及相關人命保

註記必須增加服務人員數，才准開放行動不便者進入使用 

19 甲開設瓦斯灌裝場，乙、丙為其員工，乙受指派駕駛瓦斯氣槽

瓦斯鋼瓶的灌氣作業。後經民眾檢舉，消防機關在現場查獲丙正進行灌氣行為。下列何者為消防機關應

舉發的第一優先人選？ 

甲 

20 吾人欲 家火災災例 列防火宣導事 適當？ 

先立即將重症病患疏散到地面戶外遠離起火建築物處 

立即通報並進行初期滅火 

如初期滅火失敗，則退出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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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代號：3506)

測驗式試題標準答案

考試名稱：

消防警察人員

單選題數：20題 單選每題配分：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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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B A B A B B C A

B A D C A B A C AD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標準答案：

備　　註：



1 0 3 年 公 務 人 員 特 種 考 試 警 察 人 員 考 試
1 0 3年 公 務 人 員 特 種 考 試 一 般 警 察 人 員 考 試  
1 0 3 年 特 種 考 試 交 通 事 業 鐵 路 人 員 考 試 試 題

等  別：三等警察人員考試 
類  科：消防警察人員 
科  目：消防與災害防救法規（包括消防法及施行細則、災害防救法及施行細則、爆

竹煙火管理條例及施行細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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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救護辦法、緊急醫療救護法及施行細則、直轄市縣市消防
機關火場指揮及搶救作業要點） 

考試時間： 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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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一、依「消防機關火場指揮及搶救作業要點」之規定，火場指揮官之區分及任務分別為

何？（25 分） 

二、試就「防火管理人」、「保安監督人」及「爆竹煙火監督人」等三類人員，回答下

列問題：（每小題 5 分，共 25 分） 
遴聘該人員之法源依據為何？ 
在何種情況下才應遴聘該人員？ 
該人員初訓及複訓時數至少各應為多久？ 
每隔多久該人員至少應接受講習訓練一次？ 
該人員應製定計畫名稱為何？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4506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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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題，每題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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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依消防法設置、銷售、陳列或使用附有防焰標示之地毯、窗簾、布幕、展示用廣告板及其他指定之防

焰物品者，依法得就何者不經限期改善，逕處罰鍰之處分？①設置人員 ②銷售人員 ③陳列人員 ④使用

人員（該使用場所之管理權人） 

①②③④ ①②③ ①② ③ 

2 消防法所稱管理權人係指依法令或契約對各該場所有實際支配管理權者，以直轄市為例，轄內消防分隊

廳舍之管理權人，下列何者正確？ 

消防分隊所屬直轄市市長 消防分隊所屬消防局局長 

消防分隊所屬消防大隊大隊長 該消防分隊分隊長 

3 液化石油氣零售業者依法應備妥相關資料並定期向轄區消防機關申報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①定期申

報，係指每年 6 月及 12 月 ②用戶安全檢查資料，包括用戶地址、檢測項目及檢測結果 ③安全技術人

員應接受指定的機關或專業機構 16 個小時講習訓練合格並領有證書，始得充任 ④擔任安全技術人員在

接受講習訓練合格後，每 2 年應接受複訓一次 

②③④ ①②③ ①②③④ ①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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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消防法規關於消防栓之設置、保養與維護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①依消防法設置之消防栓，以採用地

下雙口式為原則 ②消防栓之保養、維護由消防機關負責 ③消防栓之開關（轉動帽），依規定限用五

角形 ④依規定消防栓附近應設明顯標誌，消防栓標誌支柱露出地面之高度為 250 公分 

②③④ ①②③ ①②③④ ③④ 

5 依災害防救法之規定，下列何者不屬直轄市、縣（市）災害防救會報之任務職掌？ 

核定重要災害防救措施及對策 推動社區災害防救事宜 

核定轄區內災害之緊急應變措施 督導、考核轄區內災害防救相關事項 

6 依災害防救法之規定，違反下列何者規定致遭遇危難，並由各級災害應變中心進行搜救而獲救者，各級

政府得就搜救所生費用，以書面命獲救者或可歸責之業者繳納：①徵調相關專門職業、技術人員及所徵

用物資之操作人員協助救災 ②危險建築物、工作物之拆除及災害現場障礙物之移除 ③劃定警戒區域，

製發臨時通行證，限制或禁止人民進入或命其離去 ④指定道路區間、水域、空域高度，限制或禁止車

輛、船舶或航空器之通行 

②③④ ①②③ ①②③④ ③④ 

7 依災害防救法之規定，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應儘速協調金融機構，就災區民眾所需重建資金，予以低利

貸款。貸款金額、利息補貼額度及作業程序應報請①核定之，利息補貼額度由②編列預算執行之，補貼

範圍應斟酌民眾受災程度及自行重建能力 

①＝中央災害防救會報；②＝各級政府 

①＝行政院；②＝各級政府 

①＝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②＝直轄市、縣（市）災害防救委員會 

①＝立法院；②＝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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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室外儲槽場所設置以不燃材料建造

具多少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防火牆者，不受儲存液體儲槽側板外壁與儲存場所廠區間境界線距離規定之

限制。 

 0.5  1  2  3 

9 員工 20 人之工廠，其自衛消防編組非必設置下列何種班？ 

救護班 滅火班 通報班 避難引導班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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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儲槽儲存下列何者，應設置能

將洩漏之儲存物侷限於特定範圍，並導入安全槽或具有同等以上效能之設施：①烷基鋁 ②烷基鋰 

③乙醛 ④環氧丙烷 

①②③④ ①④ ①③④ ①② 

11 下列違反爆竹煙火管理條例之情事者，經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並得予以停工或

停業之處分：①合法爆竹煙火製造業者提供原料或半成品予第三人，於本條例規定之製造場所以外地點，

從事製造、加工等作業 ②製造、輸入業者或零售商以外之供應者，違反規定販賣或陳列未附加認可標

示之一般爆竹煙火 ③一般爆竹煙火經廢止型式認可後，其認可證書及認可標示，由中央主管機關註銷

並公告之；其負責人未於中央主管機關所定期限內，回收製造、儲存或販賣場所之一般爆竹煙火 ④

爆竹煙火製造場所、達中央主管機關所定管制量 30 倍之儲存、販賣場所，其負責人違反規定，投保公共

意外責任保險之投保金額未達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數額 

①②③④ ①④ ①③④ ①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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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依法有下列何種情形者，中央主管機關得撤銷或廢止其相關爆竹煙火之許可，並得逕行或命當事人銷毀

之：①一般爆竹煙火經個別認可不合格且不能修補者 ②申請輸入專業爆竹煙火資料虛偽不實者 ③海

關依法處理之爆竹煙火 ④負責人未依規定於施放舞臺煙火之外之專業爆竹煙火前，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①②③④ ①②④ ①② ①④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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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何者正確？ 
高閃火點物品，指閃火點在攝氏 130 度以上之第六類公共危險物品 
使用液化石油氣作為燃氣來源，其串接使用量達 80 公斤以上之場所，屬可燃性高壓氣體處理場所 
安全距離，以具有土地所有權或土地使用權者為限 
第一種販賣場所，指販賣裝於容器之六類物品，其數量超過管制量 15 倍之場所 

14 依緊急醫療救護法之規定，下列何者屬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公告之公共場所，應置有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

顫器或其他必要之緊急救護設備：①高速公路服務區 ②總噸位 100 噸以上或乘客超過 150 人之客船 

③國中（小） ④立法院 
①②③④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③④ 

15 直轄市、縣（市）消防主管機關為辦理下列事項，應指定醫療指導醫師，其中並得增加具野外醫學專業

者，建立醫療指導制度，下列何者錯誤？ 
各級救護技術員執行緊急救護之教育、訓練、督導及考核 
訂定各級救護技術員品質指標、執行品質監測 
核簽高級救護員依據預立醫療流程施行緊急救護之救護紀錄表 
定期辦理年度重大災害有關緊急醫療之演練 

16 依緊急救護辦法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為確保緊急救護品質，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同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每年辦理緊急救護品質考核及評估 
消防機關為因應特殊意外災害緊急救護需求，應研訂執行計畫，並就計畫每年實施訓練或演習乙次 
消防機關應每年舉辦教育訓練，使救護人員保持執行緊急救護所必要之技能及知識 
為確保救護車輛及裝載物品安全不受污染，各級消防機關所屬救護車輛每年定期消毒乙次 

17 有關使用燃氣之熱水器及配管之承裝，下列何者錯誤？ 
熱水器及其配管之安裝標準，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定之 
熱水器應裝設於建築物外牆，或裝設於有開口且與戶外空氣流通之位置 
承裝業應向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營業登記後，始得營業。並自中華民國 95 年 2 月 1 日起使用燃

氣熱水器之安裝，非經僱用領有合格證照者，不得為之 
承裝業營業登記之申請、變更、撤銷與廢止、業務範圍、技術士之僱用及其他管理事項之辦法，由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同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18 依消防機關火場指揮及搶救作業要點之規定，下列何項非屬救火指揮官之任務？ 

統一指揮火場救災、偵查等勤務之執行 劃定火場警戒區 
建立人員裝備管制站  災情回報及請求支援等事宜 

19 鄉（鎮、市）災害防救會報之任務，下列何者錯誤？ 

核定各該鄉（鎮、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核定重要災害防救措施及對策 

推動疏散收容安置、災情通報、災後緊急搶通、環境清理等災害緊急應變及整備措施 

督導、考核轄區內災害防救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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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依爆竹煙火管理條例之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之權責，下列何者錯誤？ 

爆竹煙火安全管理業務之規劃、自治法規之制（訂）定、修正、廢止及執行 

爆竹煙火製造之許可、變更、撤銷及廢止 

爆竹煙火監督人講習、訓練之規劃及辦理 

輸入一般爆竹煙火之封存 

21 各級政府應依災害防救法第 28 條第 2 項之規定，充實災害應變中心固定運作處所有關資訊、通信等災害防

救器材、設備，隨時保持堪用狀態，並每 A 個月至少實施功能測試一次，每 B 個月至少舉辦演練一次，並

得隨時為之。A、B 各值為何？ 

 A＝1、B＝6  A＝1、B＝12  A＝2、B＝6  A＝2、B＝12 

22 六類物品製造場所，其外牆或相當於該外牆之設施外側，與廠區外鄰近場所之安全距離，下列何者錯誤？ 

與古蹟之距離，應在 30 公尺以上 

與電壓超過 35,000 伏特之高架電線之距離，應在 5 公尺以上 

與電壓超過 7,000 伏特，35,000 伏特以下之高架電線之距離，應在 3 公尺以上 

於製造場所設有擋牆防護或具有同等以上防護性能者，得減半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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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有關液化石油氣製造、販賣及儲存

場所，下列何者錯誤？ 

液化石油氣儲存場所僅供一家販賣場所使用之面積，不得少於 10 平方公尺 

液化石油氣儲存場所供二家以上共同使用者，每一販賣場所使用之儲存面積，不得少於 5 平方公尺 

儲存場所設置位置與販賣場所距離不得超過 5 公里 

儲存場所設有圍牆防止非相關人員進入，並有 24 小時專人管理時，其距離得為 20 公里內 

24 爆竹煙火監督人，應為爆竹煙火製造場所或達中央主管機關所定管制量 A 倍以上儲存、販賣場所之管理

或監督層次幹部；爆竹煙火監督人任職期間，每 B 年至少應接受複訓一次，訓練之時間，不得少於 C 小

時；爆竹煙火監督人選任後 D 日內，應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A、B、C、D 各值為何？ 

 A＝5、B＝1、C＝8、D＝15  A＝10、B＝1、C＝16、D＝30 

 A＝20、B＝2、C＝16、D＝30  A＝30、B＝2、C＝24、D＝15 

25 依緊急救護辦法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消防機關應訓練救護人員，使具初級、中級或高級救護技術員資格，以執行緊急救護工作 

救護人員實施緊急救護時，如緊急傷病患或其家屬拒絕接受運送，應予強制運送 

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受理緊急傷病事故之申請或知悉有緊急事故發生時，應確認該事故之發生

場所、緊急傷病患之人數及程度等，並立即出動所需之救護隊前往救護 

緊急傷病患之運送，由救護隊負責，其受理申請及就醫聯絡由救災救護指揮中心負責 



類科名稱：

103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103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
103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

科目名稱：

測驗式試題標準答案

考試名稱：

消防警察人員

消防與災害防救法規(包括消防法及施行細則、災害防救法及施行細則、爆竹煙火管理條例及施行細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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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救護辦法、緊急醫療救護法及施行細則、直轄
市縣市消防機關火場指揮及搶救作業要點)（試題代號：4506)

單選題數：25題 單選每題配分：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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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A D B D A C A D

B B C D D A A D C

A A B D B

C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標準答案：

備　　註：



1 0 3年 公 務 人 員 特 種 考 試 警 察 人 員 考 試  

103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  

103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50650 

等  別：三等警察人員考試 

類  科：消防警察人員 

科  目：火災學與消防化學 

考試時間：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全一頁 

 

一、乙醚（C2H5OC2H5）及二硫化碳（CS2）皆為第四類公共危險物品之易燃液體，試計

算 1 莫耳（mol）之該等液體於標準條件下（0℃，1 大氣壓）燃燒需多少公升之理

論空氣量？並請就其密度、自燃溫度、閃火點、爆炸範圍及蒸氣密度等理化性質，

討論此兩特殊易燃物於防災與救災時滅火劑選擇與特殊滅火程序。（25 分） 

二、氧化性固體種類眾多，列舉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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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第一類公共危險物品之氧化性固體，其自身雖無可燃性，但卻具有氧化

性，故富於反應，常因加熱、衝擊或磨擦而起分解，可能釋出氧氣而致災，請寫出下

列氧化性固體受熱分解之化學反應方程式（需平衡係數）。（每小題 5分，共 25分） 

氯酸銨（NH4ClO3） 

亞硝酸銨（NH4NO2） 

重鉻酸銨（(NH4)2Cr2O7） 

硝酸銀（AgNO3） 

硝酸鉛（Pb(NO3)2） 

三、物質於常溫常壓下有固態、液態及氣態等物理三態的差異，請說明影響可燃性固

體、液體及氣體燃燒難易或燃燒效果之因素。（25 分） 

四、請說明爆炸之意義？爆炸時依火焰傳播速度，可區分成爆燃（Deflagration）及爆

轟（Detonation），兩者有何差異？爆炸性物質對撞擊之敏感度甚高，影響其敏感

度之因素有那些？（25 分） 



1 0 3年 公 務 人 員 特 種 考 試 警 察 人 員 考 試  

103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  

103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50660 

等  別：三等警察人員考試 

類  科：消防警察人員 

科  目：消防安全設備 

考試時間：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全一頁 

 

一、某地下美食街，人潮眾多，依法設有排煙設備。試問各家餐飲店舖廚房空間內配置

之排煙口，應如何連動控制啟動，才符合法規規定內容及火災境況需求？（25 分） 

二、一設有海龍替代藥劑滅火系統之作業場所，為確認該系統於火災發生時，能在一定

時間內達成撲滅火災之目的，則在審勘查作業時應核對那些事項？試說明之。（25分） 

三、大賣場生鮮食品之冷藏空間及其他特殊作業場所之低溫材料儲存區，如仍有發生火

災之虞，則其火警探測器在設置上，有何應考量事項？試列述之。（25 分） 

四、設於科學園區內某晶圓廠之無塵室，其空調機房尺寸為 15 m（長）× 10 m（寬）× 8 m（高），

則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18 條所示內容應設何種滅火設備?應如

何配置？試申論之。（25 分） 



1 0 3年 公 務 人 員 特 種 考 試 警 察 人 員 考 試  

103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  

103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50670 

等  別：三等警察人員考試 

類  科：消防警察人員 

科  目：消防戰術（包括消防戰術、消防機械、緊急救護） 

考試時間：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全一頁 

 

一、消防機關為指揮搶救某具有歷史古蹟之火災，得設火場指揮中心、人員裝備管制站及

編組幕僚群，試問上述「火場指揮中心」、「人員裝備管制站」、「編組幕僚群」如

何作業？又搶救歷史古蹟之火災過程有何策略？（25 分） 

二、試說明屈折式高空作業車（屈折式雲梯車）在放水操作程序及注意事項為何？（25分） 

三、當有消防人員前往現場處理觸電事故時，其過程應注意那些安全事項？（25 分） 

四、某縣市消防局高級救護技術員執行車禍現場救護勤務，當事人當場拒絕送醫，試問

該技術員處置程序為何？倘當事人在口頭拒絕後，立即當場陷入昏迷，又該如何處

置為宜？（25 分） 



102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
102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
102年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路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 

等  別： 三等一般警察人員考試、三等警察人員考試、高員三級鐵路人
員考試 

類  科： 各類別、各類科 

科  目：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請接背面） 
 

全一張 
（正面）

30110-30710 
50110-51510 
70110-70910 

甲、作文與公文部分： 
請以藍、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論試卷上由左至右橫式作答，於本試題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不得於試卷上書寫姓名或入場證號。 

一、作文：（60 分） 
有個種玉米的農夫長年榮獲藍色勳章。然而每一年他都將這最棒的玉米種

子與每一個鄰居共享。「你把得獎品種的玉米種子分給別人，」有人問他：「這

樣怎麼可能繼續得獎呢？」 

「你不瞭解啊，」這農夫說：「風會把花粉四處散播。如果我要培育最優良

的玉米，就必須確保我所有的鄰居也有最棒的玉米種子。如果他們的玉米種子

差勁，會授粉給我的玉米，降低我的玉米品質。」 

人生也是如此，我們都在同一塊田區耕耘。我們的人生，對於周遭人的生

活品質，有直接的影響。 

閱讀上文，請以「自利與利他」為題，作文一篇，申述現代公民應有的心態與

作為。 

二、公文：（20 分） 
試擬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致各縣市政府農業局（處）函：請有效執行禁止活禽屠

宰及販售措施，以確保環境衛生及國民健康。 

乙、測驗部分：（20 分） 代號：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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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題，每題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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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諸葛亮〈前出師表〉：「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亂世，不求聞達於諸侯。
先帝不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廬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
帝以驅馳。」作者心意與下列那個選項最為貼近？ 
士為知己者死，女為悅己者容 
劍外忽傳收薊北，初聞涕淚滿衣裳 
山不厭高，海不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為言 

「世有周子，儁俗之士，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遁東魯，習隱南郭；竊吹草堂，
濫巾北岳。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皋，迺纓情於好爵。」（孔稚珪〈北山移
文〉）文中「周子」的心態，與下列選項相近的是： 
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不知老之將至（王羲之〈蘭亭集序〉） 
老當益壯，寧移白首之心？窮且益堅，不墜青雲之志（王勃〈滕王閣序〉） 
志深軒冕，而泛詠臯壤；心纏幾務，而虛述人外（《文心雕龍．情采》） 
危邦不入，亂邦不居；天下有道則見，無道則隱（《論語》） 



102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
102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
102年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路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 

