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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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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一生，是由許多經驗累積而成的。其中有些經驗對你一定有所啟示，或因此
增長了自信，或因此變得更謹慎。無論如何，都可以做為自我調適的殷鑑。
試以「一次經驗的啟示」為題，作文一篇。 

二、 公文：（20 分） 
每到秋冬季節，臺灣經常出現「霾害」現象，主要是因空氣中細懸浮微粒
（簡稱 PM2.5）超標所導致。試擬行政院致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加強宣導工
作，持續辦理「淨化空氣小學堂」活動，除依往年透過解說、有獎問答外，可
規劃增加讓民眾現場實際檢測、體驗日常生活中如吸菸、焚香、燒紙錢、燃放
鞭炮等習慣所產生之細懸浮微粒濃度，進而建立正確防護空氣污染之觀念。 

乙、測驗部分：（20 分） 代號： 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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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形完全正確的選項是： 
好整以暇／無濟於事／曲高和寡 哀衿勿喜／按圖索驥／愛屋及烏 
暗潮洶湧／天壤之別／昭然若偈 雲淡風輕／英雄豪傑／安幫定國 

陶淵明〈讀山海經〉：「夸父誕宏志，乃與日競走！俱至虞淵下，似若無勝負。神力
既殊妙，傾河焉足有？餘迹寄鄧林，功竟在身後。」本詩對夸父最主要的評價為： 
荒誕不經，不自量力 神力無窮，不計勝負 
驕傲自大，自取滅亡 事雖不濟，功名垂後 

下列那一選項，不是描寫唐代詩人？ 
響徹銅琵，千古大江東去；吹殘鐵笛，一聲孤鶴南飛 
佛骨謫來，嶺海因而變色；鱷魚徙去，江河自此澄清 
何事文星與酒星，一時鍾在李先生。高吟大醉三千首，留著人間伴月明 
楓葉蘆花兩鬢霜，櫻桃楊柳兩相忘，當時莫怪青衫濕，不是琵琶也斷腸 

風不為傳播花粉而吹。風行其所不得不行，止其所不得不止，為吹拂而吹拂。花知道
順應風勢，使花粉落在柱頭上，花粉就長出一根管子來，進行傳宗接代。風是博大的，
不經意的；花是機巧的，有謀算的。 
蝴蝶並不為傳播花粉而飛。他靠花養活，把針管一樣的嘴刺入花心，就在飲食的時候，
他毛茸茸的爪上沾滿了花粉完成像風那樣的輸送，算是對花的回報。蝴蝶來了又去，
雙方有施有受，共存共榮。（王鼎鈞〈風·蝴蝶〉）根據上文，下列選項何者錯誤？ 
風自然無心，利群芳而不知；花自私有為，藉風勢傳宗接代 
風代表天，花代表人，如果能善用自然資源，人類定可勝天 
蝴蝶與花，彼此各取所需，和諧共生，合則兩利，分則兩害 
蝴蝶與花，象徵人與人之間的利益互惠，你為我，我也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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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就是行走在狹巷裏，一日復一日，你沿著一條生涯的狹巷，急速或緩慢往前走；

你走著你的巷道，他走著他的巷道，兩人很難交換；一人兼走兩巷，更是分身乏術。

有自知之明的人，不做妄想，只沿著自己的巷道走，一直走，一直走，卻也踩過了不

少行程，在身後留下一段長長的路。譬如擺小麵攤，一擺二十年，卻也可以把麵攤移

到自置的高樓長廊下。人就像牛一般，一步一步的走，犂頭在後面一行一行的犂，不要

急躁，不要跳來跳去，一個上午，說不定半畝地的蔓草，已經被新泥覆蓋在下面了。」

（顏元叔〈行走在狹巷裏〉）以下成語，何者不切合本文對於人生道路所產生的體悟？ 
一點一滴 一心一意 一往直前 一木難支 

張愛玲〈愛〉：「於千萬人之中遇見你所遇見的人，於千萬年之中，時間的無涯的荒

野裏，沒有早一步，也沒有晚一步，剛巧趕上了，那也沒有別的話可說，惟有輕輕的

問一聲：『噢，你也在這裡嗎？』」這段話的旨趣，與下列詩句何者最為相似？ 
還君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嫁時 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 
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 流水白雲尋不盡，期君何處得相逢 

「作畫之道，大類弈棋。低手扭定一塊，所爭甚小，而大局之所失已多。國手對弈，

各不相爭，亦各不相讓，自始迄終，無一閒著，於此可悟畫理。」（清．沈宗騫《芥

舟學畫編》）作者認為棋道與畫理相通之處在於： 
切忌貪小而失大  時時恆有通盤布局 
態度不可懈怠懶散  不爭不讓，無忮無求 

蠹魚蝕書滿腹，龐然自大，以為我天下飽學之士也，遂昂頭天外，有不可一世之想。

出外游行，遇蜣螂，蜣螂欺之；遇蠅虎，蠅虎侮之。蠹魚忿極，問人曰：「我滿腹詩

書，自命為天下通儒，何侮我者之多也？」人笑之曰：「子雖自命為滿腹詩書，奈皆

食而不化者，雖多何用？」（清吳沃堯《俏皮話》）從本文可知作者所要諷諭的對象

是那一種人？ 
盛氣凌人，橫行無忌 飽食終日，無所用心 
自以為是，不知變通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每次婆媳意見分歧時，我沒耐心跟媽媽好好商量，總是選擇折衷或照太太的意思。

久而久之，我太太受到我的影響，與我之間發展成支配關係，而跟媽媽之間演變成對

立關係。我們三人從一開始可以隨便發揮的申論題，變成答案精簡的問答題，後來轉

型成選項不多的選擇題，終於落入沒有後路的是非題。」依據上文，可知三人的關係： 
愈益融洽 漸行漸遠 始終如一 相敬如賓 

承上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申論題在此指的是三人雖各抒己見，但仍可就事論事 
問答題在此指的是三人默契甚好，你問我答我問你答 
是非題在此指的是三人已磨合出相處模式，歧異甚少 
選擇題在此指的是作者最後的選擇偏向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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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2602 
頁次：4－1 

1 關於憲法概念及特徵，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憲法具有最高之法規範效力 
成文憲法之變動，僅有重新制憲之唯一可能性 
基本權之保障及權力分立之設計，為現代立憲主義憲法之重要判準 
國家為憲法之主要規範對象 

2 政府採購法規定得標廠商於履約期間必須僱用一定比例之原住民，僱用不足者應繳納代金。司法院釋字第

719 號解釋認為此一規定並未違憲，本號解釋並未引據下列何種規範？ 
憲法第 5 條各民族一律平等 
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1 條促進原住民族發展，建立共存共榮之族群關係 
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第 21 條各國應採取有效措施，確保原住民族之經濟得到持續改善 
國際勞工組織原住民和部落人民公約第 20 條各國應確保原住民族勞動者在受僱上受到有效保障 