等  別： 三等一般警察人員考試、三等警察人員考試、高員三級鐵路人
員考試 

類  科： 各類別、各類科 

科  目：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全一張 
（背面）

30110-30710 
50110-51510 
70110-70910 

中國傳統戲劇的種類豐富，表演方法多樣，根據下列這首以數字嵌首的詩歌描述，請選
出與它演出性質相符合的劇種： 
一人一仙分身段，兩手靈活交替換，三條引首上中下，四肢關節各有線，五指乾坤大運
搬，六字訣法六神生，七星腳步要穩定，八音神咒護身形，九天知聞眾符令，十指能移
百萬兵。 
布袋戲 傀儡戲 歌仔戲 皮影戲 

「教養是一種內在自我的教育，對自己在宇宙與社會裡的定位有清楚的掌握與認知，對
周遭生物的生存權利有敏感度，對別人的感受有所尊重，具強烈的正義感，知道如何節
制自己，擁有具有目標的人生觀，是有擇善原則的社會人。」（黃崑巖《談教養》）下
列選項何者無涉上文旨意？ 
克己復禮之謂仁  夫禮者，自卑而尊人 
三人同行，宜當擇善 內修行義，莫矜伐掩人 

下列對聯所緬懷歌詠的人物，錯誤的是： 
「三顧頻煩天下計／兩朝開濟老臣心」：諸葛亮 
「數點梅花亡國淚／二分明月故臣心」：李後主 
「一門父子三詞客／千古文章八大家」：三蘇父子 
「志在高山，志在流水／一客荷樵，一客聽琴」：伯牙、鍾子期 

某地方政府舉辦才藝比賽而贈送獎牌，下列各獎牌的題辭與比賽項目何者完全不相符
合？ 
鐵畫銀鉤：書法比賽 錦心繡口：作文比賽 
懸河唾玉：演講比賽 激濁揚清：游泳比賽 

請依下文回答第題至第題： 
泰山之東，有澧泉，其形如井，本體是石也。欲取飲者，皆洗心志，跪而挹之，則泉出如
飛，多少足用。若或汚漫，則泉止焉。蓋神明之嘗志者也。 
空桑之地，今名為孔竇，在魯南。山之穴外，有雙石，如桓楹起立，高數丈。魯人絃歌祭
祀。穴中無水，每當祭時，灑掃以告，輒有清泉自石間出，足以周事。既已，泉亦止。其
驗至今存焉。 
文中「欲取飲者，皆洗心志」，這是說要喝澧泉的人，都必須： 
等待神意 清心寡慾 專心一意 洗淨身體 

文中「足以周事」的「事」，是指： 
飲用之事 灑掃之事 游賞之事 祭祀之事 

請依下文回答第題至第題： 
「凡觀物有疑，中心不定，則外物不清；吾慮不清，則未可定然否也。冥冥而行者，見寢
石以為伏虎也，見植林以為後人也；冥冥蔽其明也。醉者越百步之溝，以為蹞步之澮也；
俯而出城門，以為小之閨也；酒亂其神也。厭目而視者，視一以為兩，掩耳而聽者，聽漠
漠而以為哅哅，勢亂其官也。」（《荀子．解蔽》） 
下列選項何者正確？ 
「觀物有疑」，源於視力不佳 
「冥冥而行」，指行事不光明 
「蹞步之澮」，指個性急躁之人碎步快走 
「厭目而視」，源於情勢亂其官能 

最符合本段主旨的選項是： 
處世判斷應眼見為憑，不可人云亦云 
只要心定慮清，可免於錯覺的影響，認清事實 
若以憎恨之眼，充耳不聞處世，則無法獲取他人認同 
行事問心無愧者，即使不幸身處幽暗，仍應企盼光明的到來 



類科名稱：

102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102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
102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

科目名稱：國文（試題代號：1301)

題　　數：10題

測驗式試題標準答案

考試名稱：

標準答案：

題號

答案 A C B C B D B D D B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備　　註：

題號

答案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外事警察人員(選試日語)、水上警察人員、公共安全人員、警察資訊管理人員、犯罪防治人員預防組、交通警察人員電訊組、刑事鑑
識人員、刑事警察人員、國境警察人員、交通警察人員交通組、行政警察人員、消防警察人員、外事警察人員(選試英語)、警察法制
人員、行政管理人員、電子工程、建築工程、人事行政、都市計畫技術、運輸營業、土木工程、會計、事務管理、電力工程



102 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 
102 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 
102 年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路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三等警察人員考試 
類  科：消防警察人員 
科  目：中華民國憲法與消防警察專業英文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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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論題部分：（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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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以藍、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論試卷上作答。 

一、中翻英：（10 分） 

消防隊員應該知道如何滅火，如何於火災發生時保護人民生命與財產，如何宣

傳火災預防和消防安全，及如何回應所有緊急呼救。 

二、英文作文：（15 分） 

請闡述身為稱職的消防警察人員應具備那些條件？其中最為重要的又是那一

項？為什麼？ 

乙、測驗題部分：（75 分）                  代號：2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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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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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法中強制工作之保安處分，係限制人民何種憲法上之基本權利？ 

宗教自由 人身自由 訴訟權 生存權 

2 中央與地方權限分配有爭議時，依照憲法第 111 條規定應由下列何項機關解決之？ 

總統 立法院 行政院 內政部 

3 現行憲法對於婦女保障所採之基本國策，不包括： 

對婦女施以特別之教育  對婦女從事勞動者予以特別之保護 

維護婦女之人格尊嚴，並保障其人身安全 消除性別歧視，促進兩性地位之實質平等 

4 下列關於副總統之敘述，何者錯誤？ 

副總統缺位時應由立法院補選，繼任至原任期屆滿為止 

總統被彈劾後，副總統應一併去職 

副總統於我國政治體制下乃是總統的備位 

副總統為國家安全會議之成員 

5 下列何者為司法院大法官之職權？ 

審理總統副總統罷免案  審議公務員懲戒案件 

審理刑事訴訟之非常上訴案件 審理政黨違憲解散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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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依照現行憲法增修條文規定，下列對於「省」此項地方制度之敘述何者正確？ 

省是地方自治團體性質之公法人 省不再監督縣自治事項 

省政府委員由行政院任命 省諮議會議員由總統任命 

7 有關表現自由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憲法對言論自由及其傳播方式之保障，屬於絕對；如有依其特性而為不同之保護範疇及限制，應

儘量避免 

社會秩序維護法規定，無正當理由，跟追他人，經勸阻不聽者，處罰鍰或申誡，牴觸憲法第 11 條

保障新聞採訪自由 

商品標示為提供商品客觀資訊之方式，應受言論自由之保障 

以判決命加害人公開道歉，牴觸憲法對不表意自由之保障 

8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列關於人民人身自由之限制，何者尚未達於違憲之程度： 

民國 89 年修正公布之行政執行法，規定行政執行處合併為拘提且管收之聲請時，法院亦得不經審

問逕為拘提管收之裁定 

民國 94 年修正公布之少年事件處理法，規定對於經常逃學或逃家之虞犯少年，得收容於少年觀護

所或感化教育處所之措施 

民國 94 年修正公布之監獄行刑法，對於執行期滿者應於其刑期終了之次日午前釋放之規定 

民國 91 年修正公布之傳染病防治法，規定得對曾與傳染病病人接觸或疑似被傳染者採取強制隔離

處置 

9 國家賠償法所稱之公務員意義為何？ 

依公務人員任用法任用之公務員 適用公務人員保障法之公務員 

依法令從事公務之人  適用公務員服務法之公務員 

10 有關自治法規之制定，若經地方立法機關通過，並由各該行政機關公布者，稱為： 

自治規則 自治命令 自律規則 自治條例 

11 關於國家賠償請求權之消滅時效，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國家賠償係由國家負擔賠償責任，不應使人民承擔時效消滅之不利益，故相關法規並無時效消滅

之規定 

依民法規定，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 年間不行使而消滅，自有侵權行為時起，

逾 10 年者亦同 

依國家賠償法規定，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時起，因 2 年間不行使而消滅，自損害發生時起，逾 5

年者亦同 

依民法規定，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15 年間不行使而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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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依據憲法第 24 條規定，在一定要件下國家有賠償責任，因而制定國家賠償法予以因應。針對該法所

規定之國家賠償責任，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所稱公務員，係指通過國家考試並經銓敘合格之人員 

公務員有故意或重大過失時，賠償義務機關對之有求償權 

公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理有欠缺致人民生命、身體或財產受損害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國家負損害賠償責任者，原則上以金錢為之 

13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下列何者不符合憲法保障人民服公職基本權之意旨？ 

機關因改組、解散或改隸影響公務員權益者，應設適度過渡條款或其他緩和措施 

戒嚴時期因犯內亂罪、外患罪所喪失或被撤銷之公務人員資格，於符合一定要件下，得申請回復，

但排除武職人員申請 

公務人員退休法施行細則在退休法未明定之情形下，規定再任公務人員之退休金基數應連同以前

退休金基數合併計算，不得超過公務人員退休法所定 35 年之上限 

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規定大陸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者，非在臺灣地區設有

戶籍滿 10 年，不得擔任公務人員 

14 下列關於司法院之敘述何者錯誤？ 

司法院院長由總統提名，經立法院同意任命 

大法官由法官轉任者，適用有關法官終身職待遇之規定 

並為院長之大法官不受任期保障 

司法院所提出之年度司法概算，立法院不得刪減 

15 行政院向立法院所提出之何種議案，須經總統之核可？ 

戒嚴案 法律案 覆議案 大赦案 

16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政府機關若無法律之依據於公共場所普設監視錄影器，此種行為將基本上可

能干預下列何種基本人權？ 

言論自由  人身自由 

隱私權與資訊自決權  秘密通訊自由 

17 自民國 101 年 9 月 6 日起，交通裁決事件由地方法院行政訴訟庭管轄，法院並依行政訴訟法審理。

如甲主張此修法，致交通裁決事件不再由普通法院審理，損害人民受憲法保障之訴訟權，其主張是

否有理由？ 

無理由，審判權歸屬及審級制度，尚屬於立法裁量範圍 

有理由，基於交通裁決事件之違法特性，應由普通法院審理 

無理由，此為基本權程序與組織保障的問題，與訴訟權無涉 

有理由，基於司法一元主義，普通法院審理始可保障訴訟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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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下列何者不屬於憲法第 22 條規定之保障範圍？ 

民法上契約締結自由  婚姻自由 

姓名權  請求適當工作機會 

19 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規定，公職人員就職未滿多久期間者，不能罷免？ 

 1 年  1 年 6 個月  2 年  2 年 6 個月 

20 依地方制度法第 82 條第 3 項但書之規定，地方行政首長辭職、去職或死亡後，所遺任期最高不足幾

年時，毋庸補選，由代理人代理至該任期屆滿為止？ 

半年  1 年  1 年半  2 年 

21 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規定，政黨之得票率未達多少百分比以上者，其得票數不列入政黨比例代

表制名額之計算？ 

 5%  6%  7%  8% 

22 受委託行使公權力之團體，其執行職務之人於行使公權力時，若故意侵害人民權利，則依國家賠償

法之規定，何者負賠償責任？ 

執行職務之個人  委託行使公權力之機關 

委託行使公權力機關之上級機關 受委託行使公權力之團體 

23 限制有特定犯罪前科紀錄之人民不得擔任營業小客車駕駛人是直接限制其何種基本權利？ 

生存權 人格權 遷徙自由 職業自由 

24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通訊保障及監察法規定，法官於符合法定要件時，得核發通訊監察書，此等

規定係涉及以下那一項人民基本權利？ 

秘密通訊自由 生存權 集會自由 言論自由 

25 關於人民之秘密通訊自由，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以書信、郵件、電話、電報為限 保護人與人彼此間溝通的過程 

具有保護隱私的功能  通訊本身存在與否之探查，亦屬保護的範圍 

26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子女獲知其血統來源，確定其真實父子身分關係，攸關子女之何種權利？ 

生存權 人格權 工作權 人身自由 

27 下列有關我國憲法的基本權規範體系之論述，何者是錯誤的？ 

憲法已經窮盡列舉各種基本權 

基本權對所有國家機關均有拘束力 

基本權可依法律作適度的限制 

法人在性質相容範圍內可作為特定基本權之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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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人民有決定是否揭露其個人資料、及在何種範圍內、於何時、以何種方式、向何人揭露之決定權，

係憲法所保障之何種權利： 

知的權利 資訊隱私權 表意自由 身體自主決定權 

29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列有關軍事審判制度之敘述，何者錯誤？ 

軍事審判程序，不受憲法比例原則拘束 

軍事審判之發動程序，亦必須合乎正當法律程序之最低要求 

在平時軍事審判機關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案件，應許被告向普通法院尋求救濟 

軍事審判程序之設，非即表示軍事審判機關對軍人之各種犯罪有專屬之審判權 

30 依司法院釋字第 499 號解釋之意旨，下列有關修憲權行使之敘述，何者錯誤？ 

修改憲法乃最能直接體現國民主權之行為 

憲法中具有本質之重要性而為規範秩序存立之基礎者，屬於自由民主憲政秩序核心，不得任意修改 

不論憲法是採總統制或內閣制設計，其屬於自由民主憲政秩序核心，不得任意修改 

國民大會代表自行延長任期，與自由民主憲政秩序不合 

31 地方自治法規牴觸憲法者，無效，如對於有無牴觸發生疑義時，應如何處理？ 

由立法院審查並宣告無效 提起行政訴訟並由法院進行審查 

聲請司法院就爭議事項解釋 提請行政院院會討論決定 

32 若法律授權警察得逕行強制人民到案，未踐行必要的司法程序，該法律係侵犯了人民之： 

人身自由 居住自由 秘密通訊自由 財產自由 

33 下列有關自治條例之論述，何者錯誤？ 

自治條例得就居民違反自治條例之行為規定罰鍰 

自治條例須經地方立法機關之通過 

自治條例所規定之罰鍰，無最高數額之限制 

自治條例應分別冠以各該地方自治團體之名稱 

34 依地方制度法第 54 條第 1 項之規定，直轄市議會之組織準則，如何產生？ 

由各直轄市議會制定，報行政院備查 

由內政部訂定，報行政院備查 

由各直轄市議會擬定，報行政院核定 

由內政部擬定，報行政院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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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下列有關「選舉權」之保障的敘述，何者錯誤？ 

人民之選舉權受到國家公權力之侵害時，有請求司法救濟之可能 

選舉權為人民參政權之一種，不包含有關人民團體內部之選舉事項在內 

憲法上所保障之選舉權，既包含人民參與選舉之自由，亦包含人民不參與選舉之自由 

憲法上所保障之選舉權，在無相關法律進一步具體形成前，人民仍得直接依據憲法行使之 

36 人民裸體以抗議環保政策，涉及何種基本權利之行使？ 

生命權 言論自由 宗教自由 參政權 

37 主管機關進入營業場所檢查消防及相關安全設施是否合法，直接限制人民何種基本權利？ 

資訊自決權 平等權 旅行自由 居住自由 

38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以科處刑罰之方式，限制人民傳布任何以兒童少年性交易或促使其為性交易

為內容之訊息，係限制人民之何種基本權利？ 

言論自由 國民健康權 兒童福利權 秘密通訊自由 

39 司法院釋字第 499 號解釋認為，憲法整體基本原則所形成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乃現行憲法賴

以存立之基礎，為修憲之界限。其所稱「形成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憲法整體基本原則」，不包括下

列何者： 

民主共和國原則  國民主權原則 

權力分立與制衡之原則  總統與行政雙首長制原則 

40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所謂「接近使用媒體」之權利，係受我國憲法所保障之何種權利之一種： 

平等權 言論自由 財產權 工作權 

41 A fire extinguisher consists of a hand-held cylindrical pressure vessel containing an       which can be 

discharged to extinguish a fire. 

atom argent air agent 

42 The expedient and accurate       of fire alarms or calls are significant factors in the successful outcome 

of any incident. 

deleting shifting handling haunting 

43 A smoke detector is a device that detects smoke, typically as an       of fire. 

interest question movement indicator 

44 By definition, an automatic fire suppression system can operate without human intervention. To do so it 

must possess a means of detection,        and delivery. 

observation station actuation exti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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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Firefighters are       extensively trained in firefighting, primarily to extinguish hazardous fires that 

threaten property and civilian or natural populations. 

investigators negotiators rescuers waiters 

46 Buildings that are made of       materials such as wood are different from so called "fire-resistant" 

buildings such as concrete high-rises. 

green flammable decorating flexible 

47 The images of fire professionals we see on television and in film are often romanticized versions of 

day-to-day life on the job. For firefighters, no two days are alike, and the work is as varied as it is      . 

unpredictable unnecessary hysterical secretive 

48 When called on to a medical emergency to care for a patient with a history of respiratory distress, it is best 

to place the patient in a       position. 

supine sitting prone recovery 

49 Fire control consists of depriving a fire of fuel,      , heat and/or the chemical chain reaction that are 

necessary to sustain itself or re-kindle. 

oxygen liquid metal compound 

50 The stage of fire at which all surfaces within a room reach their ignition temperature and ignite is known 

as      . 

flashover flameover fireover backdraft 

51 While sometimes fires can be       to small areas of a structure, wider collateral damage due to smoke, 

water, and burning embers is common. 

limited dependent expanded released 

52 Vertical       is absolutely vital to firefighter safety in the event of a flashover or backdraft scenario. 

window shaft opening ventilation 

53 The       of modern industrialized life with a greater prominence of hazards has created an increase in 

the skills needed in firefighting technology. 

complexity simply moderate commission 

54 The best procedure for extinguishing an electrical fire is to      . 

pull out the plug and throw a large bucket of water on the fire 

use any fire extinguisher 

pull out the plug and use baking soda 

pull out the plug and use an ABC-RATED fire extinguis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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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The fire department of Taipei City conducted a       yesterday simulating the transfer of a suspected 

H7N9 avian influenza patient to a hospital by using an ambulance with the driver's cabin isolated from the 

rear cabin. 

 citation  investigation  drill  study 

56 Condensed aerosol fire suppression is a particle-based form of fire extinction similar to       fire 

suppression or dry chemical fire extinction. 

foam chemical gaseous water mist 

57 Fire       systems have a proven record for controlling and extinguishing unwanted fires. Many fire 

officials recommend that every building, including residences, have fire sprinkler systems. 

assistance suppression alert risk 

58 What may happen if water is applied to a burning combustible metal? 

The fire goes out immediately, but evolves into a poisonous gas. 

Nothing changes and the fire keeps burning. 

The fuel turns to powder but keeps burning. 

A violent reaction may occur. 

59 What are the three stages of a compartment fire in order, from the first to the last? 

Incipient stage, free burning stage, decay stage. 

Decay stage, incipient stage, free burning stage. 

Free burning stage, incipient stage, decay stage. 

 Decay stage, free burning stage, incipient stage. 

60 You are fighting a fire with a hose in a large storeroom and find that the situation is too dangerous for you 

to remain there any longer. The room is so dark and so filled with thick smoke that you cannot see even a 

short distance. You can best find your way out by      .  

 lighting a match 

 using your recollection of where the door is located 

 following the hose back from the nozzle 

 spraying water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to locate an exit by s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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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

科目名稱：中華民國憲法與消防警察專業英文（試題代號：2507)

題　　數：60題

測驗式試題標準答案

考試名稱：

標準答案：

題號

答案 B B A B D D C D C D C A C D C C A D A D

題號

答案 A B D A A B A B A C C A C D D B D A D B

題號

答案 D C D C C B A B A A A D A D C C B D A C

題號

答案

備　　註：

題號

答案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消防警察人員



102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
102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
102年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路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三等警察人員考試 
類  科：消防警察人員 
科  目：消防警察情境實務（包括消防法規、實務操作標準作業程序、人權保障與正

當法律程序）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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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論題部分：（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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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以藍、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論試卷上作答。 

一、某設有管理委員會之集合住宅大樓，因住戶對於管轄消防機關就該大樓實施之消防

安全設備設置與檢查標準不服，在接獲對該大樓管理委員會開具的限期改善通知書

之後，宣布解散管理委員會，並函示主管機關備查。待該管消防機關實施複查作業

時，因該大樓已無法定的特定單一管理權人，致後續消防執法出現阻礙。試述消防

機關該如何執行後續執法，以確保該大樓消防安全。（20 分） 

二、某日晚 1 棟 10 層集合住宅 5 樓傳出男女的吵架聲，之後突然有 1 名男子一手持菜

刀砍殺其女友及開啟瓦斯桶企圖引爆，當爭吵並受砍傷的女子逃出後，立刻請鄰居

報警處理，轄區分隊長帶隊前往處理時，現場有濃濃的瓦斯味，即指揮劃定警戒區

並疏散附近民眾，有關現場附近居民之疏散及警戒部署，該分隊長應有那些必要的

作為及注意事項？（20 分） 

三、你身為○○縣政府消防局負責火災調查的科員，奉派至前日發生於轄內之某工廠火

災現場進行火場證物採證工作。請問火場證物採證時你應該留心注意的事項有那

些？（20 分） 
乙、測驗題部分：（40 分）                     代號：3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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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題，每題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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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高齡化社會中之獨居老人或小型護理之家等需臥床病患而言，不幸發生火災時最能提高其存活度之消

防設計，下列何者最適當？ 
滅火器 緊急電源 自動撒水設備 避難器具 

2 若你抽查某大樓之瓦斯漏氣火警自動警報設備時，發現該大樓有以下幾個現象，①中繼器與受信總機間

之配線為耐熱配線 ②檢知器與受信總機間之配線為耐熱配線 ③檢知器與中繼器間之配線為耐燃配線 

④瓦斯漏氣表示燈與檢知器間之配線為一般配線，你應針對那些項目要求改善？ 
①② ①③ ②④ ③④ 

3 依醫院用途空間歷年來的火災統計分析，其火警多發生於夜間初期應變人力最少的時段，且不能漠視縱

火之風險。下列有關精神科醫院用途空間之火災預防敘述，何者較適當？ 
精神科醫院之浴廁空間不能設火警探測器 精神科醫院之浴廁空間不能設撒水頭 
精神病患活動區域不應設置撒水配管 精神病患活動區域不應設置室內消防栓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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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管內保持－定水壓

幫浦 吸水管

排水管

接控制盤 
（耐熱配線） 

壓
力
水
槽

100 l
以
上

25 A 以上 

C 
A BD 

4 下圖為啟動用壓力槽圖例，A 為壓力表，B 為壓力開關，C 為呼水管，D 為逆止閥，當你審圖時，請判斷圖

中何者錯誤？ 

 

 

 

 

 

 

 

 

 

 A  B  C  D 

5 某大型社會福利機構的防火管理人向消防機關報請核備施工中防護計畫，你為防火管理業務承辦人且審

核此一計畫，對於該計畫內防火管理人於施工時應注意事項部分，下列何者錯誤？ 

施工期間之教育訓練，應於各項工程完工前為之，並應定期實施再教育訓練 
進行教育訓練時，應包含滅火、通報、避難引導、安全防護及緊急救護等相關事項，且就有關人員予

以編組，實際進行模擬演練 

避免在可燃物附近作業，但作業時確實無法避開可燃物者，應在可燃物周圍，採用不燃材料、被覆防

焰帆布或區劃分隔等防護措施，予以有效隔離 

建築物施工場所，如需停止消防安全設備功能，應採取相關替代防護措施及增配滅火器，並強化滅火、

通報等相關安全措施 

6 某半導體製造廠無塵室發生火災，你是抵達現場第 1 梯次救火指揮官，進行滅火攻擊時，需要提醒同仁

火災現場最有可能的毒化物為何？ 

乙醇  環氧乙烷 

丙酮  三氯矽甲烷 

7 某大樓發生重大火災事故，轄區消防局及警察局派員前往救援，火場指揮官區分及所負責之任務如下：

①由轄區消防局局長擔任火場總指揮官並負責成立火場指揮中心 ②由轄區消防局大隊長擔任救火指揮

官並負責協調鄰近民間團體協助救災 ③由轄區警察分局長擔任警戒指揮官並負責劃定火場警戒區 

④由轄區警察派出所所長擔任初期警戒指揮官並負責協助保持火場現場完整 

請問依據「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火場指揮及搶救作業要點」規定，以上處置何者正確？ 

①② ②③ ③④ ①④ 

8 若某轄區發生森林大火，現場指揮官進行救災指揮站編組時，有關作業組的任務分配，下列何者最不適

當？ 
進行飛火警戒  執行醫療救護任務 

提出森林火災滅火資源需求 研提救災滅火行動方案 

9 某大樓發生火災，現場狀況不明，有關此次火災之出動派遣，下列處置何者最不適當？ 

第 1 梯次派 2 部水箱車、1 部雲梯車及 1 部救護車 

人員派遣應考量擔任攻擊之水箱車至少具備出 1 線水線之人力 

轄區分隊長於出勤途中應觀察火煙狀況並回報指揮中心 
初期救火指揮官應負責攜帶該大樓搶救部署計畫書出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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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某工廠發生火災，若救災人員到達現場始發現可能涉及化學物質災害時，下列處置何者最適當？ 
應迅速進入火場找出火源並將火勢撲滅，以免火勢擴大 
趕緊要求防火管理人協同進入火場，查明化學物質種類及位置 
先觀察火煙狀況與氣味後，再決定救災方針 
搶救人員應在進入火場後迅速了解面對的化學物質種類及危險性 

11 對於醫院火災，火場救災指揮中心人員如需對 10 樓以上高層非起火空間之呼吸照護病患進行初期應變人

命救助指導，下列原則何者錯誤？ 
進行就地避難，並確保維生系統功能正常 
如必須做水平避難至相對安全區，需使用 Ambu Bag 儘快完成搬動 
優先採取垂直避難至地面層 
應確定相關安全區之待援空間必須有足夠備援維生環境 

12 當你要率隊進行船舶火災搶救時，要打開艙門進艙滅火時，除了要慎防回火或閃燃外，下列 4 項措施中

那一項措施錯誤？ 
面向艙門 以右腳擋住 壓低姿勢 水霧抑制 

13 有一大面積倉儲發生火災，現場因悶燒產生大量黑煙，你是抵達現場第 1 梯次救火指揮官，需要有同仁

分別攜帶紅外線熱影像儀及佈水線進入火場尋找火點，進行滅火攻擊時，若空氣呼吸器的殘壓警報定於

30 kg/cm2，鋼瓶內容積為 8 公升，假設每人每分鐘呼吸量為 40 公升，則當殘壓警報裝置鳴響時，消防人

員全裝備在濃煙中以步行速度 0.3 m/s 計算，你會提示同仁 1 條水線最多延伸幾條水帶，以作為最大步行

距離的判斷依據？ 
 3 條  5 條  10 條  12 條 

14 在火場調查時發現該案件於火災搶救之過程中，消防人員因不知道該水果行有電土作為水果之催熟用，

因而發生爆炸受傷之情形，試問電土與水作用會產生下列何種物質？ 
乙炔 甲烷 乙烷 一氧化碳 

15 下圖之相片為某一火場所拍攝，且其狀況四周之可燃物質大致相同，若你為火調人員，試問其延燒路徑

為何？ 
由鐵桶後面往鐵桶前面延燒  
由鐵桶前面往鐵桶後面延燒 
由鐵桶右邊往鐵桶左邊延燒  
由鐵桶左邊往鐵桶右邊延燒 
 
 
 

16 火災調查應對起火處交界區域及重點處實施現場清理挖掘之手段，清理挖掘過程應擇要錄影或照相。若

你為火災現場調查人員，請判斷下列清理挖掘之作為何者正確？ 
挖掘範圍以起火部位、起火處及其周圍為工作範圍，不要從一個方向挖掘起，而要從多方向開始挖掘，

掘出之器具物品，應逐一查證其確實用途 
會同關係人員請其解說其原有物品擺設情況，柱子、桁條、窗檻、傢俱等燃燒物儘量復舊成原狀 
愈接近起火處位置，挖掘清理愈應仔細小心直至碳灰完全清除為止，甚至以清水清洗地板，以徹底了

解地面受燻龜裂情形 
屋瓦或窗戶之玻璃碎片等在較高位置之物品，掉落在地板顯示附近之燃燒狀況，較無關於起火原因研

判，可儘速清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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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下

左 右

右 左 

下

上

17 你為某消防局火調人員，於火災現場勘查時，發現疑有三相馬達單相運轉之可能，若於發生單相運轉時

其負載率仍維持 100%，則其線電流值約為正常三相運轉時線電流值之多少？ 

 100%  140%  180%  220% 

18 以下照片為某一火場所拍攝，若你為現場火調人員，你認為火流之方向為何？ 

 

 

 

 

 

 

 

 

 

由左邊往右邊燒 由右邊往左邊燒 由上方往下方燒 由下方往上方燒 

19 以下照片為某一火場所拍攝，若你為現場火調人員，由牆壁木質材料之燒毀情形，你認為火流之方向為

何？ 

 

 

 

 

 

 

 

 

 

 

 

火流從上方往下方燒  火流從下方往上方燒 

火流從左方往右方燒  火流從右方往左方燒 

20 你服務於某消防局火災調查科，為分析跡證是否含有易燃性液體，常需利用各種的萃取技術作為跡證前

處理技術的選擇，又為保留跡證的需要，常需選用非破壞性的前處理技術以備跡證於將來仍可繼續被其

他機關分析，達到互相比對分析結果的目的，下列何種前處理技術不符合上述目的？ 

活性碳被動頂空濃縮法（Passive Headspace Concentration with Activated Charcoal） 

頂空蒸氣取樣法（Sampling of Headspace Vapor） 

固相微萃取被動頂空濃縮法（Passive Headspace Concentration with Solid Phase Microextraction） 

動態頂空濃縮法（Dynamic Headspace Concentration） 



類科名稱：

102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102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
102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

科目名稱：消防警察情境實務（試題代號：3507)

題　　數：20題

測驗式試題標準答案

考試名稱：

標準答案：

題號

答案 C A D D A D D D B C C A B A A C C B A D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備　　註：

題號

答案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消防警察人員



102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
102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
102年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路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三等警察人員考試 
類  科：消防警察人員 
科  目：消防與災害防救法規（包括消防法及施行細則、災害防救法及施行細則、爆

竹煙火管理條例及施行細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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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救護辦法、緊急醫療救護法及施行細則、直轄市縣市消防
機關火場指揮及搶救作業要點） 

考試時間： 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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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以藍、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論試卷上作答。 

一、近年來多起醫院、老人安養機構火災，凸顯病患、老人等弱勢族群之避難問題。假
設你是醫院、老人安養機構的防火管理人，則你所擬定之消防防護計畫應包括那些

事項？對老人與避難弱者之防火宣導重點又為何？試依消防法施行細則及相關規

定說明之。（25 分） 

二、對於各種災害之預防、應變及復原重建，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就其主管災害

防救業務之權責為何？行政院為推動災害之防救，依災害防救法第 6 條規定，設立

中央災害防救會報，為執行災害防救政策，推動重大災害防救任務與措施，依災害
防救法第 7 條第 2 項規定，設立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請依據災害防救法、中央災

害防救會報設置要點、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設置要點之內容，說明中央災害防救會

報與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二者之任務為何？（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4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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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題，每題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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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消防法及其施行細則之規定，液化石油氣零售業者應備置資料，並定期向轄區消防機關申報，其中用

戶安全檢查資料包括：①用戶地址 ②檢測項目 ③檢測結果 ④安全技術人員管理資料 
①②③ ①②③④ ②③④ ③④ 

2 依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火場指揮及搶救作業要點規定，對於抵達火場之處置作業，何者符合規定：①請

求支援：初期救火指揮官就災情研判，現有人、車、裝備等救災戰力，如有不足，應立即向指揮中心請

求支援 ②破壞作業：擊破玻璃應立於下風處，手應保持在擊破位置上方，以免被玻璃碎片所傷 ③飛

火警戒：對火場下風處應派員警戒，以防止飛火造成火勢延燒 ④水源運用：以接近火場之水源為優先

使用目標，並以水源共撞為原則 
①③ ①④ ①②③ ①③④ 

3 依消防法有關罰則之規定，下述何者正確？ 
謊報火警者，處新臺幣 1 萬元以上 5 萬元以下罰鍰 
毀損消防、救護設備者，處 3 年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得併科新臺幣 6 千元以上 3 萬元以下罰金 
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為消防安全設備不實檢修報告者，處新臺幣 1 萬元以上 5 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防火管理規定，經通知限期改善逾期不改善者，處其管理權人 6 千元以上 3 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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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依消防法施行細則之規定，下列何者錯誤？ 

一定規模以上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應每半年至少舉辦 1 次滅火、通報及避難訓練 

防火管理人每 2 年至少應接受講習訓練 1 次 

液化石油氣零售業者設置之安全技術人員應接受講習訓練時間不得少於 16 小時 

一定規模以上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應每 3 月至少 1 次防火避難設施之自行檢查 

5 依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火場指揮及搶救作業要點之規定，下列何者錯誤？ 

初期救火指揮官由轄區消防分隊長擔任 

抵達火場處置之車輛部署：以車組作戰及單邊部署為原則，5 樓以上建築物火場正面空間，應留給高空

作業車使用 

搜救小組應以兩人以上為一組，以起火層及其直上層為優先搜救目標 

出動時間為於出動警鈴響起至消防人車離隊，白天 60 秒內，夜間 90 秒內 

6 下列何者違反消防法情事，應經通知限期改善，逾期不改善或複查不合規定者，予以處分： 

燃氣熱水器承裝業未僱用合格技術士從事熱水器安裝 

消防安全設備之設置及維護違反規定 

瓦斯行超量儲氣 

非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從事消防安全設備之設計、監造、裝置及檢修工作 

7 依災害防救法之規定，下列何者屬中央災害防救會報任務：①決定災害防救之基本方針 ②擬訂災害防

救基本計畫 ③核定重要災害防救政策與措施 ④督導、考核、協調各級政府災害防救相關事項及應變

措施 

①②③ ①③④ ①②④ ①③ 

8 依災害防救法有關罰則之規定，下述何者正確？ 

各級政府成立災害應變中心後，指揮官於災害應變範圍內，徵調相關專門職業、技術人員及所徵用物

資之操作人員協助救災，違反規定，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25 萬元以下罰鍰 

未經許可擅自使用為緊急應變所需警報訊號，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25 萬元以下罰鍰 

各級政府成立災害應變中心後，指揮官於災害應變範圍內，劃定警戒區域，製發臨時通行證，限制或

禁止人民進入或命其離去，違反規定，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 萬元以下罰鍰 

公共事業應依其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實施有關減災事項，違反規定，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25 萬元以下

罰鍰 

9 依災害防救法規定，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為達災害防救之目的，得採取法律、行政及財政金融之

必要措施，並向何機關報告？ 

行政院  監察院  

中央災害防救會報  立法院 

10 依照災害防救法之規定，下列有關有效執行緊急應變措施，各級政府依權責實施整備事項，何者正確？ 

災害防救之訓練、演習  災害防救教育、訓練及觀念宣導 

治山、防洪及其他國土保全 災害保險之規劃及推動  

11 臺灣地震頻繁，依災害防救法之規定，發生震災時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為那一機關？ 

經濟部 內政部 交通部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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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依災害防救法及災害防救法施行細則之規定，下列何者錯誤？ 

各級政府應充實災害應變中心固定運作處所有關資訊、通信等災害防救器材、設備，隨時保持堪用狀

態，每年至少舉辦演練 1 次 

公共事業每 2 年應依災害防救基本計畫、相關減災、整備、災害應變、災後復原重建等，進行勘查、

評估，檢討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災害防救法在中央主管機關為內政部 

乘災害之際而故犯竊盜、恐嚇取財、搶奪、強盜之罪者，得依刑法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13 依爆竹煙火管理條例及其施行細則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一般爆竹煙火經個別認可不合格者，亦不能修補者，中央主管機關得命申請人銷毀，於上午 6 時後下

午 6 時前為之 

爆竹煙火監督人任職期間，複訓受訓之時間，不得少於 16 小時 

安全防護計畫有關滅火、通報及避難演練之實施；每年至少應舉辦 1 次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規定進行銷毀，於上午 8 時後下午 6 時前為之 

14 依爆竹煙火管理條例及其施行細則之規定，爆竹煙火監督人訂定安全防護計畫，有關場所安全對策包括

事項：①搬運安全管理 ②儀器維修安全管理 ③銷毀安全管理 ④消防安全設備之維護管理  

②④ ②③④ ①③④ ①②④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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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公共危險物品之種類名稱及管制

量敘述，何者正確？ 

硫磺：第二類 易燃固體，管制量 50 公斤 

黃磷：第三類 發火性液體、發火性固體及禁水性物質，管制量 10 公斤 

齒輪油：第四類 易燃液體，管制量 6000 公升 

乙醚：第四類 易燃液體，管制量 30 公升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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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類物品製造場所或一般處理場所構

造及設備之敘述，何者正確？ 

可設於建築物之地下層 

設於室外之製造或處理液體六類物品之設備，應在周圍設置距地面高度在 15 公分以上之圍阻措施 

有積存可燃性蒸氣或可燃性粉塵之虞之建築物，應設置將蒸氣或粉塵有效排至屋簷以上或室外距地面

3 公尺以上高處之設備 

牆壁開口有延燒之虞者，應設置常時關閉式 30 分鐘以上防火時效之防火門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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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廠區外加油站之安全距離應在多少公尺以上？ 

 10 公尺  20 公尺  30 公尺  40 公尺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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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室外儲槽場所儲槽儲存第四類公