3 下列何稅為憲法明定應徵收者？ 
所得稅 房屋稅 土地增值稅 契稅 

4 依據憲法之規定，獨佔性企業之經營原則為何？ 
以公營為原則  以國民經營為原則 
以公民營合力經營為原則 以公民營自由競爭為原則 

5 下列何者為憲法第 170 條所稱之法律？ 
地方稅法通則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  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 

6 為消弭人民對某政務官健康警訊疑慮，行政院公布該官員之就醫病歷。此舉可能侵害到該官員之何種基本

權？ 
服公職權 資訊隱私權 平等權 人身自由 

7 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時，本人得聲請該管法院，將之從逮捕機關移送法院審問之程序，稱為： 
拘提 管收 提審 糾舉 

8 依司法院大法官之解釋，下列何者非屬宗教自由之保障範圍？ 
內在信仰之自由 宗教行為之自由 宗教營業之自由 宗教結社之自由 

9 依司法院大法官之解釋，下列何者非屬居住及遷徙自由之保障範圍？ 
旅行 遊行 出境 入境 

10 依司法院大法官之解釋，下列何者不受結社自由之保障？ 
主張共產主義者 主張分裂國土者 從事組織犯罪者 強制加入職業團體者 

11 下列何者非屬服公職權之保障範圍？ 
晉敘陞遷權 俸給權 身分保障權 轉任權 

12 下列何者不屬於憲法保障人民訴訟權之內涵？ 
三級三審之審級救濟權 聽審權 適時救濟請求權 公平審判請求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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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依司法院釋字第 720 號解釋意旨，羈押被告係涉及下列何種基本權之限制？ 
人身自由 隱私權 居住自由 生存權 

14 依司法院釋字第 719 號解釋，人民營業之自由，係下列何種憲法基本權所保障之內涵？ 
生存權 工作權及財產權 遷徙自由 訴願權及訴訟權 

15 依司法院釋字第 716 號解釋意旨，買賣交易之契約自由係源自於憲法所保障之何種基本權？ 
憲法第 15 條之生存權  憲法第 15 條之工作權 
憲法第 15 條之財產權及第 22 條之概括基本權 憲法第 15 條之生存權及第 16 條之訴訟權 

16 憲法第 133 條規定，被選舉人得由原選舉區依法罷免之。依憲法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

者錯誤？ 
直轄市長得由該直轄市之選舉人罷免之 
區域立法委員得由原選舉區之選舉人罷免之 
不分區立法委員以全國為選舉區，得由該選舉區之選舉人罷免之 
平地原住民立法委員以平地原住民為選舉區，得由該選舉區之選舉人罷免之 

17 立法院依憲法及憲法增修條文規定所提之議案，下列何者無須經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全體選舉人投票決定？ 
總統彈劾案  總統罷免案 
領土變更案  監察院與立法院合併之修憲案 

18 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有關立法委員選舉制度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每一縣（市）無論其人口多寡，至少選出立法委員 1 人 
政黨得票率達百分之三以上者，始得參加政黨比例代表之席次分配 
政黨當選名單中，任一性別不得低於三分之一 
立法委員任期為 3 年 

19 依司法院釋字第 627 號解釋意旨，下列何者非屬總統享有之特權？ 
刑事豁免權 
言論免責權 
決定國家機密不予公開之權力 
就國家機密事項於刑事訴訟程序之拒絕證言權 

20 關於公務員懲戒制度之說明，下列何者錯誤？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非屬司法機關 不服公務員懲戒議決，不得提出上訴 
懲戒處分影響人民服公職權利 懲戒處分之審議應符合正當法律程序 

21 憲法第 53 條規定，行政院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此規定之目的係為維護下列何種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 法律優位原則 比例原則 行政一體原則 

22 總統於立法院解散後發布緊急命令，若新任立法委員尚未選舉產生，應由何者召集遭解散之立法院追認緊急

命令？ 

總統 立法院院長 立法院自行集會 行政院院長 

23 依憲法規定，立法院不得對何種事項進行議決？ 

法律案 預算案 決算案 媾和案 

24 依憲法第 81 條規定，為保障法官，將法官轉為非法官職務，應以下列何種規範定之？ 

法律 職權命令 行政規則 職務命令 

25 監察院審計長應於行政院提出決算後至遲幾個月內完成審核？ 

1 個月內 2 個月內 3 個月內 4 個月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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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Firefighters must be able to think critically and solve problems quickly when       fire at a fire scene. 

executing combating abolishing dispensing 

27 The fire department is seeking new       to use helmet-mounted cameras for novel ways to reduce injuries and 

make firefighting more efficient. 

demands forecasts impacts approaches 

28 Periodic inspection and regular       of the wiring system of a building can help prevent overloading of the 

wiring or short-circuit from happening. 

maintenance clearance tolerance sequence 

29 With the changes our industrial activities have brought to the environment, many weather related natural disasters 

have gained in both frequency and      . 

accuracy intensity distinction operation 

30 Temporary shelters were set up for the victims who lost their homes to the       earthquake which claimed many 

lives in the remote village. 

epidemic outrageous formidable devastating 

31 Units from the city’s Fire Department were sent to an amusement park to rescue the people       on a roller 

coaster ride that stopped in midair. 

besieged stranded detached transmitted 

32 Wildfires must be detected and       prior to reaching an uncontrolled state if we want to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damage and cost of them. 

accommodated manipulated suppressed overturned 

33 A man reported a rockslide instance and gave a clear       of what happened as well as how many people were 

injured. 

account claim vision boast 

34 When rescuing injured workers at construction sites where the stairs are not accessible, a moving ladder is a 

good       to consider. 

warranty episode transaction alternative 

35 A mysterious giant sinkhole has appeared in the suburb of the capital city,       20 meters in width and up to 30 

meters in depth. 

amounting occupying measuring contributing 

36 When the firefighters arrived, they tried to find out how many people were       in the fire. 

tapped tipped taped trapped 

37 Live fire trainings usually take place in structures, built or acquired, to be       burned for firefighting practices. 

circularly ambitiously intentionally magnificently 

38 When we use the washer, we should make sure that the right plug and outlet are used and that the machine 

is       properly. 

contacted connected contracted contented 

39 In order for supplies and relief efforts to flow smoothly into the       areas after a natural disaster, government 

agencies must be in close contact with each other. 

affected captured estimated p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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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After       their climbing equipment and rescue gear, the team members began to ascend the cliff to meet the 
sick climber. 
compiling harnessing discharging launching 

41 Emergency warning       can be electronic or manual and are designed to alert members of the public and other 
road users by sound that an emergency vehicle is approaching. 
lights beacons monitors sirens 

42 The National Fire Protection Association’s (NFPA) Fire Sprinkler initiative has       a new grant program to 
ramp up sprinkler-related efforts across America. 
launched missed recovered concealed 

 
請依下文回答第 43 題至第 46 題： 
    Searching for people trapped under debris of a collapsed building should be done very carefully. As you clear the 
wreckage, you could be changing the balance of it, and further   43   the structure. Therefore, proper safety precautions 
should be taken at all times. Before starting to move large pieces of the wreckage, you should make   44   contact with 
the people trapped under it by calling out to them. You also need to make an effort to listen below the debris to catch any 
sign of   45  . Victims may respond to your call by uttering a word or tapping the debris. Even if there is no response, 
it   46   assumed that there is nobody below. The trapped person could be unconscious, or, might be too feeble to 
respond. 
43 formulating destabilizing reformatting consolidating 
44 implicit verbal touching physical 
45 awareness movement deception exchange 
46 should be  should have been  should not be  should not have  
 

請依下文回答第 47 題至第 50 題： 

    The New York City Fire Museum operates a world-class fire safety education program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New 

York City Fire Department. The program   47   teaching visitors how to prevent fires within the home and how to 

protect themselves and escape should a fire occur. 

    The program consists of two components – classroom training and a simulated fire event in a mock home 

environment. During the first portion, visitors are shown a video   48   fire safety and burn prevention. Immediately 

following the video, a New York City firefighter leads a discussion to reinforce safety information presented in the video. 

    During the second half of the program, the firefighter leads the visitors through various rooms in a mock apartment. 

In each room (living room, kitchen, bathroom and bedroom), various fire and burn hazards are black-lit and the firefighter 

spends time explaining how each can cause a fire and   49   can be done to prevent it. When the group reaches the 

bedroom, the firefighter closes the door to continue his/her discussion.   50  , the firefighter’s assistant fills the rest of 

the apartment with theatrical smoke. A smoke alarm sounds and the firefighter teaches the visitors how to escape from the 

bedroom, and then helps them practice. 

47 counts on runs out calls for aims at 

48 regarding regarded being regarded regarded as 

49 how what which when 

50 Practically Roughly Consequently Simultane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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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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等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四等警察人員考試 
類 科 別： 消防警察人員 
科  目： 消防與災害防救法規概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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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時間： 1 小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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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 5 月 1 日嘉義爆竹煙火工廠發生 1 死 1 傷之爆炸意外事故，請依據「爆竹煙
火管理條例」規定，說明： 
爆竹煙火之製造、儲存或販賣場所，於附近發生火災或其他狀況致生危險時，其

負責人應立即採取那些緊急安全措施？（10 分） 
未經許可擅自製造爆竹煙火，對負責人之處罰規定為何？（15 分） 

二、試依據「消防法」之規定，回答下列問題： 
災害搶救時，消防指揮人員可視救災之需要，採取那些處置作為？（10 分） 
在消防法相關罰則中，涉及刑事責任之處罰條款為何？（1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 4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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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化石油氣販賣場所儲放之液化

石油氣，總儲氣量不得超過 X 公斤。液化石油氣備用量，供營業使用者，不得超過 Y 公斤；供家庭使用者，

不得超過 Z 公斤，下列何者正確？ 
X=100 ，Y=50，Z＝25  X=120 ，Y=60，Z＝30 
X=128 ，Y=60，Z＝30  X=128 ，Y=80，Z＝40 

2 有關災害防救法規定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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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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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級政府對於從事災害防救之災害防救團體、災害防救志願組織或個人具有顯著功勞者，應依法令予

以表彰 
依本法協助執行災害應變措施之災害防救團體或災害防救志願組織，應向中央災害防救主管機關申請登錄 

3 消防法有關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應依其容器、裝載及搬運方法進行安全搬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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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化石油氣零售業者應備妥相關資料並定期向轄區消防機關申報，應至少保存 1 年，以備查核 
使用燃氣之熱水器及配管之承裝業，應向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營業登記後，始得營業 
地面樓層達 11 層以上建築物、地下建築物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建築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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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報請消防機關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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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依緊急救護辦法，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救護人員係指直轄市、縣（市）消防及衛生機關執行緊急救護任務之人員 

消防機關應每半年舉辦教育訓練，使救護人員保持執行緊急救護所必要之技能及知識 

緊急傷病患之運送、入院手續及醫藥費用由其本人或家屬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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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依消防法第 15 條所定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之製造、儲存或處理場所，其位置、構造及設備未

符合設置標準，或儲存、處理及搬運未符合安全管理規定者之罰則，下列何者錯誤？ 

處其管理權人或行為人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 

經處罰鍰後仍不改善者，得連續處罰 

得予以 30 日以下停業或停止其使用之處分 

上述罰鍰經限期繳納逾期未繳納者，由主管機關移送法院強制執行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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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場所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場所，係指從事製造、壓縮、液化或分裝可燃性高壓氣體之作業區及供應其氣源

之儲槽 

公共危險物品儲存場所之室外儲槽場所，係指在建築物外地面上設置容量超過 600 公升且不可移動之

儲槽儲存六類物品之場所 

公共危險物品處理場所之第二種販賣場所，係指販賣裝於容器之六類物品，其數量達管制量 15 倍以上，

未達 40 倍之場所 

可燃性高壓氣體處理場所之容器串接使用場所，係指使用液化石油氣作為燃氣來源，其串接使用量達

60 公斤以上之場所 

7 依緊急醫療救護法規定，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委託醫療機構於各區域內組成區域緊急醫療應變中心辦理業

務，下列何者錯誤？ 
即時監控區域內災害有關緊急醫療之事件 
建置區域內災害醫療資源之資料庫 
定期辦理年度重大災害有關緊急醫療之演練 
緊急醫療救護體系建置及緊急醫療救護區域劃定之諮詢 

8 依消防法及消防法施行細則有關設置消防栓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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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中央消防機關酌予補助 
以採用地上雙口式為原則，附近應設明顯標誌 
當地自來水事業應負責保養、維護消防栓，並應配合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定期會同全面測試性

能，以保持堪用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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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由當地消防機關列管檢查 
9 依災害防救法第 23 條所定之災害防救設施、設備，其項目不包括下列何者？ 
傳染病防治、廢棄物處理、環境消毒及衛生改善等設備 
人命救助器材及裝備 
各種維生管線材料及搶修用器材、設備 
資訊、通信等器材、設備 