共危險物品者，其防液堤之敘述何者錯誤？ 

室外儲槽之直徑未達 15 公尺者，防液堤與儲槽壁板間之距離，不得小於儲槽高度之三分之一 

防液堤之高度應在 50 公分以上 

同一地區設有 2 座以上儲槽者，其周圍所設置防液堤之容量，應為所有儲槽容量和百分之一百一十以上 

防液堤內部設置儲槽，不得超過 10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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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依照爆竹煙火管理條例規定，爆竹煙火製造場所、達中央主管機關所定管制量之儲存場所與輸入者，及輸

入或販賣達中央主管機關公告數量之氯酸鉀或過氯酸鉀者，其負責人應登記進出之爆竹煙火原料、半成

品、成品、氯酸鉀及過氯酸鉀之種類、數量、時間、來源及流向等項目，以備稽查；其紀錄應至少保存 X

年，並應於次月 Y 日前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前一個月之紀錄。X 與 Y 分別為多少？ 

 X=3；Y=10  X=3；Y=15  X=5；Y=10  X=5；Y=15 

20 依緊急醫療救護法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救護人員以外之人，為免除他人生命之急迫危險，使用緊急救護設備或施予急救措施者，不適用民法、

刑法緊急避難免責之規定 

救護人員於非值勤期間，為免除他人生命之急迫危險，使用緊急救護設備或施予急救措施者，不適用

民法、刑法緊急避難免責之規定 

救護車應裝設警鳴器及紅色閃光燈，惟不可裝設車廂內外監視錄影器 

救護技術員之受訓，訓練課程，應包括野外地區之救護訓練 

21 依據緊急救護辦法之規定，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為實施救護業務，對所轄之區域，應依那些事項

進行調查？①地勢及交通狀況 ②醫療機構等之位置及其他必要之事項 ③人口分布狀況 ④有急救事

故發生之虞之對象物，其位置及構造 

②④ ②③④ ①②④ ①③④ 

22 依緊急救護辦法之規定，下列何者錯誤？ 

消防機關應每年舉辦教育訓練，使救護人員保持執行緊急救護所必要之技能及知識 

緊急傷病患之入院手續及醫藥費用由其本人或家屬自行負責 

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對於救護車輛每月 1 次實施定期消毒 

消防機關為因應特殊意外災害緊急救護需求，應研訂執行計畫，並就計畫每 2 年實施訓練或演習乙次 

23 依據緊急醫療救護法之規定，下列何者錯誤？ 

救護技術員施行緊急救護之地點包含轉診途中 

救護人員施行救護，應填具救護紀錄表，分別交由該救護車設置機關（構）及應診之醫療機構保存至

少 5 年 

救護車設置機關（構）利用救護車從事犯罪行為廢止其全部救護車之設置許可 

救護車設置機關（構）受廢止其救護車之設置許可處分者，於 3 年內不得再申請設置 

24 依據緊急醫療救護法之規定，下列何者正確？ 

救護人員應依救災救護指揮中心指示前往現場急救，並將緊急傷病患送達病患所指定之醫療機構 

救護車之設置不包含軍事機關 

加護救護車出勤之救護人員，至少應有 1 名為醫師、護理人員或初級以上救護技術員 

救護隊或消防分隊，每隊至少應配置救護車 1 輛及救護人員 7 名，其中專職人員不得少於半數 

25 依據緊急醫療救護法及緊急醫療救護法施行細則之規定，下列何者錯誤？ 

全天候提供緊急傷病患醫療照護為急救責任醫院應辦理事項之一 

直轄市、縣（市）衛生主管機關對所轄救護車之人員配置、設備及救護業務，應每年定期檢查 

醫院未立即依其醫療能力救治緊急傷病患或未作適當處置而逕予轉診，處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

下罰鍰 

大量傷病患：指單一事故、災害發生之傷病患人數達 10 人以上，或預判可能達 10 人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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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一頁 

一、消防法規定公共危險物品達管制量時，應在製造、儲存或處理場所以安全方法進行

儲存或處理；試問公共危險物品有何危險性？對於避免混合危險發生，有何因應對

策？試說明之。（25 分） 

二、某冷凍工廠發生爆炸，造成氨氣外洩，試回答下列問題：  
請以化學反應式說明與氧氣進行燃燒時之反應及危險性。（10 分） 
現場若有氯氣存在時，易發生爆炸，試以化學反應式說明爆炸之起因及危險性。

（10 分） 
洩漏時，應如何處理？試說明之。（5 分） 

三、試述火災的特性，並說明消防人員從事滅火搶救工作時應有的作為。 （25 分） 

四、可燃性氣體若與空氣適度混合，很容易引火燃燒，試敘述影響引火之因素。（25 分） 



102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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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別： 三等警察人員考試 

類  科： 消防警察人員 

科  目： 消防安全設備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不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全一頁 

一、國內日前發生一場重大多人傷亡的醫院火災，彰顯出醫院火災防護的特殊性，請分

析醫院中常見的病歷室、手術室的火災風險為何？對於醫院病歷室、手術室的火災

防護，現有的消防安全設備設置相關規定存在那些問題？未來對於病歷室、手術室

的火災防護與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應如何強化，才能改善醫院消防安全？試申論之。

（25 分） 

二、無線電通信輔助設備對於消防救災具有重要意義，因此消防人員對此設備應有所理

解，尤其火場指揮官（Fire Ground Commander）對於無線電通信輔助設備之設置更

必須清楚掌握。請問，依各類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此設備應設置的場

所為何？此設備中的洩波同軸電纜具有何種特性與優點？會影響此設備無線電波傳

輸的因素為何？（25 分） 

三、設於儲槽之固定式泡沫滅火設備，依我國各類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之規定，

有關泡沫放出口可分為幾類型？各型泡沫放出口之定義各為何？（25 分） 

四、請就乾粉滅火設備在進行檢查時，說明如何對加壓式乾粉滅火藥劑儲存容器之滅

火藥劑量進行性能檢查？若加壓氣體為二氧化碳，如何對加壓氣體容器之氣體量

進行性能檢查？（25 分） 



102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
102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
102年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路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50770 

等  別： 三等警察人員考試 

類  科： 消防警察人員 

科  目： 消防戰術（包括消防戰術、消防機械、緊急救護）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不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全一頁 

一、火場中使用「正壓排煙」意義為何？試問操作正壓排煙時，必要的注意程序為何？

（25 分） 

二、消防救護人員執勤遇（疑）有感染 H7N9 流感傷病患時，防護作為依流程計有「出

勤前準備」、「抵達現場」、「送醫途中」及「返隊後清消」等四階段，試問前三

項流程之防護作為內容為何？（25 分） 

三、近年來發生多起化學工廠氯氣外洩及肥料工廠爆炸釋放大量氨氣等意外，且造成大

量傷病患之事件，請問大量傷病患緊急醫療救護的定義為何？（5 分）前述氯氣

（Chlorine）及氨氣（Ammonia）中毒的特徵為何？（15 分）救護技術人員處理前

述中毒病患到院前的處置原則為何？（5 分） 

四、國內發生多起因巷弄過窄，導致消防車輛無法即時進入救援，造成民眾不幸葬身火

場的住宅火災事件，此類事件凸顯國內住宅環境多有巷道寬度不足之安全問題；為

免悲劇一再發生，請問建築物應留設消防車輛救災動線之原則為何？（6 分）消防

車輛活動空間之原則為何？（12 分）對於既有狹小巷道之住宅，其消防救災管理之

原則為何？（7 分） 



101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 
101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 
101年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路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 

等  別： 
 

三等一般警察人員考試、三等警察人員考試、高員三級鐵路人
員考試 

類  科： 各類別、各類科 

科  目：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請接背面） 
 

全一張 
（

 

正面）

30110-30710 
50110-51510 
70110-71310 

甲、作文與公文部分：  
請以藍、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論試卷上由左至右橫式作答，於本試題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不得於試卷上書寫姓名或入場證號。 

一、作文：（60 分） 
一位名家的文章裏這麼寫道：「為什麼十年前路上的大石頭到現在還是大石頭？原因
無他，每個路過的人不認為這是他的事，也不相信自己能移動它。」這真是一針見血地
指出了我們大部分人的自私與怯懦。現在請以「我願、我能、我做」為題，作文一篇，
申述現代公民應有的心態與作為。 

二、公文：（20 分） 
試擬行政院致行政院勞工委員會函：針對暑假期間學生打工之勞動條件、環境，應予
以全面調查並加以督導改善，以維護青少年打工權益。 
（勞動條件：勞動者與資方對工時、工資、休假、休息、醫療、安全衛生、撫卹等的
約定。亦作「工作條件」。） 

乙、測驗部分：（20 分） 代號： 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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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題，每題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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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作為現代人，要有公民意識、社會參與，每一個人也都必須試著扮演知識份子的角色，即使
只是在生活中的某一短暫的片段時刻。但是，正如西方一位女哲學家阿倫德（Hannah Arendt）所
說，我們這個時代，由於太重視行動，卻成了一個不思不想的時代。「不思不想」正是缺乏判斷
力的最大根源。沒有判斷力，一切「公民意識」、「社會參與」都變成了隨波逐流，依人的腳跟
而轉；只有形式，而無內容。（摘錄自：余英時〈商業社會中士人精神的再造〉） 
上文作者想表達的旨意是： 
公民意識和社會參與，是成為知識份子的首要條件 
公民意識和社會參與能讓知識份子的思想更有內涵 
培養判斷力可有助於知識份子獨立思考能力的建立 
要有思想判斷力，就須減少花費在實際行動的時間 
「竹」虛心、有節、色青的品性，在文學中常用來象徵人的品格襟抱。以下詩句中的竹，不屬於
此種用法的選項是： 
多節本懷端直性，露青猶有歲寒心（劉禹錫〈酬元九侍御贈璧竹鞭長句〉） 
離前吉夢成蘭兆，別後啼痕上竹生（駱賓王〈豔情代郭氏答盧照麟〉） 
不用裁為鳴鳳管，不須裁作釣魚竿。千花百草凋零後，留向雪裏紛紛看（白居易〈題李次雲窗竹〉） 
咬定青山不放鬆，立根原在破岩中。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北風（鄭燮〈竹石〉） 
《孟子．梁惠王》：「梁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殺人以梃與刃有以異乎？』
曰：『無以異也。』『以刃與政有以異乎？』曰：『無以異也。』」下列社會案件的起因，與孟
子的中心思想吻合的選項是： 
某賣場的地下停車場發生搶劫傷人案件，廠商因管理過失被起訴 
一群青少年鬥毆，不論持棍打人，或持刀殺人，都被檢察官起訴 
非洲某國政府採取種族隔離政策，導致族群仇殺，人民流離失所，引起舉世關注 
某兇嫌因強盜殺人案件，被判處死刑定讞，因我國尚未廢除死刑，故已於今年伏法 



101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 
101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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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 

等  別： 
 

三等一般警察人員考試、三等警察人員考試、高員三級鐵路人
員考試 

類  科： 各類別、各類科 

科  目：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全一張 
（背面）

30110-30710 
50110-51510 
70110-71310 

昔范文正公患諸路監司非人，視選簿有不可者，輒筆勾之。或謂：「一筆退一人，則是一家哭矣。」
公曰：「一家哭，其如一路哭何？」 
根據上文，下列對范文正公的評論最適切的選項是： 
心存百姓，視民如傷  果敢堅毅，當斷則斷 
公正無私，賞罰分明  擇善去惡，趨吉避凶 
閱讀下段文字，選出最符合本文意旨的選項。 
一仕宦將之官，其厚友送之，囑曰：「公居官無他難，只要耐煩。」仕者唯唯。已而再囑三囑，
猶唯唯。及于四五，其人忿然怒曰：「君以我為呆子乎？只此二字，奈何言之數四？」厚友曰：
「我才多說兩次，爾遂發惱，輒為能耐煩，可乎？」 
厚友不能「躬自厚而薄責於人」 
仕者不耐煩，正因「知易行難」 
仕者乃「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者 
子曰：「不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厚友有失言之病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國甚小，而財用甚少，而臣衣服輿馬甚汰，吾欲禁之，可乎？」管仲曰：
「臣聞之，君嘗之，臣食之；君好之，臣服之。今君之食也，必桂之漿；衣練紫之衣，狐白之裘，
此臣之所奢大也。《詩》云：『不躬不親，庶民不信。』君欲禁之，胡不自親乎？」桓公曰：
「善。」於是更制練帛之衣，大白之冠。一年而齊國儉也。 
下列文句與本文意旨最不相關的選項是： 
子帥以正，孰敢不正  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風行草偃，從化無違 
《論語．憲問》：「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荀子．勸學》：「古之學者為己，今之
學者為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為禽犢。」根據上述引文，孔子以古今區分
「學者」的特性，荀子更進而說明二者之異；則下列選項，何者敘述為是？ 
孔子以為當時的人皆為服務大眾而努力向學 
荀子以為小人應學習如何獲取牲畜力求溫飽 
孔子與荀子都認為古代學者具有自私的特性 
孔子與荀子都認為讀書志在增進自己的學養 
凡在官守，汩於詞訟，窘於財賦，困於朱墨，往往於閨門之內，類不暇察，至有子弟受人賂而不
知者。蓋子弟不能皆賢，或為吏輩誘以小利，至累及終身。昔王元規為河清縣軍民歌詠，以民吏
不識知縣兒為第一奇。蓋子弟當絕見客，勿出中門；仍嚴戒吏輩，不得與之交通，又時時密察之，
庶幾亡弊。不然，則禍起蕭牆矣。 
根據上文對官守的論述，下列最適切的選項是： 
須重視子弟的品德教育 
應嚴戒子弟與民吏不得結識交遊，謹防賄賂 
宜注意子弟間手足之情，勿內鬥而禍起蕭牆 
「汩於詞訟，窘於財賦，困於朱墨」，謂其工作能力不佳 
昔者，有「狐疑」之國，王忌其弟謀反而苦無稽焉。某日，一士自西方來，自謂能窺人之夢，以
伺心機。王遣之偵察其弟，果得叛變之夢，因以為據而殺之。復疑其弟魂魄為亂，懼而不能自解，
終癲狂而死。（顏崑陽〈窺夢人〉） 
下列敘述最接近上文寓意的選項是： 
疑鬼疑神，自取其咎  兄弟鬩牆，外禦其侮 
日有所思，夜有所夢  戒慎恐懼，癲狂而亡 
「口者關也，舌者機也。出言不當，四馬不能追也。口者關也，舌者兵也。出言不當，反自傷也。
言出於己，不可止於人；行發於邇，不可止於遠。夫言行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本也，
可不慎乎？」（《說苑．談叢》） 
以上這段文字的主旨在說明： 
言必信，行必果  謹言慎行的重要 
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民主政治貴在自由論辯 



類科名稱：

101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101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
101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

科目名稱：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試題代號：1301)

題　　數：10題

測驗式試題標準答案

考試名稱：

標準答案：

題號

答案 C B C A B B D B A B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備　　註：

題號

答案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行政管理人員、國境警察人員、交通警察人員交通組、外事警察人員(選試日語)、刑事鑑識人員、警察資訊管理人員、水上警察人員、犯罪防治人員預防
組、警察法制人員、交通警察人員電訊組、行政警察人員、公共安全人員、消防警察人員、外事警察人員(選試英語)、刑事警察人員、地政、財經政風、
建築工程、土木工程、會計、運輸營業、電力工程、電子工程、法律政風、材料管理、資訊處理、人事行政、事務管理



101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 
101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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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別：三等警察人員考試 
類  科：消防警察人員 
科  目：中華民國憲法與消防警察專業英文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代號：50720 
頁次：4－1 

甲、申論題部分：（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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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以藍、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論試卷上作答。 

一、中翻英：（10 分） 
假如有人受困在很深且流動快速的水裡，且車輛正在漂浮，車內的人應以鞋子或其

它硬質的物體擊破車窗。 

二、英文作文：（15 分） 
臺灣近年來外籍學生增加，且臺灣位於地震帶，許多外籍學生並無地震經驗。請寫

一篇英文文章，講解外籍學生在學校碰到地震或因地震而引發火災時，應採取何種

態度及自保的方法，將災害降至最低。 

乙、測驗題部分：（75 分）                    代號：2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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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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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我國現今有關領土變更之程序為何？ 
由立法院提出，國民大會複決之 由立法院提出，自由地區選舉人複決之 
由國民大會提出，立法院複決之 直接由全體公民投票 

2 依憲法規定，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為中華民國國民，而針對具有雙重國籍身分之國民，下列敘述何者是
正確的？ 
具有雙重國籍者不能擔任立法委員  
我國不承認雙重國籍 
具有雙重國籍者絕對不能擔任任何職務的公務員 
對於具有雙重國籍者，政府可以限制其言論自由 

3 下列何者非直轄市議會之職權？ 
接受人民請願  審議直轄市決算之審核報告 
議決直轄市財產之處分  議決一級首長之人事案 

4 依地方制度法第 14 條規定，下列何者不是地方自治團體之公法人？ 
省政府 直轄市 縣（市） 鄉（鎮、市） 

5 依地方制度法第 77 條規定，中央與直轄市、縣（市）間，遇有權限爭議時，依據下列何者處理之？ 
由立法院院會議決之 由司法院解釋之 由行政院決定之 由總統調處之 

6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保障政治參與權之對象，不包括下列何者？ 
原住民  僑居國外之國民  
澎湖、金馬地區之人民  身心障礙者 

7 依司法院釋字第 436 號解釋，下列有關軍事審判之敘述，何者錯誤？ 
軍人亦受憲法第 8 條正當程序之保障 
軍事審判機關對於軍人之犯罪有專屬之審判權 
經終審軍事審判機關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案件，應許被告直接向普通法院以判決違背法令為理由請求

救濟 
軍事審判之建制，憲法未設明文規定，得以法律定之 



 代號：50720
頁次：4－2 

8 憲法保障人民「服公職之權」，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規定，至少須年滿幾歲方符合縣長與省轄市長
之被選舉人資格？ 
 20 歲  23 歲  30 歲  25 歲 

9 警察機關於各公共場所裝設監視錄影器對路過行人車輛進行蒐錄，最主要涉及人民何種基本權利？ 
隱私權 身體不受侵犯權 名譽權 遷徙自由 

10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憲法修正案應公告多久後，再經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投票複決？ 
一個月 二個月 三個月 半年 

11 下列何者不屬於憲法第 18 條應考試權之保障範圍？ 
大學入學考試  公務人員高等考試  
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 

12 下列何者修憲時得予修改？ 
民主共和國原則 國民主權原則 權力分立原則 總統任期制度 

13 關於民選公職人員之罷免，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就職未滿一年者，不得罷免 不分區立法委員得隨時罷免 
罷免案得一案提議罷免多人 公務人員得為罷免案提議人 

14 某甲現年 28 歲，則其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規定，將因年齡限制，而未能登記為下列那一種公職人
員之候選人？ 
里長  區域立法委員  
縣長  全國不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立法委員 

15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我國已經不再進行以下何者之選舉？ 
國民大會代表 直轄市長 縣市長 鄉鎮市長 