 代號：40240 
   60240 
頁次：4－3 
10 室外儲槽場所儲槽儲存第四類公共危險物品者，其防液堤應符合下列何者規定？ 

防液堤之高度應在 50 公分以上。但儲槽容量合計超過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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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外儲槽容量在 5 千公秉以上者，其防液堤應設置洩漏檢測設備，並應於可進行處置處所設置警報設備 
高度 1 公尺以上之防液堤，每間隔 50 公尺應設置出入防液堤之階梯或土質坡道 

11 各級政府應依災害防救法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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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6 A=2 ，B=4 A= 3，B=6 A=4 ，B=4 

12 爆竹煙火製造者取得許可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撤銷或廢止其許可，並

註銷其許可文件；下列情事何者錯誤？ 
申請許可資料有重大不實 
爆竹煙火製造場所發生重大公共意外事故 
爆竹煙火製造場所一部或全部提供他人租用或使用，進行爆竹煙火製造、加工作業 
爆竹煙火製造場所，違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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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規定，經限期

改善，屆期未改善 
13 依消防法第 9 條規定，有關消防安全設備之定期檢修，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應設置消防安全設備場所，其管理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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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層建築物或地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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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設消防安全設備之集合住宅，其消防安全設備定期之檢查，得由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聘用或

委託消防專業人員辦理，經費由地方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支付，中央主管機關補助 
檢修結果應依限報請當地消防機關備查，消防機關應於受理後 10 日內派員複查 

14 吳OO 為某電子公司總務主任，被遴派擔任該公司「防火管理人」，依規定應經直轄市、縣（市）消防機

關或中央消防機關認可之專業機構，X 小時以上之講習訓練合格領有證書始得擔任；對於該公司應實施

滅火、通報及避難逃生訓練，依規定每 Y 個月至少應舉辦一次，每次不得少於 Z 小時，並應事先通報當

地消防機關；請問 X+Y+Z=？ 
18  24  26  30  

15 我國災害防救體系依行政體制區分為中央、直轄市及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 3 個層級，任務

分工有明確規範，依「災害防救法」規定，下列何者非鄉（鎮、市）災害防救會報之任務？ 
推動社區災害防救事宜 
核定重要災害防救措施及對策 
督導、考核轄區內災害防救相關事項 
推動疏散收容、災情通報、災害緊急搶通、環境清理等災害緊急應變及整備措施 

16 消防法課予建築物所有權人、管理人及使用人對於消防安全遭受危害時，必須負起防止危害之義務，其

中包括場所管理人提具非消防專技人員從事消防安全設備檢修而製作之報告書，不得作為消防機關受理

申報之依據；因此，下列何種行為，消防機關依消防法即可對相關當事人逕予舉發，無需限期改善？ 
未依規定遴用防火管理人 未具專技資格從事消防安全設備檢修 
應裝設消防安全設備而未裝設 未依規定定期檢修申報 

17 103 年 7 月 31 日高雄氣爆造成義勇消防人員服勤死亡，應依其本職身分請領相關撫卹，有關各項給付費

用應由何者核付？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內政部  高雄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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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為提供各防救災單位於災害有發生之虞或已發生時，能順利發布預報與警報，對於「災害監測、預報、

警報發布及其設施之強化」事項，依「災害防救法」之規定屬何種災害防救業務？ 
減災事項 整備事項 災害應變措施 災後復原重建 

19 火災原因之調查、鑑定，除可作為火災預防措施、消防行政措施、火災搶救對策之參考，並可協助司法

偵查；有關火災原因之調查、鑑定規定，依消防法施行細則，下列何者錯誤？ 
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必要時，最長得延長至火災發生後 30 日內完成 
直轄市、縣（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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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逕行移送地檢署 
消防機關得封鎖火災現場，於調查、鑑定完畢後撤除之 
火災現場尚未完成調查、鑑定，任何人不得進入，但遇有緊急情形或有進入必要時，得由調查、鑑定

人員陪同進入 
20 鑒於液化石油氣分裝場不論在設置處所或安全設施方面之規定，均甚嚴格，因此同意該分裝場容器儲存

室得為瓦斯行來儲存容器；假設某一液化石油氣分裝場，提供下游 20 家販賣業者儲存容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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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須至少有多大儲存面積？ 
100 平方公尺 120 平方公尺 150 平方公尺 200 平方公尺 

21 當發生地震、造成輸電線路損壞、引發化學工廠毒化物外洩等狀況，依「災害防救法」規定，該複合式

災害較不涉及下列那一個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內政部 經濟部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22 依緊急醫療救護法，下列何者非屬急救責任醫院應辦理事項？ 

災時成立醫療照護收容所 

全天候提供緊急傷病患醫療照護 

指派專責醫師指導救護人員執行緊急救護工作 

緊急醫療救護訓練 

23 依緊急醫療救護法，急救責任醫院由下列何者單位指定？ 

衛生福利部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直轄市、縣（市）衛生主管機關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 

24 為規範爆竹煙火之管理、預防災害發生、維護人民生命財產、確保公共安全，對於「爆竹煙火管理條例」

管制量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舞臺煙火以外之專業爆竹煙火：總重量 0.25 公斤 

爆竹煙火種類在 2 種以上時，以各該爆竹煙火火藥量或總重量除以其管制量，所得商數之和為 1 以上

時，即達管制量以上 

摔炮類以外之一般爆竹煙火及舞臺煙火：火藥量 5 公斤或總重量 25 公斤 

火花類一般爆竹煙火之手持火花類及爆炸音類一般爆竹煙火之排炮、連珠炮、無紙屑炮類管制量為火藥

量 10 公斤或總重量 50 公斤 

25 為釐清權責，依「爆竹煙火管理條例」規定，除中央主管機關特設消防機關之特定區域外，下列何者非

屬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之權責？ 

爆竹煙火製造之許可、變更、撤銷及廢止 

輸入一般爆竹煙火之封存 

爆竹煙火安全管理業務之規劃 

爆竹煙火監督人講習、訓練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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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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等警察人員考試 
類 科 別： 消防警察人員 
科  目： 
 

消防警察情境實務概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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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小時 30 分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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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轄區隊員在某高層建築物就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執行複查，為查核消防專技人員

是否落實執行火警自動警報設備的同時動作試驗，請敘明此試驗之檢查方法及判定

方法各為何？（20 分） 

二、市區某棟高 15 層樓建築物發生火災，你是轄區消防分隊消防幫浦車駕駛，請就佔

據水源及中繼送水作業，說明如何處置？（20 分） 

三、某 20 歲男性戴頭盔騎自行車於道路上與自用小客車對撞，自行車騎士倒臥於道路

旁，您是奉派前往現場執行到院前緊急救護任務的救護技術員，當您到達現場，確

認現場無安全之虞的情況下，檢視傷患狀況，發現傷患之頭盔破裂，需假設病人有

脊椎傷害，適時為傷患上頸圈，試述此情境下使用頸圈之步驟。（20 分） 

乙、測驗題部分：（40 分） 代號： 3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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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轄區隊員在某立體停車塔執行消防安全檢查，進行差動式分布型空氣管式之流通試驗，檢測時注入空氣

使流體壓力計之水位由零上升至約 A 即停止水位，接著調整試驗旋塞，測定開啟送氣口使上升水位下降

至 B 之時間。上述 A 及 B 之值，下列何者正確？ 

A：50 mm；B：1/2  A：100 mm；B：1/2 

A：50 mm；B：1/4  A：100 mm；B：1/4 

2 若你抽查某大樓之火警自動警報設備時，發現該大樓有下列幾個現象：①鍋爐室設補償式局限型探測器 

②局限型探測器設於探測區域中心 ③廚房設定溫式局限型探測器 ④局限型探測器設於距天花板回風

口 1 公尺處。你應針對以上那一項目要求改善？ 

① ② ③ ④ 

3 一消防責任區隊員在某大樓執行消防安全檢查，發現消防幫浦額定出水量為每分鐘 900 公升，檢測調整

該幫浦出水量在每分鐘 1350 公升時，若該幫浦全揚程要符合規定，請問其依據要求為何？ 

全揚程應為額定全揚程之 150%以上 全揚程應為額定全揚程之 75%以上 

全揚程應為額定全揚程之 65%以上 全揚程應為額定全揚程之 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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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消防責任區隊員在某大樓執行消防安全檢查，發現撒水頭迴水板下方及水平方向有障礙物，未保持淨

空間，有關判斷是否符合規定之依據為下列何者？ 

撒水頭迴水板下方 45 公分內及水平方向 30 公分內 

撒水頭迴水板下方 30 公分內及水平方向 45 公分內 

撒水頭迴水板下方 45 公分內及水平方向 40 公分內 

撒水頭迴水板下方 30 公分內及水平方向 35 公分內 

5 轄區隊員在某高層建築物執行消防安全檢查，發現消防專用蓄水池至該建築物之水平距離太長，且其有

效水量不足，試問其判斷依據規定為何？ 

消防專用蓄水池至建築物之水平距離不得超過 100 公尺，且其有效水量在 10 立方公尺以上 

消防專用蓄水池至建築物之水平距離不得超過 200 公尺，且其有效水量在 20 立方公尺以上 

消防專用蓄水池至建築物之水平距離不得超過 200 公尺，且其有效水量在 10 立方公尺以上 

消防專用蓄水池至建築物之水平距離不得超過 100 公尺，且其有效水量在 20 立方公尺以上 

6 轄區消防隊員在某公共危險物品儲存場所查察，發現某危險物品儲槽空間容積不足，有關判斷是否符合

規定之依據為下列何者？ 

內容積之百分之五以下  內容積之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 

內容積之百分之十以下  內容積之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 

7 你抽查轄區內某儲存第四類公共危險物品之室外儲槽時，發現①防液堤內部設置 10 座儲槽 ②儲槽容量

合計 30 萬公秉，防液堤之高度為 l 公尺 ③防液堤內面積 9 萬平方公尺 ④防液堤周圍設道路並與區內

道路連接，道路寬度 7 公尺。你應要求業主改善以上何項目？ 

① ② ③ ④ 

8 某飯店製定消防防護計畫，有關自衛消防編組演練部分，為確實發揮早期預警、及時滅火，有效引導避

難之初期應變功能，將下列事項列為消防防護計畫之內容，並提報消防機關核備，該內容何者不適當？ 

滅火訓練每年至少實施 1 次，避難訓練每年至少實施 2 次 

滅火、通報及避難訓練之實施，每次不得少於 4 小時 

滅火、通報及避難訓練之實施，應事先通報當地消防機關 

訓練實施時，應符合場所特性，並充分運用消防安全設備及防火避難設施 

9 某日 1 棟 13 樓集合住宅於 8 樓發生火災，有民眾於窗外呼救，該建築物面臨 8 公尺寬道路，轄區消防分

隊出動 2 輛水箱車及 1 輛雲梯車前往搶救，如果你是雲梯車司機，抵達現場應迅速停車及操作升梯救人。

請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支撐腳架伸出固定後，應再檢視各腳架有無平均著地，水平儀有無在安全操作範圍之內，以確保車身

保持水平及操作安全 

固定腳架伸出固定後始可操作雲梯，如有不平地面或人孔蓋上方，則需使用專用墊板墊底 

操作時須注意載重等安全限制、火焰、風向、濃煙及高壓電線，並妥為排除障礙及與建築物保持適當

距離 

下方操作台應指派人員負責監控操作台之操作、協調、聯繫及安全維護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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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消防車輛是救災最重要的工具，每日必須保養檢查，以因應災害搶救需要。請問下列有關機油選擇的研