16 總統缺位時，應如何處理？ 
由行政院院長繼任，任期四年 由副總統繼任，任期四年 
由行政院院長繼任，至總統任期屆滿為止 由副總統繼任，至總統任期屆滿為止 

17 有關總統、副總統彈劾案、罷免案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彈劾案須經全體立法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提議，全體立法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決議 
罷免案須經全體立法委員五分之一以上之提議，全體立法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 
彈劾案提出後，由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審理 
罷免案提出後由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投票 

18 基於下列何者，羈押被告憲法上權利之保障與一般人民所得享有者，原則上並無不同？ 
 無罪推定原則 秘密通訊自由 集會自由 居住遷徙自由 

19 有關在國外持有效中華民國護照者，行使總統、副總統選舉權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具有外國國籍者，不得為選舉人 得以通信方式投票，而無須返國投票 
應在中央政府所在地投票所投票 須向戶政機關辦理選舉人登記後，始得投票 

20 法院接受提審之聲請書狀，依法律之規定，認為無理由者，至遲應於幾小時內以裁定駁回之？ 
 24 小時  36 小時  48 小時  72 小時 

21 依憲法規定，有關國防部部長產生方式，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由總統直接任命之  由行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 
由行政院院長提名，經立法院同意後任命之 由總統提名，經立法院同意任命之 

22 下列何者不符申請登記為總統副總統候選人之資格？ 
 在中華民國自由地區繼續居住 4 個月 曾設籍 15 年以上 
需有選舉人資格  年滿 40 歲 

23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3 條規定，行政院對於立法院之法律案或預算案，如認為有窒礙難行時，得循何種途
徑解決？ 
 請總統進行兩院爭議之調解 
得經總統之核可，於該決議案送達行政院 10 日內，移請立法院覆議 
逕移司法院解釋之 
行政院應即接受立法院之決議並執行之 

24 憲法保障之集會遊行自由，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室內之集會原則上應先申請許可 集會遊行應以和平方法為之 
集會遊行可主張「共產主義」與「分裂國土」 法律得規定特定區域禁止集會遊行 

25 有關警察實施臨檢之規定，依司法院釋字第 535 號解釋，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警察執行場所之臨檢勤務，應限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理判斷易生危害之處所、交通工具或公共

場所 
為了預防將來可能發生危害之公共場所，警察得逕予檢查、盤查 
對人實施之臨檢，須以有相當理由足認其行為已構成或即將發生危害者為限 
臨檢原則上應於現場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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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依司法院釋字第 636 號解釋，檢肅流氓條例曾規定「法院審理之結果，認應交付感訓者，應為交付感訓
處分之裁定，但毋庸諭知其期間」，係屬違憲侵害人民何項權利？ 
 宗教自由 人身自由 言論自由 集會自由 

27 有關立法院常會會期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每年 2 次，自行集會，必要時得延長之 每年 2 次，由總統咨請集會，必要時得延長之 
每年 3 次，自行集會，不得延長 每年 3 次，由總統咨請集會，必要時得延長之 

28 立法委員被視為我國國會議員，惟與英國內閣制國家之國會議員相較，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均須定期改選 均擁有倒閣權 均不可兼任官吏 均由人民直接選出 

29 關於立法委員不受逮捕特權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立法委員在會期中享有不受逮捕特權  
憲法保障立法委員不受逮捕特權乃是為防止司法機關及行政機關濫用逮捕權妨礙國會議員執行職務 
立法委員在會期內如經立法院之許可仍可逮捕 
立法委員在會期中如係現行犯仍不可逕予逮捕 

30 公務員之懲戒，屬於下列何者之職權？ 
 考試院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行政院 
監察院  司法院 

31 依憲法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法官為任期制   
法官受懲戒處分，依法不得免職 
法官受禁治產之宣告，依法得予免職  
司法院基於業務需要，無法律之規定，即可將法官轉任 

32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規定，由政黨依得票比率選出之全國不分區立法委員，各政黨當選名單中婦女比
例不得低於： 
 二分之一 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 五分之一 

33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下列何者是由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審理之？ 
 公務員違法失職案件  總統、副總統罷免案件 
政黨違憲之解散案件  立法委員違反議事紀律案件 

34 考試委員應如何產生？ 
 由總統提名，經立法院同意任命之 由行政院院長提名，經立法院同意任命之 
由考試院院長提名，經公民投票同意任命之 由總統提名，經公民投票同意任命之 

35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行政院院長如何產生？ 
 由總統提名，經立法院同意任命之 由總統提名，經監察院同意任命之 
由總統任命之  由各部會首長及不管部會政務委員互選之 

36 有關監察院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監察院就所掌事項，不得向立法院提出法律案  
監察院之組織，以法律定之 
監察委員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據法律獨立行使職權 
監察委員不得兼任其他公職或執行業務 

37 依司法院釋字第 654 號解釋，若法律規定：「律師接見受羈押之被告時，應予以監聽、錄影。」請問此
條規定違反被告下列何項憲法基本權利之保障？ 
 言論自由 訴訟權 人身自由 思想自由 

38 下列何者並無至立法院院會備詢之義務？ 
 考選部部長  法務部部長  
僑務委員會委員長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主任委員 

39 人民之罷免權在性質上係屬於下列何種權利之內容？ 
 自由權 受益權 參政權 言論權 

40 依司法院釋字第 617 號解釋，性言論之表現與性資訊之流通，是否受憲法上對言論自由之保障？ 
 不論是否以營利為目的，皆受保障 非以營利為目的者為限，始受保障 
屬低價值言論，故不予以保障 屬猥褻性言論，故不予以保障 

41 As in all technical professions, fire protection engineers must stay current in the        technologies and 
capabilities. 
wildest greatest latest highest 

42 The main forces of firefighters in Taiwan are        firefighters. 
military career volunteer paid-on-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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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The buoyant gas stream rising above a burning fuel bed is often referred to as the fire       . 
cloud plume stream feather 

44 Very        warning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to prevent fire growth and avoids the costly and disruptive 
release of suppression agents. 
decisive loud early smart 

45 A single sprinkler extinguished a fire in the kitchen of a home that began when food left cooking unattended       . 
ignited exploded erupted flourished 

46 Many high-rise building fires cannot be fought from outside the building, as the upper stories are        the 
reach of most aerial ladders. 
upon without beyond above 

47 Portable fire extinguishers are categorized by       . 
the cost of the extinguisher who is able to use the extinguisher 
the types of fire for which they are intended whether they are for commercial or residential use 

48        are the three primary missions of the Fire Services Act in Taiwan. 
Emergency response, disaster rescue, and emergency medical service 
Fire prevention, emergency response, and emergency medical service 
Fire prevention, disaster rescue, and emergency medical service 
Fire prevention, disaster rescue, and emergency response 

49 Usually, a backdraft will only        for a very short amount of time, in the order of seconds, during a fire. 
cease suppress replace last 

50 Automatic sprinkler systems are often considered the most significant        of a building fire protection 
strategy. 
particle partition compartment component 

51 In apparent backdraft conditions, the best time to attempt to enter is       . 
immediately  after ventilation has started 
before beginning of ventilation only after ventilation is completed 

52 Standpipe systems have been installed in health care facilities for many years to provide        valves in 
enclosed stairs and throughout selected occupied rooms and corridors. 
hose duct coil water 

53        are designed to supply a large volume of water quickly to the protected area. 
Deluge sprinkler systems  Wet-pipe sprinkler systems 
Dry-pipe sprinkler systems Residential sprinkler systems 

54 “BLEVE” stands for       . 
Boiling Liquid Expanding Vapor Explosion Boiling Liquid External Valve Explosion 
Bottled Liquid Explosive Vertical Expansion Bottled Liquid Excessive Vibration Exchange 

55        is a main type of liquefied petroleum gas (LPG). 
Methane Propane Ethylene Isobutene 

56 Mass flow of hot smoke in and out of compartment openings can be calculated since the        differences 
across the opening can be estimated. 
surface area pressure velocity force 

請回答第 57 題至第 60 題： 
An interesting question arises regarding the use of elevators by rescue. Fire safety professionals   57   the use of 
elevators by occupants as a means of escape under fire conditions. However, there are circumstances where elevators 
could be used to remove occupants when under the fire department’s control. The use of elevators for evacuation may 
be   58   in buildings that are subdivided by fire-resistive construction. If an elevator is remote and separated from 
fire area with an auxiliary power supply, using it for rescue purposes, especially to evacuate   59   occupants, may be 
the best option. The use of an elevator in the immediate fire area is hazardous to everyone and should be avoided. If it 
is necessary to remove people from a multi-story building, use the interior   60   as a first choice. When a decision 
has been made to remove occupants from the building, always use the safest and most efficient means available. 
57 discourage punish enforce improve 
58 clarified estimated justified saved 
59 immobile vigilant weak inconvenient 
60 elevators windows openings stair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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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論題部分：（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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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以藍、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論試卷上作答。 

一、若有某位於火車站附近鬧區的商業大樓於白天營業時段發生火災，你是轄區消防分

隊長，於接獲通報後趕抵現場救災，請問在你隨車初抵火場，建立現場指揮站並擬

定救災戰術之前，從視覺上有那些外在狀況你應先行確認？（20 分） 

二、當你為某一縣市的防火管理業務承辦人，轄區內有一棟觀光旅館樓高 16 層且總樓

地板面積為 3 萬 2500 平方公尺，依規定辦理自衛消防編組演練暨驗證，其演練時

係以火災發生為構想並執行初期應變相關事項。此時，你現場進行評核時，應瞭解

此一演練的一般應變事項會有那些，其內容為何？（20 分） 

三、火災調查人員因工作任務需要，除火災發生後須進行災後火場勘查外，最好能於火

災發生時與救災車輛一同出勤，進行出動觀察，針對燃燒演變狀況及搶救情形，從

各方向角度加以照相或攝影。若你是○○縣政府消防局火災調查科的科員，為確定

某連棟式住宅火災起火初期範圍，於火場時應照相或攝影的對象有那些？（20 分） 

乙、測驗題部分：（40 分）                    代號：3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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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題，每題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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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兒童動物園恐龍館為無開口樓層，且樓地板面積達法定應設排煙設備的條件，下列敘述何者最適當？ 
在洪荒時代的穹蒼所設排煙口，平時應維持關閉且應漆成紅色，俾利消防機關檢查 
在廣大森林樹幹上應設置明顯的排煙設備紅色啟動按鈕 
既然是恐龍館，則應依建築師或室內設計師的空間意象規劃，選用適合洪荒時代森林意象的排煙口型

式及顏色 
因擔心巨大的恐龍會破壞下垂 50 公分以上的防煙垂壁，可將防煙垂壁移除 

2 消防機關在辦理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複查作業時，發現某飯店緊急發電機未如申報書所述功能正常，

且無法正常啟動。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相關檢查資料及違規處理情形於 72 小時之內輸入安管系統管制 
專責檢查小組成員應領有消防設備師（士）證書 
應對該飯店管理權人開具限期改善通知單，限期改善 
應對該飯店管理權人開具不實檢修舉發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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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某日有一棟樓高 16 層之國際觀光旅館，正在進行自衛消防編組演練及驗證，你承辦防火管理業務且於現

場評核，對於下列那一項避難引導的應變要領，你認為錯誤？ 

疏散引導結束後，應再確認已無滯留人員，並確實關閉樓梯間的防火門、防火捲門 

各樓層避難開始時間，係依照緊急廣播或是各樓層檢視人員之避難指示後進行 

可依照事先規劃的樓梯及避難通道進行避難引導工作，但不可引導至離火場最近的樓梯 

設有排煙設備的情況下，在確認火災發生後，除排煙設備已自動啟動外，不應立刻手動將起火點最近

之排煙設備及特別安全梯間之排煙設備啟動 

4 鑑於美術館及博物館所展示及典藏的多為人類重要文物遺產，且相當脆弱需特別呵護，試問有關滅火設

備及藥劑的選用敘述，下列何者最適當？ 

館內紀念品販售空間也不能用 ABC 乾粉滅火器 

展示空間及典藏庫如設有自動撒水設備，則最好移除室內消防栓，避免強壓水柱造成文物永不能復原

的傷害 

展示空間及典藏庫即使設有防水櫃，仍不宜安裝撒水頭 

展示空間及典藏庫應設置全區放射式的氣體滅火設備 

5 某地下美食街依法應設排煙設備，下列有關用以連動啟動排煙口且臨近廚房油鍋上方附近的火警探測器

選用敘述，何者最正確？ 

採用離子式偵煙探測器  採用光電式偵煙探測器 

採用火焰式探測器  採用定溫式探測器 

6 某船艦設施決定在甲板下方船艙的某處機房設置二氧化碳滅火設備，基於甲板下方多數空間有人走動的

境況需求，下列敘述何者最正確？ 

應設全區放射式自動啟動二氧化碳滅火設備 

應設全區放射式手動啟動二氧化碳滅火設備 

只有最靠近甲板上方的船艙空間可設置二氧化碳滅火設備 

只能設置移動式二氧化碳滅火設備 

7 某醫學中心手術室發生火災，你是抵達現場第一梯次救火指揮官，進行滅火攻擊時，需要提醒同仁火災

現場最有可能的毒化物為何？ 

多氯聯苯 環氧乙烷 丙酮 三氯矽甲烷 

8 有一醫學中心附設停車塔，消防專技人員檢修二氧化碳滅火設備時，因誤觸啟動鋼瓶，致大量二氧化碳洩

漏，造成地下層有檢查人員 2 人因急速缺氧而窒息，假設你與分隊三位同仁最先到達現場，下列何者是

最適當之處理方式？ 

俟送風機抵達現場，由通風口注入新鮮空氣後，再進行人命救助 

俟排煙機抵達現場，排出地下層二氧化碳後，再進行人命救助 

全員穿戴呼吸器後，立即進入地下層再進行人命救助 

啟動二氧化碳滅火設備排放裝置並完成排放後，再進行人命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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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某捷運發生火災，火場位於捷運隧道內，轄區消防分隊長獲報後率隊抵達現場處理，以下處置，何者最

不適當？ 

要求救災人員避免由下風處（排煙區）進入隧道 

於隧道內採單向部署、雙向搶救方式部署戰力 

即使斷電，仍應優先選用乾粉或二氧化碳滅火器滅火 

救災時隨時注意火場變化，以防閃燃（flashover）現象發生 

10 某工廠發生火災，現場疑似四氯化碳外洩，有關現場指揮及搶救作業，下列何者最適當？ 

應確認四氯化碳外洩是否造成大規模災害再進行區域管制 

應以緊急應變指南作為第一優先參考資料 

應以防護安全及災民疏散和撤離需要來界定區域管制大小 

災害現場因任務需要執行除污時，應進行完全除污程序，以確保安全 

11 假設你是某縣消防局救災救護指揮中心執勤員，某日接獲轄區某五樓高住宅廚房冒煙通報，且民眾傷亡

不明，下列初期車組派遣作業，何者最適當？ 

派遣多部水箱車及救護車執行車海戰術 派遣二部水箱車及一部救護車 

派遣二部水庫車及一部救護車 派遣一部水箱車及一部救護車 

12 在一場隧道火災當中，火場指揮官下令建立集結區，有關集結區建立及管理，按 ICS 的作業原則，下列

何者最不適當？  

由後勤組長負責監控  作為救災資源暫時安置場所 

集結區內資源三分鐘內須能立即出勤 集結區離隧道須在五分鐘內可到達 

13 某大樓二樓發生一對兄弟爭吵事件，其中一人抱了一桶瓦斯，拿著一個打火機，揚言引燃瓦斯自殺，轄

區消防分隊長獲報後率隊抵達現場處理，以下處置，何者最不適當？ 

現場進行破壞通風前應先劃定警戒區 

應將消防車輛停於報案地點正面並建立指揮站 

延伸出二條水帶到報案地點之門、窗處預備射水 

立刻疏散住戶及民眾，但不可搭電梯 

14 某一火災案件發現其鋁窗之玻璃已有不同之龜裂並有掉落，若你為火調人員，請研判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玻璃依其受熱面有較多之落下 玻璃依其背熱面有較多之落下 

玻璃之落下與受熱面或背熱面無關 玻璃受熱程度愈大裂痕愈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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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某日你所服務的○○消防局火災調查科科長指派你至火場採集此火場的證物，到達現場後發現多為固狀

證物，下列固狀證物處理原則，何者錯誤？ 

木質地板因具吸附性應予清掃及擦拭，以便發現易燃性液體滲入其內，燃燒後留下之較深碳化痕，所

切取之地板應包括碳化、未碳化及中間部分 

採取地毯證物時應包括地毯碳化與未碳化部分 

易燃性液體被倒在棉被、衣物、床舖、沙發上燃燒，會形成碳化的坑或洞，可採取吸附性較強且未完

全燒燬之多孔或吸水性部位 

於鄰近起火點之五公分處選擇相同之物品採樣，以便作空白對照試驗 

16 在某一火場其混凝土牆壁發現有不同之燃燒痕跡，有些地方已反白，若你為火調人員，經檢測發現並無

碳粒子，請試研判其受燒時之溫度至少為多少度以上？ 

450℃ 650℃ 850℃ 1000℃ 

17 有一連棟建築，其屬加強磚造，屋頂使用木材及磚瓦，火災時共計燒燬六戶，為查明起火戶，你認為下

列何者最具證明力？ 

現場建築與火煙流向之照片 目擊證人之指證 

搶救人員之指證  各戶屋內材料燃燒強弱之研判 

18 你為火災原因調查訓練合格的人員，為確保火災現場採證品質，下列應該注意的火場證物採證原則何者

錯誤？ 

火場應經清理及復原重建之後，再予研判起火處附近及相關位置採證 

採取化學跡證時，同一採證工具勿同時重複使用採取不同地點之證物，以免發生交互污染現象 

促燃劑之採樣應於一週內完成，以免揮發流失 

同時於起火處三個不同位置採取樣品，相較於僅集中在一處採樣，較為適合比對分析且具互補性 

19 醫院開刀房於病人胸腹腔手術作業期間，一旦不幸發生手術作業之火災事故，基於生死交關及病人安全

與醫療品質確保之需求，有關火災預防與緊急應變作業，下列敘述何者最適當？ 

開刀房絕不能放置乾粉滅火器 

開刀房可選用化學泡沫滅火藥劑 

開刀房內應設自動滅火設備防護 

開刀房應提供醫生及消防員專用的空氣呼吸器及面罩 

20 某一地下鐵車站，在安全設計上需滿足起火列車進站後，全部旅客藉月台及安全設施設備進行避難逃生，

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基於大量人員避難逃生之境況，月台空間不可以裝設自動撒水設備 

依一般建築物之排煙設計方式，採負壓排煙方式，將煙往上引導排放 

在軌道處鋪設水霧噴頭，進行車輛下方火勢之初期控制，以彌補月台上消防栓無法防護之死角 

因導電顧慮，故月台空間以設置氣體滅火系統最合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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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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以藍、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論試卷上作答。 