判，何者錯誤？ 

使用黏度穩定之引擎機油，使其不因溫度影響而有顯著變化 

使用黏度適當的機油，冬天用黏度高的機油，夏天用黏度低的機油 

排氣的顏色為白色，是因為引擎機油加得太多，機油進入燃燒室造成 

機油使用日久容易老化、變質或變稀，應適時換新機油 

11 某日在偏遠地區 1 棟建築物發生火災，轄區消防分隊出動 2 輛水箱車前往搶救，該區域缺乏消防栓，附

近有 1 處蓄水池。如果你是第 2 輛水箱車（水源車輛）司機，負責抽取蓄水池水源中繼供水。請問，下

列吸水注意事項何者錯誤？ 

吸水時消防幫浦儘量靠近水源，並使用較長之進水管 

進水管各接頭應確實接好，防止漏氣，在放水中應經常注意真空表指度，以了解進水程度 

進水管之吸入口必須放入水中 1 呎以上之深度，並注意泥沙及阻礙物之堵塞 

進水管儘量避免彎曲使用 

12 某鐵皮屋倉庫發生不明氣體外洩，造成附近民眾身體不適報案 119 並請救護車支援，轄區消防局立即派

遣水箱車 4 輛、化災處理車 2 輛及救護車 3 輛前往處理。依據消防人員救災安全手冊要求，下列何種作

為不適當？ 

嚴禁冒然闖入；處理的「對」比處理的「快」重要 

在衡量全盤狀況後，再依據現場可用之救災人力、裝備、資源，規劃具體可行之行動方案，必要時等

待協助 

劃定警戒區域做好嚴格的區域管制，進入熱區應穿著完整防護裝備；指揮官及記者媒體等相關支援人

員應於暖區活動作業 

切勿慌張，依 H.A.Z.M.A.T.（危害辨識→行動方案→區域管制→建立管理系統→請求支援→善後處理）

程序處置 

13 市區某棟建築物發生火災，消防局接獲報案派遣消防車輛及人員前往搶救。如果你服務的分隊奉派支援，

你擔任第 2 輛水箱車（水源車輛）司機，負責佔據消防水源中繼供水予第 1 輛水箱車（攻擊車輛），此

時，你要選定消防水源停放車輛，下列敘述何者最適當？ 

水源選定以接近火場之水源為優先使用目標，不必注意管徑大小及同一管路是否已有消防車輛使用 

最先到達的消防車輛，不管水源之種類，只要選擇離火點近確實可用之水源即可 

水源部署妥當後，仍可隨意變更水源部署的位置 

到達現場時無法確認是否有火煙狀況時，不必急著準備放水有關事項 

14 你為消防隊員，當進入一棟已經濃煙密布的起火建築物時，首要工作為把積蓄在現場的濃煙排出建築物

外，以增加滅火與搜救的可見度，若你只攜帶水帶與渦輪瞄子，你要採取什麼方式才可以達到最好的排

煙效果？ 

使用渦輪瞄子以直線水柱往窗外射水 

使用渦輪瞄子以水霧方式往窗外射水，並將水霧覆蓋全部窗戶開口 

使用渦輪瞄子以水霧方式往窗外射水，並將水霧覆蓋 85～90%窗戶開口 

使用渦輪瞄子以水霧方式往窗外射水，並將水霧覆蓋 45～50%窗戶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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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火災現場發現有高壓電線掉落地面，且部分地面上仍有積水情況，為避免受困者及救災人員觸電傷害，

你除了要求將總電源切斷、自身穿戴膠質鞋及避電手套外，撥離電線或拖拉受困者至安全處所需工具，

下列何者為最優先選擇？ 

木棒 救助繩索 )PVC 塑膠管 竹竿 

16 分隊接獲救災救護指揮中心派遣，前往支援鄰轄分隊搶救雜草火警，由隊員駕駛水庫車前往，因起火地

點位處山區，其產業道路彎窄陡峻，駕駛同仁途中經現場指揮官指示車輛儘量接近火點附近馬路，遂由

後側山坡駛向火點附近馬路，途經長下坡過彎路段，如果你是水庫車駕駛，為避免下坡車速過快，導致

無法於安全距離內完成煞車，下列處置何者不適當？ 

消防車輛行駛長下坡路段時應踩住煞車，避免煞車不及 

下坡前換低速檔，善用輔助煞車、排氣煞車 

事先降檔以提升引擎煞車功能 

保持行車安全距離 

17 你是救護技術員，執行到院前緊急救護勤務，當你對患者實施意識評估時，患者為以下狀況時，其 GCS

（昏迷指數）為幾分？ 

E 睜眼反應：對痛有反應 

V 言辭反應：不完整的句子、呻吟 

M 運動反應：（對痛）彎曲 

7 分 8 分 9 分 10 分 

18 119 接獲報案自殺勤務，救護技術員到達現場後，發現有男子自 3 樓陽台不斷朝戶外丟擲酒瓶及雜物，上

樓時發現患者已失去理智，拿出裝滿汽油的塑膠桶向陽台、室內、樓梯間潑灑，且作勢要點火。下列何

者為救護技術員最優先執行事項？ 

立即呼叫 119 加派車輛支援 攜帶急救包、攜帶式氧氣組、AED、軟墊上樓查看 

封鎖現場管制人車通行  延伸室內消防栓進行警戒 

19 某日凌晨 5 時某眷村發生火災，此處為 1 層樓連棟式木造建築物，轄區分隊接獲派遣出動水箱車 2 輛及

救護車 1 輛，抵達現場發現起火戶火勢已由屋頂竄出，並擴大延燒 3 戶，如果你是瞄子手奉指示迅速部

署水線執行滅火任務，下列處置何者最適當？ 

此火災搶救以迅速進入室內滅火為為重點 

部署水線進入起火戶，並先以高壓直線水柱向室內地板等低處四周掃射，以確認安全 

搶救過程中應隨時注意火勢發展情況，防止天花板、樑、柱、屋瓦等燒損倒塌、掉落而遭擊傷 

先上起火戶屋頂破壞實施排煙作業，以利搶救工作，防止搶救人員及受困災民嗆傷 

20 某著名二級古蹟的廟宇有二百多年的歷史，整棟以木造建築，平日香火鼎盛，於某日突然傳出火警，消

防單位獲報後迅速到達現場進行搶救。由於廟內人潮眾多，指揮官指派你擔任搜救任務，你應當注意的

搶救作業要點，下列何者最不適當？ 

搜救時應注意深入室內之距離，留意空氣呼吸器的使用時間 

一般搜索救生應由 2 人以上組成，指定帶隊官，不可 1 人單獨貿然進入 

應穿著消防衣、帽、鞋、手套，攜帶無線電、空氣呼吸器及照明燈 

入室搜救時，應使用水霧排煙及掃射，以增強室內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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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某一大型丙烯製造石化工廠之室外消防栓系統，已知該廠房建築物外部設置有十具

室外消防栓，幫浦效率 ηp = 0.67，傳動係數 K = 1.1，消防幫浦其消防栓之出水揚程

之垂直落差高度為 15 公尺（m），配管使用國家標準 CNS 六四四五配管用碳鋼鋼管，

管採螺紋式接頭，箱內配置口徑 63 毫米（mm）橡皮水帶法定最小長度及數量，

假設配管摩擦損失水頭為 10.42 公尺（m）。試求： （每小題 5 分，共 25 分） 
所需之水源容量（立方公尺﹙m3﹚）？ 
水帶摩擦損失水頭（公尺﹙m﹚）？（參考資料如表一） 
全揚程 H（公尺﹙m﹚）？  
電動機所需馬力（kW）？  
若瞄子口徑為 19 毫米（mm）直線噴霧兩用型，實測放水壓力為每平方公分

六．二五公斤（6.25 kgf/cm2或 0.625 MPa），實際放水量（公升/分鐘﹙ℓ/min﹚）

為多少？  
     表一：橡皮水帶之摩擦損失水頭（每 100 m） 單位：m 

  口徑別 
流量（ℓ/min） 

水      帶      直      徑 
25 mm 38 mm 50 mm 63 mm 

60 16 2   
130  9 3  
260  36 9  
350    6 
450    9 
600    15 

二、建築物間設有過廊時，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符合何種條件下可

「視為另一場所」，與建築技術規則規定的「視為他棟建築物」有何差異？試說明

之。（25 分） 

三、某一大型丙烯石化工廠基地面積有六萬平方公尺，且廠區內任何一層樓地板面積在

一千八百平方公尺以上，若其第一層及第二層樓地板面積合計為三萬平方公尺，依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之規定，其所需之消防專用蓄水池設置規定及

有效水量為何？請詳述之。（25 分） 

四、請敘述自動撒水設備加壓送水裝置有關啟動用水壓開關裝置規定如何才能達成撒水

頭持續有效放水之性能需求？另以消防幫浦之性能曲線來說明消防機關在消防安全

檢查其幫浦性能正常的判斷方式？（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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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進入起火建築物進行火災搶救，應穿戴的防護裝備有那些？並請敘述各該裝備的

保護功能？（25 分） 

二、請敘述： 
何謂短水霧煙層射水降溫法？（8 分） 
何謂長水霧煙層射水降溫法？（8 分） 
如何以水霧進行煙層溫度的檢查？（9 分） 

三、消防幫浦的操作步驟為何？並請敘述消防幫浦的操作方式？（25 分） 

四、請敘述使用空氣壓縮機進行空氣瓶灌充時應注意的事項？（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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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接背面） 
 

40110-40210 
60110-60410 
80110-8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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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說：「人才是讚美出來的。」專家認為，被讚美的人更懂得感恩，擁有自信。

請以「讚美的力量」為題，闡述「讚美」在您耳聞親歷的人生當中發揮過何
種正面的功效。 

二、公文：（20分） 

據報章媒體報導：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有人在車廂內喧鬧，或大聲講手機，甚

至脫鞋、赤腳翹到前方椅背上。試擬教育部致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教育局（處）

函：加強學生品德教育，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必須遵守公共秩序，不得有足以影響

他人之行為。 

乙、測驗部分：（20 分） 
代號： 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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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選項各有兩個成語，意思完全不同的是： 

尸位素餐／無功受祿 胸無點墨／腹笥甚儉 

脣亡齒寒／休戚與共 管窺蠡測／洞見癥結 

《論語．雍也》：「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文中「女」字與下列選項「」

中的人稱何者相同？ 

「吾」日三省「吾」身 

「爾」何曾比予於管仲 

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 

黃老師擔任歌唱比賽評審，以下何者不適合作為評論參賽者歌聲的評語？ 

黃鶯出谷 聲聞過情 林籟泉韻 鳳鳴鶴唳 

「刺激，如一朵極快凋萎的黑花，或許你一腳才跨出舞場，另一腳已踩入寂寞了。

儘管街道上仍是霓虹燈火一片炯明，你卻只是一片空白和茫然……空白的情緒像

滴在宣紙上的水墨，在街道間渲染開來。」 

上文所敘，旨在表現都市生活的： 

疏離孤獨 清虛寂靜 瞬息萬變 感官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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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等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四等警察人員考試、員級鐵路人員考試 

類  科：各類別、各類科 

科  目：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40110-40210 
60110-60410 
80110-81210 

全一張 

（背面） 

我們且來看看，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的經濟學家雷亞德在《快樂》（Happiness, 2005）
一書中指出的弔詭現象：自 1950年以來，國民年平均收入增加了不只一倍，同時
「我們有更多食物、衣服及車子，住屋更寬敞，中央空調更普遍，國定假日更多，
每週工作天數更少，工作條件也更好，最重要的是我們的身體更健康。」即便如
此，我們並沒有更快樂；在年平均收入超過兩萬美元之後，更高的薪水並不會帶
來更多快樂。為什麼？因素之一是一個人快樂與否，基因大概決定了一半；另一
個因素，則是人的需求並非絕對值，而是取決於別人擁有多少。 

根據上文，經濟學家雷亞德發現一般人的快樂往往取決於： 
更多的食物、衣服及車子 更好的工作條件，更高的薪水 

國定假日更多，工作時數減少 自己比他人擁有多少的相對感受 

把你沒有信心的心交給我／把你有問題的掌上地理／臉是氣象的江山 命運的形下／
眉毛是飛起來或飛不起的翅膀／五官預告你未來的興亡／快把八字交給我加減乘除
看看／動用易經的力道 太極的技巧／我的食指把住你赤裸的心跳／話如游龍先峰
迴再路轉／你似盲人騎瞎馬被我斜斜端在掌上／任我把螢火說明成太陽／把長長一
生像畫符般規畫／把你失去邏輯的命運交給我／把你腦海裡潛泳的懷疑…… 

有關本詩，解讀最適當的選項是： 

嘲諷不問蒼生問鬼神的可悲  

以算命師的專業形象為創作主旨 

以戲謔口吻描寫求人相命者的徬徨無助  

「話如游龍先峰迴再路轉」暗喻命運之不可知 

夫聖人之法，何為而立也？無乃因於時乎？時去矣而法不改，則雖聖人之法，有
所不能為。（張耒〈本治論上〉） 
本文主旨最適切的是： 

分析實施聖人之法的時機 說明聖人之法應重視有為 

解釋設立聖人之法的原因 強調聖人之法須因時改變 

「臣（郭隗）聞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
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
曰：『所求者生馬，安用死馬，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市之五百金，況
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期年千里馬至者二。今王誠
欲必致士，請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新序》） 
下列何者最適合說明本文意旨？ 

謀士身先士卒的果敢 謀士巧辯以誤導人君 

君主充分授權的胸襟 謀士為君招賢的智慧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則當竭盡智謀，忠告善道，銷患於未形，保治於
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為名臣，死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簡策，斯為美也。
苟遇知己，不能扶危於未亂之先，而乃捐軀殞命於既敗之後，釣名沽譽，眩世駭
俗。由君子觀之，皆所不取也。」（方孝孺〈豫讓論〉） 
上文旨在論述： 

人臣事君之道 君子潔身之道 朋友相處之道 亂世全身之道 

承上題，依據上文，作者心目中最認同的是： 

能認清時勢，全身而退 於既亂之後，捨生取義 
為人主效力，防患未然 為知己者死，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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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司法院釋字第 414 號解釋，藥物廣告雖然不是訴求政治性議題，然仍受到憲法關於何項權利之保障？