一、消防法要求設置住宅用火災警報器之場所為何？在建築物新建、改建或變更用途等

不同建築行為時，住宅用火災警報器之設置義務為何？未依規定設置時，罰則有處

罰與否之設定，有關考量分別為何？（25 分） 

二、依據「消防法」與「消防法施行細則」之規定，請說明消防人員於進行災害搶救工

作時，與當地警察單位、電力、公用氣體燃料事業機構及自來水事業機構應相互採

行之相關措施為何？不聽從依相關規定所為之處置者，罰則為何？（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4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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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題，每題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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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消防法」之規定，液化石油氣零售業者應備置資料，定期向轄區消防機關申報，並保存多久，以

備查核？ 

六個月 一年 二年 三年 

2 依據「消防法」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有誤？ 

地面樓層達六層以上之建築物，消防安全設備之定期檢修，其管理權人應委託中央主管機關審查合格

之專業機構辦理 

自中華民國 95 年 2 月 1 日起使用燃氣熱水器之安裝，非經申請營業登記之承裝業僱用領有合格證照者，

不得為之 

直轄市、縣（市）政府為消防需要，應會同自來水事業機構選定適當地點，設置消防栓，所需費用由

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酌予補助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舉辦防火教育及宣導，並由機關、學校、團體及大眾傳播機構協助推行 

3 直轄市、縣（市）政府，為消防需要，依「消防法」第 17 條之規定，應會同自來水事業機構設置「消防

栓」。有關前述消防栓之規格與管理規定，下述何者錯誤？ 

採用地上雙口式為原則  消防栓的出水口口徑為 63.5 公厘 

消防機關負保養、維護消防栓之責 消防栓之開關（轉動帽）限用五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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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消防機關依消防法執行火災現場之調查鑑定，下述何者正確？ 

消防機關依法調查、鑑定火災原因後，應即製作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移送當地地方法院依法處理 

消防機關調查、鑑定火災原因，不需會同當地警察機關辦理 

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應於火災發生後 10 日內完成，必要時，得延長至 60 日 

檢察、警察機關或消防機關得封鎖火災現場，於調查、鑑定完畢後撤除之 

5 依據「消防法施行細則」有關山林、田野引火燃燒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山林、田野引火燃燒如有延燒之虞者，引火人應於五日前向當地消防機關申請許可 

於引火前在引火地點四週設置五公尺寬之防火間隔，及配置適當之滅火設備 

毋需將引火日期、時間、地點通知鄰接地之所有人或管理人 

引火應在上午七時後，下午七時前為之 

6 為提昇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火場指揮能力，強化火災搶救效率，依「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火場指

揮及搶救作業要點」之規定，必要時協調臨近之軍、憲、民間團體或其他有關單位協助維持現場秩序，

係屬下列何種火場指揮官之任務？ 

火場總指揮官 救火指揮官 警戒指揮官 偵查指揮官 

7 依據「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火場指揮及搶救作業要點」之規定，對於抵達火場之處置作業，何者符合規

定：①災情回報：初期救火指揮官到達火場，應立即瞭解火場現況 ②車輛部署：以「車組作戰」及

「單邊部署」為原則，五樓以上建築物火場正面空間，應留給高空作業車使用 ③室內水線佈線：沿室

內樓梯部署水線之方式，適用較高樓層 ④人命搜救：抵達火場後，應優先進行人命搜救任務 

①② ①④ ②③ ③④ 

8 為有效執行緊急應變措施，依「災害防救法」之規定，各級政府應依權責實施之整備事項，下述何者正

確？①災害防救之訓練、演習 ②有關弱勢族群災害防救援助必要事項 ③災情蒐集、通報與指揮所需

通訊設施之建置、維護及強化 ④災害防救物資、器材之儲備及檢查 

①②④ ②③④ ①③④ ①②③ 

9 依「災害防救法」之規定，人民因災害防救之必要，受各級政府所為之處分、強制措施或命令，致其財

產遭受損失時，得依法請求補償。前述之損失補償，應自知有損失時起，幾年內請求之。但自損失發生後，

經過幾年者，不得為之？ 

2；5 1；3 1；2 0.5；1 

10 依「災害防救法」第 2 條有關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之規定，係指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及公共事業就

其掌理業務或事務擬訂之災害防救計畫。前述所稱之公共事業，下述何者正確？①大眾傳播事業 ②醫

療服務業 ③運輸業 ④公用氣體燃料事業 

①③④ ②③④ ①② ③④ 

11 依據「災害防救法」與「災害防救法施行細則」之規定，下列項目何者屬災害防救設施、設備？①飲用

水、糧食 ②急救用醫療器材 ③人命救助器材 ④營建機具 ⑤人員、物資疏散運送工具 ⑥傳染病

防治、廢棄物處理設備 

③④ ⑤⑥ ①②③ ④⑤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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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依「災害防救法」之規定，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每幾年應檢討災害防救基本計畫，直轄市、縣（市）政

府及鄉（鎮、市）公所每幾年應檢討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必要時，得隨時辦理之？ 

5；2 3；1 2；1 1；1 

13 依「爆竹煙火管理條例」第 13 條之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得公告禁止兒童施放之一般爆竹煙火種類。下列

何種一般爆竹煙火，已公告禁止兒童施放：①行走類 ②升空類 ③火花類 ④飛行類 

①④ ②④ ①③ ③④ 

14 依據「爆竹煙火管理條例」之規定，爆竹煙火製造場所及達中央主管機關所定管制量 X 倍之儲存、販賣

場所之負責人，應選任爆竹煙火監督人，責其訂定安全防護計畫，並應於選任後 Y 日內，報請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X 與 Y 分別為何？ 

X=10 倍，Y=7 日 X=20 倍，Y=7 日 X=15 倍，Y=15 日 X=30 倍，Y=15 日 

15 依據「爆竹煙火管理條例」之規定，下列項目何者為中央主管機關之權責？①一般爆竹煙火認可相關業

務之辦理 ②爆竹煙火製造之許可、變更、撤銷及廢止 ③直轄市、縣（市）爆竹煙火安全管理之監督 

④爆竹煙火監督人講習、訓練之規劃及辦理 ⑤輸入一般爆竹煙火之封存 

①③④ ②③④ ①②⑤ ②④⑤ 

16 依「爆竹煙火管理條例」及其施行細則，有關爆竹煙火相關場所選任爆竹煙火監督人之規定，下列敘述

何者正確？①所有的爆竹煙火製造及儲存場所之負責人，均應選任爆竹煙火監督人 ②達中央主管機關

所定管制量 10 倍以上之販賣場所之負責人，應選任爆竹煙火監督人 ③爆竹煙火監督人任職期間，每 2

年至少應接受複訓 1 次 ④初任爆竹煙火監督人，應經中央主管機關或其認可之專業機構施予訓練，並

領有合格證書，始得充任，前述訓練之時間，不得少於 24 小時 

①③④ ②③④ ①② ③④ 

17 依據「爆竹煙火管理條例施行細則」之規定，各種爆竹煙火儲存、販賣場所之管制量敘述，何者正確？ 

舞臺煙火以外之專業爆竹煙火，為總重量一公斤 

摔炮類一般爆竹煙火，為火藥量零點五公斤或總重量二點五公斤 

摔炮類以外之一般爆竹煙火及舞臺煙火，為火藥量五公斤或總重量二十五公斤 

手持火花類及爆炸音類之排炮、連珠炮、無紙屑炮類，為火藥量十五公斤或總重量七十五公斤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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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廠區境界線應保有一定間隔

距離的公共危險物品之場所，下述何者正確？ 

製造場所 室內儲存場所 一般處理場所 室外儲槽場所 

19 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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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危險物品室內儲槽場所

之位置、構造及設備應符合之規定，下列何者正確？ 

儲槽容量不得超過管制量之三十倍 

儲槽專用室之儲槽與室內牆面之距離應在三十公分以上 

儲存第四類公共危險物品中之第二石油類及第三石油類，不得超過三萬公升 

儲槽專用室內設置二座以上之儲槽時，儲槽相互間隔距離應在五十公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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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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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液化石油氣容器連接燃

氣設施之場所，使用量在三百公斤以上未滿六百公斤者，應符合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場所之溫度應經常保持攝氏四十度以下，並有防止日光直射措施 

容器與用火設備保持三公尺以上距離 

容器放置於室外者，應設有柵欄或圍牆，其上方應以輕質金屬板或其他輕質不燃材料覆蓋，並距離地

面三點五公尺以上 

容器與第一類保護物最近之安全距離應在十六點九七公尺以上 

21 依緊急醫療救護法及其施行細則規定，下述何者正確？ 

大量傷病患：指單一事故、災害發生之傷病患人數達十五人以上，或預判可能達十五人以上者 

救護車依緊急醫療救護法規定所施行之定期消毒，每週應至少一次，並留存紀錄以供衛生主管機關查核 

緊急傷病患：指緊急傷病之患者。也包括醫院已收治住院者 

救護隊或消防分隊，每隊至少應配置救護車一輛及救護人員五名，其中專職人員不得少於半數 

22 依「緊急醫療救護法」之規定，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之救災救護指揮中心，應由救護人員二十四

小時執勤，處理緊急救護事項，下列何者錯誤？ 

建立緊急醫療救護資訊 

提供緊急傷病患送達醫療機構前之緊急傷病諮詢 

聯絡救護運輸工具之設置機關（構）執行緊急救護業務 

遇緊急傷病或大量傷病患救護時，派遣當地救護車設置機關（構）之救護車及救護人員出勤，可不必

通知直轄市、縣（市）衛生主管機關 

23 依據「緊急醫療救護法」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內容所稱衛生主管機關，在中央為行政院衛生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衛生局 

救護車於救護傷病患及運送病人時，應至少有救護人員一名出勤，並須為護理人員或中級以上救護技

術員 

直轄市、縣（市）衛生主管機關對所轄救護車之人員配置、設備及救護業務，應每年定期檢查，救護

車設置機關（構）不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救護人員施行救護，應填具救護紀錄表，分別交由該救護車設置機關（構）及應診之醫療機構保存至

少五年 

24 依據「緊急救護辦法」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緊急傷病患之運送就醫服務，應送至急救責任醫院或其指定之醫療機構 

孕婦待產者符合緊急傷病患之定義 

消防機關為因應特殊意外災害緊急救護需求，應研訂執行計畫，並就計畫每月實施訓練或演習乙次 

身分無法查明或低收入戶之緊急傷病患，須由救護人員先行填具救護紀錄表，並於當地警察機關查明

身分後再行救治 

25 依據「災害防救法」之規定，中央災害防救會報置召集人、副召集人各一人，行政院設中央災害防救委

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試問各為何者兼任？ 

行政院院長、行政院副院長、行政院副院長 行政院院長、行政院副院長、內政部部長 

行政院副院長、內政部部長、內政部部長 行政院副院長、內政部部長、內政部消防署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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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 
101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 
101年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路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50750 

等  別： 三等警察人員考試 

類  科： 消防警察人員 

科  目： 火災學與消防化學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不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全一頁 

一、國內油槽車與液化氣體槽車甚多，此類車輛意外事故亦不鮮見，若不慎事故發生火

災，如何預測其發生蒸氣爆炸之時機與爆炸方向？請述明其預測之判斷依據。（25 分） 

二、化學物質之相關危險性是預防、搶救及事後調查鑑定上必要之知識，試問三乙基鋁

有何危險性？請以其化學反應式說明之。（25 分） 

三、試述天然氣與液化石油氣的特性？若不慎產生洩漏而爆炸，可以分為那三個階段？

發生事故時如何處置？（25 分） 

四、何謂自由基鏈鎖反應（Chain Reaction）？試以H2＋Cl2→2HCl之反應說明自由基鏈

鎖反應之步驟？在滅火實務上，如何抑制鏈鎖反應之進行以達到終止火災之目的？

（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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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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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50760 

等  別： 三等警察人員考試 

類  科： 消防警察人員 

科  目： 消防安全設備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不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全一頁 

一、光電式侷限型探測器的動作原理可分為那幾種？為確定光電式侷限型探測器具有足

夠的靈敏度，依規定應如何進行其動作試驗與不動作試驗？（25 分） 

二、避難器具為建築物火災時，輔助災民避難逃生的重要消防安全設備，依規定許多場

所均應設置，但各類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中，亦明訂符合某些規定的場所，

其應設之避難器具得免設。請問，各類場所應設之避難器具得免設的規定為何？何

以這些場所得免設避難器具？（25 分） 

三、室內停車空間的火災燃燒特性為何？室內停車空間若裝置水霧滅火設備時，其排水

設備應如何處理？此一排水設備規定會衍生那些問題？（25 分） 

四、國內因環保因素近幾年推廣油氣混合車，因此在各縣市皆增設加氣站供瓦斯車加氣，

試說明加氣站之防護設備分類為何？並說明依法應如何設置？（25 分） 



101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 
101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 
101年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路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50770 

等  別： 三等警察人員考試 

類  科： 消防警察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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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全一頁 

一、火場使用之瞄子基本射水方式，可分為「直線式」與「水霧式」兩種，試分別說明

兩者在使用上的優缺點。（25 分） 

二、擔任指揮官搶救森林火災時，在人員、車輛部署及指揮過程，安全注意事項有那些？

（25 分） 

三、依據「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火場指揮及搶救作業要點」規定，指揮官抵達火災現場應

立即展開指揮搶救作業，試詳述執行「災情回報」、「請求支援」、「車輛部署」、

「水源運用」、「水線部署」與「人命搜救」等處置之作業要領。（25 分） 

四、知名樂團指揮曾經在演奏現場因心臟病當場倒下，所幸臺下有觀眾是醫生，立即施

以心肺復甦術（CPR），後續再由消防局的救護技術員接手 CPR，而後以 AED（心

臟體外去顫器）電擊後，該樂團指揮在送達醫院前即已恢復意識及心肺功能，讓他

再獲新生。請簡述救護技術員使用 AED 時機？並詳述 AED 操作方式？（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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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接背面） 
 

全一張 
（

 

正面）

30110-30610 
50110-51410 
70110-71410

甲、作文與公文部分：  
請以藍、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論試卷上由左至右橫式作答，於本試題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不得於試卷上書寫姓名或入場證號。 

一、作文：（60 分） 
《貞觀政要》中說：「國家大事，惟賞與罰。賞當其勞，無功者自退。

罰當其罪，為惡者咸懼。則知賞罰不可輕行也。」在管理理論上，西

方也有所謂紅蘿蔔與棍子的說法。試以「談管理」為題，作文一篇。 

二、公文：（20 分） 

試擬行政院致所屬各部會函：為因應即將開放大陸地區人民來臺觀光

自由行，請轉知所屬機關，從速研擬相關措施，俾妥善處理各種狀況。 

乙、測驗部分：（20 分） 代號： 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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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題，每題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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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列句子，那一個犯了用詞的錯誤？ 
愛護花木，就是愛護環境  
勉勵他人，其實也在勉勵自己 
我要你自我反省，你卻來反省我  
民意代表經常檢討官員，也應經常檢討自己 
下列是一段古文，請依文意選出排列順序最恰當的選項： 
約行二三里，渡兩小溪，  甲、林木蓊翳，  乙、皆履而涉，  丙、老藤纏結其

上，  丁、大小不可辨名，  戊、復入深林中，  若虬龍環繞。（郁永河《裨海
紀遊》） 
甲乙戊丙丁 乙戊甲丁丙 丙丁乙戊甲 戊乙甲丁丙 
下列文句，先敘「結果」，再敘「原因」的選項是： 
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禮於晉，且貳於楚也 
昔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 
今歲春雪甚盛，梅花為寒所勒，與杏桃相次開發 
先世避秦時亂，率妻子邑人來此絕境，不復出焉 
晏幾道〈臨江仙〉：「記得小蘋初見，兩重心字羅衣。琵琶絃上說相思。當時明

月在，曾照彩雲歸。」下列選項，何者情境最相近似？ 
寂寞空庭春欲晚  紅顏未老恩先斷 
此情可待成追憶  猶為離人照落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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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中本有點大理菊，被草萊淹得只剩一口游氣，有時在那有毒刺的猪草叢裡，開
出兩三朵神氣黯然的小花。自我搬來以後，莠草去，嘉卉出，深紅淺紫，爛然滿
眼。（蘇雪林〈灌園生活的回憶〉） 
與上文內容意境相近的，是那一個選項？ 
其山多檉，多櫧，多篔簹之竹，多槖吾。（柳宗元〈柳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記〉） 
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益奇而堅，其疏數偃仰，類智者所施設也。（柳宗元

〈小石城山記〉） 
其旁多巖洞，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石楠、楩、櫧、樟、柚，草則蘭芷。（柳

宗元〈袁家渴記〉） 
即更取器用，剷刈穢草，伐去惡木，烈火而焚之。嘉木立，美竹露，奇石顯。

（柳宗元〈鈷鉧潭西小丘記〉） 
《孟子．告子》：「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行道

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不屑也。」行道之人與乞人不接受食物，基於那一
個原因？ 
食不知味 食不厭精 不食嗟來之食 不信耳食之言 
民謠《青春舞曲》「太陽下山明早依舊爬上來，花兒謝了明年還是一樣的開；美

麗小鳥飛去無影蹤，我的青春小鳥一樣不回來，我的青春小鳥一樣不回來。」以
上歌詞，與以下宋詞意思最接近的選項是： 
可堪孤館閉春寒，杜鵑聲裡斜陽暮（秦觀〈踏莎行〉） 
乍聽得、鴉啼鶯哢，惹起新愁無限（呂濱老〈薄倖〉） 
願春暫留，春歸如過翼，一去無迹（周邦彥〈六醜〉） 
去年春恨卻來時，落花人獨立，微雨燕雙飛（晏幾道〈臨江仙〉） 
非營利組織的「行銷導向」，有時不是單純地尊重服務對象的意願，而需要從服

務對象長期的利益觀點，去教育與說服他們。最顯著的例子即是戒菸。...這時禁菸
組織即應發揮教育的作用，而不是配合服務對象的表層偏好而行銷導向了。（司
徒達賢《非營利組織的經營管理》） 
與上文主旨最接近的選項是： 
非營利組織不必講究行銷導向  
禁菸組織亦應充分尊重吸菸者的嗜好 
非營利組織可完全忽略服務對象的表層偏好 
「顧客永遠是對的」這句話，在非營利組織而言，未必適用 
「昇平滿目頒新朔，日月無窮又履端。」這副對聯，最適宜用於那種場合？ 
慶祝媽祖生日 慶祝開業週年 慶祝農曆元旦 慶祝醫院開業 
閱讀下文，推斷令尹子文因人們的何種作為而感慨「人不如麝」？ 
東南之美，有荊山之麝臍焉。荊人有逐麝者，麝急則抉其臍，投諸莽，逐者趨焉，
麝因得以逸。令尹子文聞之曰：「是獸也，而人有弗如之者，以賄亡其身，以及
其家，何其知之不如麝耶！」（《郁離子‧賄亡》） 
投機取巧 捨命逐利 貴耳賤目 露才揚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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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論題部分：（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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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以藍、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論試卷上作答。 

一、Translate the following passage into English.（10 分）   
不要驚慌！我們會儘快趕到你那兒。你最好使用濕毛巾蓋住口鼻，馬上到最近的緊

急出口，並立即疏散。如果你必須下樓，請走樓梯，不要使用電梯。 

二、英文作文：（15 分） 
寫一封通知書給一家大型飯店，告知於日前實施消防安全檢查時，發現有三項不符

合規定項目。要求他們限期改善，否則將依違反消防法加以處分。通知書內需將三

項違規項目明列出來。 

乙、測驗題部分：（75 分）                     代號：2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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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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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列何者不是憲法第 80 條所稱之法官？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委員 
律師懲戒委員會委員  司法院大法官 

2 依憲法本文之規定，下列何者為我國最高司法機關？ 
最高法院 司法院 法務部 行政院 

3 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總統、副總統彈劾之審理，是由下列何者負責？ 
最高法院 監察院 憲法法庭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4 自民國 92 年起，司法院大法官可否適用憲法第 81 條及有關法官終身職待遇之規定？ 
全部司法院大法官均得適用 全部司法院大法官均不得適用 
僅法官轉任司法院大法官者始得適用 僅非法官轉任司法院大法官者始得適用 

5 下列各項職務中，何者須經立法院同意後，始得任命？ 
 行政院主計長  法務部部長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主任委員 審計長 

6 依憲法增修條文，立法院針對下列何種人事案有同意權？ 
 行政院院長  司法院大法官  
內政部部長  司法院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 

7 有關憲法第 63 條立法院對於預算之議決權的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預算案只許立法院以外之關係院提出，立法院及立法委員則僅有審議之權限 
 預算案每一年度實施一次即失其效力，故在學理上又稱為措施性法律 
立法院就預算案之審議不得對各機關所編列預算之數額，在款項目節間移動增減 
預算案之審議關係政府整年度之收支，故審議時有法定之時間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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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依現行規定，立法委員的婦女保障名額如何選出？ 
由直轄市、縣市的當選名額中選出  
由原住民的當選名額中選出 
由全國不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的當選名額中選出  
未予以規範 

9 立法院行使罷免總統之職權，其程序性之規定係規範於下列何種法律？ 
立法院職權行使法 立法委員行為法 立法院組織法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 

10 當總統犯內亂罪時，其他國家機關對總統得採取的行動中，不包括： 
罷免總統  彈劾總統  
對總統為刑事上之訴究  對總統為民事上之訴究 

11 有關總統發布緊急命令之條件，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須為避免國家或人民遭遇緊急危難或應付財政經濟上重大變故  
須依緊急命令法為之 
須經行政院會議之決議 
須於發布命令後十日內提交立法院追認 

12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總統對下列何人的任命，不須經立法院同意？ 
司法院大法官 考試委員 監察委員 行政院院長 

13 有關總統、副總統彈劾案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總統、副總統彈劾案由監察院提出  
總統、副總統彈劾案由司法院大法官審理 
經全體立法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時，被彈劾人應即解職 
經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總額過半數投票同意時，被彈劾人應即解職 

14 依憲法本文之規定，總統行使下列何項職權，須經行政院會議之決議？ 
提名司法院院長 任命法務部部長 任命國家安全局局長 宣戰媾和 

15 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總統為國情報告時，應向下列何者為之？ 
監察院 立法院 國家統一委員會 國家安全會議 

16 依地方制度法第 25 條規定，自治法規經地方立法機關通過，並由各該行政機關公布者，稱為何者？ 
自治規則 自治條例 自治通則 地方通則 

17 依地方制度法之規定，下列何者非地方自治團體？ 
省 直轄市 縣（市） 鄉（鎮、市） 

18 下列何種地方公職人員，非由選舉產生？ 
直轄市市長 縣（市）長 村（里）長 區長 

19 下列關於間接民主之敘述，何者錯誤？ 
又稱為代議民主  國家權力之行使非由人民自己為之 
國家權力之正當性最後仍須回溯自人民意志 為我國憲法及增修條文所採取之唯一民主體制 

20 憲法第 1 條明定中華民國為民主共和國，下列何項原則並非由「民主共和國」所演繹出的原則？ 
不告不理原則 權立分立原則 法治國家原則 國家責任原則 

21 有關民主共和國之國家權力運作原則，下列何者不屬之？ 
權力分立原則 法治國家原則 君主立憲原則 憲法優越原則 

22 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9 條關於省的規定，下列何者錯誤？ 
省設省政府，置主席一人，另置委員九人 省設省諮議會，置省諮議會議員若干人 
省承行政院之命，監督縣自治事項 省政府主席，由行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 

23 司法院釋字第 328 號針對我國領土作出解釋，認為固有疆域如何界定純屬何種重大問題？ 
社會問題 經濟問題 文化問題 政治問題 

24 通訊監察書由檢察官與司法警察機關負責聲請與核發，而非由法官核發，與何種基本權利之保障意旨不

符？ 
意見表達自由 不表意自由 新聞媒體自由 秘密通訊自由 

25 中央警察大學入學考試招生簡章以有無色盲決定能否取得入學資格之規定，涉及下列何者？ 
財產權 平等原則 受國民教育之權 信賴保護原則 

26 行政機關不得以命令干預大學教學之內容及課程之訂定，與下列何者有關？ 
大學自治 契約自由 人格發展自由 機關自我拘束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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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憲法第 24 條未提及公務員之何種責任？ 
政治責任 民事責任 刑事責任 懲戒責任 

28 憲法規定，人民有應考試、服公職之權。此種權利在理論上屬於： 
自由權 受益權 參政權 平等權 

29 依司法院釋字第 487 號解釋，下列何者係憲法第 24 條國家賠償責任之特別立法？ 
冤獄賠償法  犯罪被害人保護法  
強制汽車責任保險法  二二八事件處理及賠償條例 

30 依司法院大法官之解釋，下列何者與婚姻自由之憲法上保障依據相同？ 
人格權 平等權 宗教自由 藝術自由 

31 下列何者為人民基本權之核心保障？ 
公共利益 人性尊嚴 自由平等 民主共和 

32 私法人不可能享有之人權是： 
民意代表選舉權 財產權 表現自由權 賠償請求權 

33 刑罰之制定應符合比例原則，請依司法院大法官對此之解釋來判斷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國家得將特定事項以特別刑法規定特別之罪刑  
國家刑罰權之規定，其內容須符合目的正當性、手段必要性、限制妥當性 
刑罰中誣告罪之反坐規定，立法雖嚴，但仍屬必要，並無違憲 
刑罰之規定，如僅強調同害之原始報應，即有違比例原則 

34 下列何者並非憲法保障財產權之理念？ 
財產權保障之意義在於維持人性尊嚴生活上必須的財產之保障  
因支配他人勞動力所取得的資本型財產，亦應予保障 
對於個人財產權的保障是一種絕對保障 
人民財產權被侵害，得依法請求賠償 

35 關於公務員之懲戒與憲法人權保障，司法院大法官解釋認為： 
 公務員之懲戒，與人權無關  
公務員懲戒標準，得由行政機關訂定 
懲戒處分與懲處處分在構成要件與效力上並無不同 
免職處分之訴訟確定前，得先令停職，但於訴訟確定後方得執行 

36 下列何者非憲法所定限制基本權之要件？ 
增進國家機關權威  避免國家社會及個人之緊急危難 
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利益 防止妨礙他人自由 

37 下列何項屬於憲法未明文規定之自由權利？ 
財產權 集會自由 隱私權 工作權 

38 關於憲法第 23 條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揭示基本權利以保障為原則，限制為例外  
憲法第 23 條只有規定了比例原則 
只要有公共利益事由的存在，行政機關即可直接限制人民基本權利 
自治條例非憲法第 23 條所規定之「法律」，故自治條例不得規定行政罰之條款 

39 對於人民違反行政法上義務之行為處以裁罰性之行政處分，其處罰之構成要件及法律效果，應由法律定

之，以命令為之者，應有法律明確授權，始符合下列何種原則？ 
法定法官原則 法律優位原則 法律不溯既往原則 法律保留原則 

40 妨害兵役治罪條例規定後備軍人居住處所遷移，無故不依規定申報者，即處以刑事罰。依司法院大法官

解釋，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該規定限制人民之居住遷徙自由 該規定與人民服兵役之義務有關 
該規定有違憲法所定之比例原則 該規定有違憲法所定之平等原則 

41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not included in the automatic sprinkler system? 
Wet-Pipe system Dry-Pipe system Deluge open system Action system 

42 Proper sprinkler systems should be         in all buildings to release water onto fire. 
gratified installed disguised oriented 

43 How often shall fire departments of the municipal and county government carry out         disinfection? 
periodic fragile everlasting de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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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In case of fire emergencies, firefighters should be quick in action, calm in mind, and most importantly,      
         with fire apparatus. 
well-received well-conducted well-equipped well-informed 

45 For the sake of fire prevention, all         should be removed from the reach of flammability range. 
compatibles combustibles containables conductables 

46 Fire prevention systems now include not only early evaluation, instant notification, but also quick responses by 
fire         units. 
supposition submission suppression substitution 

47 There are four stages in a fire: the         phase, the growth phase, the fully-developed phase, and the decay 
phase. 
ignomity ignorance ignition igneous 

48 For the sake of safety, all interior finish should be designed and made of         materials to prevent the 
breakout of fire. 
inclusion induction instruction insulation 

49 Each building should be equipped with a fixed-temperature         to respond to the increase of heat to a 
predetermined level. 
divider denouncer detector decoder 

50 ICS (                         ) is a set of standard operation system that is designed to maintain order in 
any emergency situation. 
Incorporation Certificate System Incident Configuration System 
Incident Command System  Incorporation Command System 

51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tems of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used by firefighters and rescue personal is 
“self-        breathing apparatus,” which ensures the automatic and sufficient breathing of the firefighter staff 
member. 
contained maintained sustained extended 

52 For a comprehensive fire rescue action, it’s important to search for survivors and victims hidden in debris in 
        buildings and structures. 
collected combined collapsed condensed 

53 In the 1980s, the         imaging cameras (TICs) were used to allow firefighters to visualize objects by shape 
on a viewing screen in conditions that do not allow visualization by use of normal vision. 
temporary temporal thermal thematic 

54 If the heat, smoke, and fire gases are not released, they will accumulate at the highest point of the structure and 
begin to        . 
monopolize mushroom mortalize metaphorize 

55 A portable fire         can knock down small fire or control a large one until firefighters can stretch or 
advance a hoseline to the fire area. 
suppressor oppressor extinguisher exhauster 

Firefighters have always been first-aid trained. All of our firefighters/paramedics can perform all of the Advanced 
Life Support (ALS) skills,    56    sophisticated patient assessment, starting IV's, administering medications, cardiac 
defibrillation, and insertion of breathing tube in lungs. These firefighters/paramedics can even perform other 
aggressive patient    57   . The fire district’s vehicle response plan is designed to get its first vehicle    58    of an 
incident within six minutes. Fire and medical emergencies will have different vehicles respond    59    on the 
location and the type of incident. However, whether that first vehicle is a fire engine, ladder truck or ambulance, the 
same level of medical care and treatment will begin without    60   . The only thing the fire engine and ladder truck 
cannot do is transport the patient. On average, the second vehicle will arrive within 90 seconds of the first. 
56 so much  based on  due to  such as 
57 treatments solutions deliveries arrangements 
58 in sum by far at all cost on the scene 
59 counting depending turning looking 
60 cost reason delay pur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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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別： 三等警察人員考試 

類  科： 消防警察人員 

科  目： 火災學與消防化學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不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全一頁 

一、就自然發火性物質而言，油脂類之火災並不鮮見，試問其係屬於何種熱的蓄積而發火

之物質？判斷油脂自然發火之危險性之依據為何？試述其燃燒時之特徵。（25 分） 

二、有關於天然氣及液化石油氣，請說明其主要成分為何？（6 分）兩者之蒸氣密

度大小對起火原因之研判有何意義？（7 分）兩者各一公斤時，完全燃燒所需之

理論空氣量各為多少公斤？（12 分） 

三、在電氣火災中有短路與地路不同之狀況，試詳述短路與地路之差異性為何？（25 分） 

四、曾有一火災搶救案例，消防人員在搶救某建築時由於不知道倉庫放有電石作為水果

之催熟用，因射水而發生意外之案件，試詳述其相關之化學反應式與可能發生之意

外狀況。（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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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50660 

等  別： 三等警察人員考試 

類  科： 消防警察人員 

科  目： 消防安全設備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不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全一頁 

一、何謂消防法規上的「無開口樓層」？一般醫院各病房所在樓層是否屬之？依各類場

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之規定，一未達 400 平方公尺的標準病房是否應設「出口

標示燈」？一旦設置，則有何特殊性能需求？試分別說明之。（25 分） 

二、試申論用來連動啟動排煙、滅火、防火鐵捲門之探測器與一般火警探測器，在設計

目標與選擇適用探測器的性能類型上，有何差異性？（25 分） 

三、我國每年冬天，國人常因瓦斯使用不當而導致人員之傷亡。今有一新落成之公寓大

廈，擬在瓦斯作業之處所裝設漏氣檢知器，請說明該大廈若用天然瓦斯，則瓦斯漏

氣檢知器依規定應如何裝設？若採液化石油氣，則瓦斯漏氣檢知器依規定應如何裝

設？（25 分） 

四、消防主管機構到送行者金紙公司進行消防安全檢查，發現該公司除販售金紙外，亦

銷售爆竹煙火，且儲存與販賣量皆達中央主管機關所定管制量以上。請問送行者金

紙公司應設置何種滅火設備？並簡述該滅火設備及如何核算各場所其最低滅火效能

值？而其滅火設備除滅火器外，應如何核算滅火效能值？（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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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別： 三等警察人員考試 

類  科： 消防警察人員 

科  目： 消防戰術（包括消防戰術、消防機械、緊急救護）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不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全一頁 

一、依規定消防用救生艇出勤應行攜帶之個人裝備與團體裝備各為何？而救生艇出勤執

行水域救生勤務時，從發現被救援者開始，到救援者救上船艇後，其救助過程有那

些應行注意事項？（25 分） 

二、依據「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火場指揮及搶救作業要點」規定，抵達火災現場要採取

「破壞作業」與「通風排煙作業」，各依何種要領進行？（25 分） 

三、近年來嘉義阿里山小火車發生多起意外事故，造成大量旅客受到不同程度的傷亡

情形，倘若您是第一批趕到意外現場，人數甚少的緊急救護人員，面對如此大量的

傷病患之情境，身為救護技術員應如何處置？（10 分）並請詳述如何應用 START
（Simple Triage And Rapid Treatment）法，進行大量傷病患的檢傷分類？（15 分） 

四、近年來我國積極引進美國現行之事故現場指揮體系（Incident Command System，簡稱

為 ICS），請問何謂 ICS 體系？（5 分）針對國內一般建築物火災事件，仿照美國

建立完整的 ICS 體系之可行性為何？試申論之。（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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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消防警察情境實務（包括消防法規、實務操作標準作業程序、人權保障與 

正當法律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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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論題部分：（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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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以藍、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論試卷上作答。 

一、某一車輛火災案件，經訊問司機得知：「在高速公路行駛因駕駛錯誤撞及安全島，

因此下交流道並行駛了 3～4 km 之後，左車輪附近開始冒出白煙，不久輪胎起火。」

若你為火場調查人員，試問從上述資料，你可獲得那些有助火場調查之資訊？（20分） 

二、有一棟位於工業區以鐵皮搭建的大型玩具加工廠發生大火，你為轄區消防分隊長，

到達現場對於是否進行通風戰術應有的判斷條件為何？執行通風戰術後，又如何判

斷此一通風戰術是否有效？（20 分） 

三、82 年完工使用之某大型商場，某消防人員進行消防安全檢查時，發現該商場面積

已達設置室內排煙設備之規定，因此開具限期改善通知書要求該商場設置室內排煙

設備並限期改善，但該商場主張該場所從合法申請並獲許可開業營業至今，該營業

場所未作任何原申請營業型式與項目之變更，也未為相關主管機關認定該商場有室

內排煙設備違規事實的案例。相關說辭並未為消防人員所接受，於改善期限屆滿之

後復查，消防人員發現該場所之室內排煙設備仍未進行改善，因此，擬對該商場開

具舉發通知單，及復查不合規定限期改善通知書。試申述本案出現兩造認知差異的

可能原因及解決方式？（20 分） 
乙、測驗題部分：（40 分）                     代號：3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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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題，每題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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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車輛火災案件，懷疑有逆火可能時，若你為火調人員，請研判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火星塞不能點火時  混合氣體不完全燃燒時 
混合氣體之混合比過濃時 混合氣體之混合比過薄時 

2 若你服務於某消防局，平時負責從事火場證物的鑑定業務。一日局裡的同仁送來某火場疑似縱火的殘跡

證物，請你鑑定其中是否殘留石油系易燃性液體，而你欲以氣相層析法完成該跡證之鑑定分析任務。下

列何者不宜選用為此種分析目的的氣相層析儀上應該裝配的儀器組件？ 
氣相層析儀裝配電子捕捉偵測器（electron capture detector） 
氣相層析儀裝配毛細管柱（capillary column） 
氣相層析儀裝配可操作分流-非分流（split-splitless）模式的樣品進樣系統（sample inlet system） 
管柱內填充以甲基矽氧烷（methylsilicone）或苯基甲基矽氧烷（phenylmethylsilicone）或其他類似成分

的靜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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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下照片為某一火場所拍攝，屬於鐵捲門所留下之痕跡，若你為現場火調人員，你認為火流之方向為何？ 

                     上 

 

 

 

 

左                       右 

 

 

 

 

                     下 

由右下方往左上方 由左下方往右上方 由右上方往左下方 由左上方往右下方 

4 有一地下油行發生火災，若你為現場火災調查鑑識人員，發現火災現場有各種可燃性液體，若研判有香

菸起火之可能時，其液體可燃物以下列何種較有可能？ 

汽油 柴油 二硫化碳 潤滑油 

5 某日貴轄區某工廠發生大火，你身為轄區負責此火災調查之人員於災後至火場進行災後勘查，由於火場

面積廣大，因此需對起火處交界區域及重點處實施現場挖掘和復原等手段，下列清理挖掘火場的注意事

項，何者錯誤？ 

挖掘範圍以起火部位、起火處及其周圍為工作範圍，從多個方向同時挖掘比較。掘出之器具物品，應

逐一查證其確實用途 

由燒燬形態較弱之處，逐步往燒燬強烈方向清理、挖掘、調查及照相攝影 

屋瓦或窗戶之玻璃碎片等在較高位置之物品，掉落在地板顯示附近之燃燒狀況，須留下一部分不予移動 

堆積燃燒物之下側如有碳化物時，上一層之燃燒物可予移走 

6 下圖是某冰箱塑膠起動器變質產生導電之照片，若你為現場火調人員，對於此種狀態稱為： 

 

 

 

 

 

 

 

 

 

 

石墨化現象  沿面放電 

氧化亞銅增殖發熱現象  積污導電現象 

 



 代號：50630 
頁次：4－3 
 

7 某建築物火災現場，一組隊員奉命入室進行搜救，你為火場安全官，請檢視下列該組隊員入室搜救作為，

何者不安全？ 

搜索時，沿牆壁搜索前進 

搜索時，利用繩索作為確保或施放標記，以免迷失 

搜索途中盡可能移開路徑上物品，以防物品掉落砸傷 

於入口處或轉彎處放置照明設備提供照明，以利尋找出口 

8 某鐵皮屋倉庫發生火災，一組隊員奉命進行該倉庫門、窗破壞，以便救災人員強力入屋，若你為火場安

全官，請檢視下列作為何者不安全？ 

從門窗正面進行破壞作業，並部署水線準備防護 

強力入屋後將門、窗保持在敞開位置，以利通風 

入屋前先了解屋內通道並確定建築物無倒塌之危險 

破壞玻璃時，手保持在擊破位置上方，並由玻璃側邊位置破壞 

9 當消防車輛到達一棟四樓公寓火災現場，發現高空作業車輛無法進入之狹小巷道時，且有人在起火樓層

冒出濃煙上方三樓窗口及屋頂等喊呼救，此時最適當且立即的人命搜救方式為： 

立刻利用雙節梯或三節梯登樓，作安撫情緒、提供空氣呼吸器或背負下梯等救援 

呼叫隊部調用其他高空作業車，急赴現場施予救援 

待滅火完成，由直通樓梯前往救援，並提供空氣呼吸器或背負下樓等救援 

等待氣墊完整充氣，即可示意待救者跳下 

10 某建築火災現場，火場指揮官下令一組隊員操作移動式幫浦射水滅火，你為火場安全官，請檢視下列處置

作為，何者最適當？ 

操作幫浦放水時，急速加油門提升壓力，以獲得充足水壓 

運轉中的幫浦，操作人員可暫離，但供給射水線的幫浦不能停放 

幫浦運轉中若油料不足，須先停止引擎，再添加油料 

接近水池操作移動式幫浦時，不可固定幫浦，以保持幫浦機動性 

11 某工廠發生爆炸工安事故，經詢問防火管理人得知，該工廠僅使用丙烯睛單項化學物質，若您為轄區消

防分隊長，負責現場初期部署及應變任務，下列何者應列為您第一優先參考資料？ 

物質安全資料表  毒性化學物質防救手冊 

緊急應變指南  消防防護計畫書 

12 某超高層大樓發生火災，現場指揮官於救災指揮站成立計畫組，下列任務，何者最適合計畫組執行？ 

提出疏散大樓災民所需人力需求 掌控雲梯車需求狀態 

提供空氣呼吸器空氣瓶補給 提出高空作業車調度建議 

13 某汽車停車塔發生火災，你為轄區消防分隊長，到達現場後發現火場濃煙密布，若你要指揮隊員進行通

風作業，依規定下列作為何者最不適當？ 

執行通風排煙作業前應有水線待命掩護 

注意避開從開口冒出的熱氣、煙霧或火流 

避免在停車塔頂端開口通風排煙以防火勢擴大 

藉水平通風引進冷空氣縮短滅火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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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你為轄區分隊長，新近列管一棟建物，該建物為四樓建築，每層樓地板面積為 300 平方公尺，一樓為幼

稚園（收容人數 30 人），二樓為健身休閒中心，三、四樓為咖啡館，你會要求那些場所實施防火管理？ 

幼稚園、健身休閒中心  幼稚園、咖啡館 

健身休閒中心、咖啡館  幼稚園、健身休閒中心、咖啡館 

15 若你抽查某大樓之瓦斯漏氣火警自動警報設備時，發現該大樓使用天然瓦斯，而且有以下幾個現象： 

①檢知器距瓦斯燃燒器具水平距離 5 公尺且無任何樑之構造 ②檢知器下端距天花板下方 20 公分 ③檢

知器距天花板（無任何樑之構造）之吸氣口 20 公分 ④檢知器設於距出風口 2 公尺處；你應針對那些項

目要求改善？ 

①② ②④ ③④ 不用改善 

16 當你進入一工廠進行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消防安全檢查時，發現其：①密閉式停車場裝置定溫型感熱式

探測器 ②發電機室裝置差動式局限型火警探測器 ③廚房周邊之走廊裝置補償式局限型火警探測器 

④熔接作業場所裝置差動式局限型火警探測器；你會要求前述那些場所更換適當型式的探測器？ 

①③ ①④ ②④ ②③ 

17 若你轄內某一列管對象之電信機械室，其長、寬、高各為 20 m、10 m、6 m，其內設置全區放射式二氧化

碳滅火設備，靠近天花板上方有一面積 5 m2無法自動關閉之開口，室內設有 4 隻噴頭，業者稱該防護

空間之①滅火藥劑量為 1500 kg ②噴頭放射量為 107 kg/min；請問①是否足夠？②是否可使放射時間符合

規定？ 

①不足，②可使放射時間符合規定 ①足夠，②無法使放射時間符合規定 

①不足，②無法使放射時間符合規定 ①足夠，②可使放射時間符合規定 

18 設一國定古蹟位於離轄區消防分隊車程較遠的山上，晚上只一位老人看守，下列那一強化措施不適當？ 

如被判定為無開口樓層，則應設排煙設備 

設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並連棟保全監視系統 

善用原有水龍頭配置加上水管盤與多段噴頭組合，進行初期滅火 

號召當地居民組成巡守隊，加強演練 

19 若你執行預防縱火巡邏勤務時，請判斷下列何者與疑似縱火行為較無關？ 

小貨車上載運不明油品在巷內停放 不明人士手提不明液體於暗巷中來回逗留 

公園裏兒童施放玩具煙火 現場瀰漫汽油味 

20 某消防局救災救護勤務指揮中心接獲民眾報案，指稱某道路旁停放一部載滿液化石油氣鋼瓶的小貨車，

恐有公共危險之虞。經指派轄區消防分隊派員前往處理，發現小貨車標示有某瓦斯行的字樣，車上液化

石油氣鋼瓶均為未經使用過的充滿氣狀態，鋼瓶的瓶身也標示同一瓦斯行字樣，且未發現有逾期鋼瓶之

事實。該受指派之消防人員，下列執法的行為，何者較為適宜？ 

通知車主儘速將小貨車駕離，無法追究其他責任 

通知警察機關派員判定是否有違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之事實 

通知拖吊車輛將小貨車拖離現場並處以扣留處分 

直接對小貨車車主開具違反液化石油氣容器儲存之舉發通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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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題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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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以藍、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論試卷上作答。 

一、請說明災害防救法及其施行細則相關條文中，有關於弱勢族群及疏散撤離之部分有

那些？其作用分別為何？（10 分） 

二、發生在新北市的五股煙火爆炸案中，針對爆竹煙火管理條例的實施，有那些具體的

檢討方向？請區分為中央與地方政府不同辦理權責說明之。（15 分） 

三、為落實防火管理，平時須建立火災預防管理編組，請依強化防火管理制度指導綱

領，說明有關防火管理責任體系及應注意事項分別為何？（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4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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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題，每題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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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列何者為消防法第 13 條第 1 項所定之一定規模以上供公眾使用建築物？ 

總樓地板面積在 200 平方公尺以上之補習班或訓練班 

總樓地板面積在 300 平方公尺以上，其員工在 30 人以上之工廠 

總樓地板面積在 500 平方公尺以上，其員工在 50 人以上之工廠 

總樓地板面積在 500 平方公尺以上之餐廳 

2 下列何種建築物設置之消防安全設備，無需委託專業機構辦理定期檢修？ 

高度在 50 公尺以上之建築物 樓層在 16 層以上之建築物 

地下建築物  供公眾使用建築物 

3 下列有關消防法所稱管理權人之敘述，何者正確？①領有使用執照或營利事業登記證之合法場所，係以

現場實際負責人或依契約實際負責之人為管理權人 ②無獨立預算之鎮立圖書館，其管理權人為館長 

③所有權未區分之建築物，其管理權人為所有人，有租賃或借貸關係時，為承租人或使用人 ④連鎖店

係由總公司直營，則管理權人為總公司之負責人 

③④ ①②④ ①②③ ②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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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某消防分隊配置各式消防車 7 部，雲梯消防車 1 部、化學消防車 1 部、水箱消防車 2 部、水庫消防車

1 部、救助器材車 1 部、救災指揮車 1 部，依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配置標準規定，最多可配置消防

人員數為： 
 26 人  30 人  34 人  38 人 

5 下列對於人民因災害失蹤時，有關死亡證明書聲請之敘述，何者正確？①死亡證明書之聲請，應於災害

發生後 6 個月內為之 ②失蹤人尚生存者，檢察機關得依利害關係人之聲請，撤銷死亡證明書 ③失蹤

人尚生存者，檢察機關得依本人之聲請，撤銷死亡證明書 ④撤銷死亡證明書之效力，準用民事訴訟法

第 640 條規定 
②③④ ①②④ ①②③ ①②③④ 

6 依災害防救法規定，下列何者情形得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15 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徵用、徵購救災機具或車輛裝備規定 
規避、妨礙或拒絕進入業者營業場所或物資所在處所檢查 
違反警戒區域內禁止進入或命其離去之規定 
未經許可擅自使用緊急應變警報訊號 

7 下列有關「劃定警戒區域，限制或禁止人民進入或命其離去」處分時機及執行規定之敘述，何者正確？

①應於災害應變中心成立後 ②應由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下令 ③應指定災害應變範圍 ④應予公告 

①②③④ ②③④ ①②③ ①③④ 

8 某一建築物地下三層設置一間儲槽專用室，放置供緊急發電機使用之柴油儲槽一座（內容積為 3 公秉之

非壓力儲槽）請問下列敘述何者正確？①該儲槽應於申請完工檢查前，委託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專業機

構完成滿水檢查，並出具合格證明文件 ②倘該儲槽未設有固定式滅火設備者，其容量範圍為 2700 至 2850
公升 ③該室內儲槽場所僅能儲存閃火點在攝氏 40 度以上第四類公共危險物品 ④該儲槽應設置安全裝

置 ⑤室內儲槽場所儲槽容量不得超過管制量之 40 倍，且第四類公共危險物品中之第二石油類及第三石

油類，不得超過 2 萬公升。同一儲槽專用室設置二座以上儲槽時，其容量應合併計算 
①②③⑤ ①②③④⑤ ②③⑤ ①②③ 

9 使用液化石油氣容器連接燃氣設施之場所，其使用量為 200 公斤，有關其使用安全管理規定，下列敘述

何者正確？①設置自動緊急遮斷裝置 ②設置氣體漏氣警報器 ③以書面向各當地消防機關陳報 ④容

器放置於室外者，應設有柵欄或圍牆 ⑤容器與用火設備保持 2 公尺以上距離 
②⑤ ①③④ ②④ ②③⑤ 

10 你帶隊去檢查液化石油氣容器儲存場所，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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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0 條規定進行檢查，下列敘述何者正確？①應設置防止氣體滯留之有效通風裝置 ②應設置氣體

漏氣自動警報設備 ③該場所應保持攝氏 35 度以下之溫度；容器並應防止日光之直射 ④假設該液化石

油氣容器儲存場所總面積為 100 平方公尺，其通路面積至少需保留 20 平方公尺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③④ ②③④ 

11 下列有關爆竹煙火安全管理，何者敘述正確？ 
雜貨店販賣均有附加認可標示之連珠炮且火藥量合計為 1.5 公斤，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 
雜貨店櫃子發現一個未貼認可標示之連珠炮，老闆表示該連珠炮僅供陳列不販賣，則尚無違反「爆竹

煙火管理條例」之規定 
儲存摔炮類以外之一般爆竹煙火（不含排炮、連珠炮）火藥量為 200 公斤之場所，應設置爆竹煙火監

督人 
一般爆竹煙火之管制量為火藥量 5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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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甲地（直轄市）舉辦大型活動欲施放特殊煙火，施放煙火公司想至國外輸入並儲存於乙地（直轄市）合

法儲存場所，請問依「爆竹煙火管理條例」第 14 條及第 16 條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正確？①該公司需向

甲地市政府取得施放許可，方得向內政部申請該批特殊煙火之輸入許可 ②該批輸入之特殊煙火應運至

合格儲存地點放置，並於通知乙地市政府清點數量後辦理封存 ③該批特殊煙火應於運出儲存地點前，

將相關資料報請乙地與臨時儲存場所及甲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備查後，始得運出儲存地點 

③ ②③ ①③ ①②③ 

13 依據「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火場指揮及搶救作業要點」規定，有關「救火指揮官」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①救火指揮官由消防局長擔任 ②火災初期由轄區消防分隊長擔任 ③劃定火場警戒區是救火指揮官任

務之一 ④人員裝備管制站係由救火指揮官於室內安全樓層或室外適當處所設立 ⑤初期救火指揮官應

攜火警地址登錄紙、甲、乙種搶救圖、搶救部署計畫圖、及其他相關搶救應變指南等資料出動 

②④⑤ ②③④⑤ ②⑤ ①②③④⑤ 

14 主管機關派員檢查經許可之田野引火燃燒場所時，管理權人或現場有關人員違反「消防法」第 14 條第 2

項所定法規有關安全防護措施、禁止從事之區域、時間、方式或應遵行事項之規定者，處新臺幣多少元

以下罰鍰？ 

 3 萬元  1 萬 5 千元  6 千元  3 千元 

15 依「消防法」規定，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擅自施放天燈者，處新臺幣多少元以下罰鍰？ 

 3 千元  6 千元  1 萬 5 千元  3 萬元 

16 主管機關依「消防法」第 14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派員至經申請許可得使用以產生火焰、火花或火星等方式，

進行表演性質活動之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時，管理權人或現場有關人員拒絕檢查人員要求提供相關資料來

檢查之請求者，處管理權人或行為人新臺幣多少元之罰鍰？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  2 萬元以上 10 萬元以下 

 1 萬元以上 5 萬元以下   3 千元以上 3 萬元以下 

17 高層建築物消防安全設備之定期檢修，其管理權人應委託中央主管機關審查合格之專業機構辦理。又依

「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管理辦法」第 4 條第 1 款規定：「檢修機構應置有專任之消防設備師及消

防設備士合計達 A 人以上，其中消防設備師至少 B 人」。違反「消防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從事消防安

全設備之設計、監造、裝置及檢修者，處新臺幣 C 萬元以上 D 萬元以下罰鍰，而 A，B，C，D 各值為何？ 

 A=30，B=10，C=3，D=15  A=20，B=5，C=2，D=10 

 A=10，B=2，C=1，D=5  A=10，B=1，C=0.6，D=3 

18 依「災 害 防 救 法 」有關罰則規定，下述何者錯誤？ 

乘災害之際而故犯竊盜、恐嚇取財、搶奪、強盜之罪者，得依刑法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未經許可擅自使用緊急應變所需警報訊號之種類、內容、樣式及方法者，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 萬

元以下罰鍰 

不從被各級政府為救災所需必要物資徵用、徵購或命其保管所為處分之倉儲業者，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

上 50 萬元以下罰鍰 

相關專門職業、技術人員不從被各級政府徵調協助救災者，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 萬元以下罰鍰 

19 執行「災 害 防 救 法 」 相 關 災害防救事項致重度身心障礙者，無法依其本職責身分有關規定請領各項給

付時，應比照義勇消防人員傷病、死亡之請領數額給與一次身心障礙給付 A 個基數請領，前項基數之計

算，以公務人員委任第 B 職等年功俸最高級月支俸額為準，而 A、B 各值為何？ 

 A＝8、B＝3  A＝18、B＝4  A＝36、B＝5  A＝90、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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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依「災 害 防 救 法 」第 40 條有關公共事業違反情形，致發生重大損害規定，下述何者非處新臺幣 3 萬元

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 
未置專職人員，執行災害預防各項工作 
發現、獲知災害或有發生災害之虞時，未主動蒐集、傳達相關災情並迅速採取必要之處置 
未依其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實施有關災害應變事項 
未依其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實施有關災後復原重建事項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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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條有關第一種販賣場所內設六類物

品調配室者規定，下述何者錯誤？ 
樓地板面積應在 6 平方公尺以上，10 平方公尺以下 
出入口應設置 0.5 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防火門 
有積存可燃性蒸氣或可燃性粉塵之虞者，應設置將蒸氣或粉塵有效排至屋簷以上或室外距地面 4 公尺

以上高處之設備 
應設於建築物之地面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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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條，有關六類物品製造場所，為涉

有擋牆或具有同等以上防護性能者，其外牆或相當於該外牆之設施外側，與廠區外鄰近場所之安全距離

規定，下述何者錯誤？ 
與紀念館之距離，應在 50 公尺以上 
與收容人員在 20 人以上 K 書中心之距離，應在 30 公尺以上 
與可燃性高壓氣體儲槽之距離，應在 20 公尺以上 
與電壓超過 3 萬 5 千伏特之高架電線之距離，應在 3 公尺以上 

23 依「緊急醫療救護法」有關罰則規定，下述何者錯誤？ 
非救護技術員使用救護技術員名稱者，處新臺幣 5 千元以上 2 萬 5 千元以下罰鍰 
救護車設置機關（構）未定期施行消毒及維持清潔者，處新臺幣 5 千元以上 2 萬 5 千元以下罰鍰 
救護技術員及其他參與緊急醫療救護業務之機關（構）所屬人員，因業務而知悉或持有他人之秘密，

無故洩漏者，處新臺幣 1 萬元以上 5 萬元以下罰鍰 
急救責任醫院未指派專責醫師指導救護人員執行緊急救護工作者，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25 萬元以下罰鍰 

24 依「緊急醫療救護法施行細則」規定，下述何者錯誤？ 
單一事故、災害發生之傷病患人數達 17 人以上，或預判可能達 17 人以上者，稱為大量傷病患 
直轄市、縣（市）衛生主管機關應每年至少辦理一次轄區內醫療機構緊急醫療業務督導考核 
醫院收治一定傳染病或疑似一定傳染病之病人，經依傳染病防治法規定報告該管主管機關並經其證實

後，應於 24 小時內將結果及應採行之必要措施，通知運送救護車所屬之機關（構） 
救護車設置機（關）構規定收取費用時，應掣給收費憑證 

25 依「爆竹煙火管理條例」規定，下述何者正確？ 
輸入之氯酸鉀或過氯酸鉀，應運至合格儲存地點放置，並於入庫 2 日前通知當地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清點數量後始得入庫 
未經許可擅自製造爆竹煙火，因而致人於死者，處 1 年以上 7 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百萬

元以上 1 千萬元以下罰金 
陳列未附加認可標示之一般爆竹煙火者，處新臺幣 3 千元以上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鍰 
專業爆竹煙火施放場所未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處負責人及實際負責執行業務之人新臺幣 60 萬元以

上 3 百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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