人身自由及人格權保障 工作權及生存權保障

財產權及言論自由保障 講學自由及工作權保障

2 監察院審計長於行政院提出決算，完成審核之後，應向何一機關提出審核報告？

行政院 立法院 監察院 總統

3 下列何者並非憲法第 19 條租稅法律主義要求，應以法律規定之事項？

納稅義務人 稅率級距

繳納期間 稽徵機關對於申報案件的抽查標準

4 下列有關秘密通訊自由的敘述，何者正確？

秘密通訊自由之保障範圍僅限於書信文字

不應由警察、宜由檢察官才能獨立行使監聽權

只要事關公益，非依法定程序監聽所取得內容例外可為證據

與個人隱私權息息相關

5 下列財產權的意義，何者錯誤？

是指所有權存續狀態的保障，包括使用收益與處分的權能

私法上，所有權衍生的法律利益，如廣告，也受保障

因公益而忍受特別犧牲應予賠償

礦產屬於國家所有，不因人民取得土地所有權受影響

6 依憲法第 161 條之規定，何者應廣設獎學金名額，以扶助學行俱優無力升學之學生？

公益團體 各級政府 大企業 宗教法人

7 依憲法第 23 條之規定，人民之基本權利，並不因下列那一種目的而受法律限制？

為了維持社會秩序 為了鞏固國家權力 為了避免緊急危難 為了增進公共利益

8 人性尊嚴是基本權之基礎。人格尊嚴之維護與人身安全之確保，乃世界人權宣言所揭示，並為我國憲法保障

人民自由權利之基本理念。有關人性尊嚴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依據契約自由原則，雇主對於勞工進用與否、工時長短、薪資高低、保障有無等，皆任諸雇主自由，不受

限制

夫妻關係中，妻或夫並非對方之權利客體，故「夫權」之概念不應存在

觀諸憲法前言、第 1 條、基本國策章及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之規定，可知憲法以促進民生福祉為一項基

本原則，本此原則，國家應提供各種給付，以保障人民得維持合乎人性尊嚴之基本生活需求，扶助並照顧

經濟上弱勢之人民，推行社會安全等民生福利措施

人性尊嚴並非如人之權利能力一般，「始於出生，終於死亡」，人即使尚未出生或已死亡，仍有人性尊嚴

9 有關憲法保障之訴訟權之限制，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補繳裁判費之裁定不得抗告

律師懲戒覆審委員會之決議即屬法院之終審裁判，不得提起行政訴訟

訴訟權重於實體法之關係，故程序保障並不重要

人民於訴訟上有受公正、迅速審判，獲得救濟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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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關於國民主權原則的解釋，下列何者錯誤？

其實現由國民直接或間接得到國民同意 直接民主能實現國民主權原則

司法獨立審判，違背國民主權原則 行政向立法負責是國民主權原則的展現

11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公民投票為牴觸代議政治之制度，實已違憲

選舉、罷免、創制、複決，係屬人民之參政權

競選過程，應確保相關資訊得以充分揭露，以促進公共政策等意見之交換

對於候選人學經歷之要求、以及對於保證金制度之設計，司法院解釋基本上係肯認立法者得於合理範圍內

加以限制

12 有關選舉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中華民國國民凡年滿二十歲，即得享有選舉與被選舉權

選舉制度應確保參選機會之平等

選舉制度應確保人民被代表權之平等

選舉捐款之限制，涉及政治性言論保障之問題

13 下列有關總統刑事豁免權的敘述，何者正確？

現職總統競選連任時，無刑事豁免權

刑事豁免權為暫時性之程序障礙

總統刑事豁免權係對於其犯罪行為享有實體之免責權

總統之刑事豁免權及於總統於他人刑事案件為證人之義務

14 依憲法本文之規定，補習教育之對象為：

已逾學齡未受基本教育之國民 已受基本教育，再教育之成人

大學聯考落榜之考生 在職教育之公務員

15 考試院院長無須赴立法院備詢，係基於下列何種憲法原則？

依法行政原則 基本人權保障 憲政慣例 憲法明文規定

16 有關行政與立法之間的預算監督關係，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行政院有向立法院提出預算案之權

總預算案應於會計年度開始 1 個月前由立法院議決，並於會計年度開始 15 日前由總統公布之

預算案係指國家年度總預算而言，包括追加預算以及特別預算在內

預算案經立法院通過及公布手續為法定預算，其形式上與法律相當，因其內容、規範對象及審議方式與一

般法律案不同，又稱之為措施性法律

17 下列何種議案無須向立法院提出？

戒嚴案 媾和案 大赦案 特赦案

18 立法院通過某法律，但行政院認為窒礙難行，經由法定程序後再送回立法院審議的制度，稱為：

覆議 復議 核可 不信任案

19 下列關於行政與立法間之關係，何者錯誤？

副總統缺位時，總統應於三個月內提名候選人，由立法院補選，繼任至原任期屆滿為止

行政院對於立法院決議之法律案、預算案、條約案，如認為有窒礙難行時，得經總統之核可，於該決議案

送達行政院十日內，移請立法院覆議

立法院得經全體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以上連署，對行政院院長提出不信任案

立法院對於行政院移請覆議案，應於送達十五日內作成決議

20 下列那一種國家權力，在我國憲法上有關中央與地方之權限分配中，係專屬中央立法並執行？

警察制度 教育制度 司法制度 公共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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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在我國現行地方制度中，並無下列那一種公職人員之編制？

鄉民代表會主席 鄉長 省政府主席 省長

22 下列何者負責憲法解釋之工作？

司法院大法官 憲法法庭 最高法院 最高行政法院

23 下列何機關得刪減司法概算？

立法院 行政院 監察院 考試院

24 依憲法第 82 條規定，下列有關司法院及各級法院組織之敘述，何者正確？

為確保司法獨立，司法院及各級法院之組織由司法院自行發布命令定之

司法院組織由法律定之，各級法院之組織由司法院以命令定之

司法院及各級法院之組織由法律定之

司法院及各級法院之組織專由憲法直接規定

25 依司法院解釋，下列何者屬憲法中不得修改之部分？

雙首長制 總統之罷免程序 民主共和國原則 立法院之人事同意權

26 Many of the victims were by toxic fumes and died, and those bodies wrapped in white bags have been

brought out by rescue workers.

 delivered  observed  suffocated  visualized

27 Officials said the garment factory was combustible materials, including piles of clothes and chemicals

which caused this devastating fire.

 coped with  crammed with  dealt with  cooperated with

28 The fire had spread from the basement to the upper floors of the private hospital.

 definitely  kindly  strongly  swiftly

29 The main exit was blocked by a locked gate that staff members could not open time.

 in  off  on  out of

30 They were lucky to without injury when the factory burned to the ground.

 ignore  accuse  escape  upload

31 Methane is not toxic; however, it is extremely and may form explosive mixtures with air.

 endurable  absorbable  formidable  flammable

32 The best way to protect yourself in a chemical emergency is to shelter inside, shut all windows and doors and turn

off any systems, and listen to emergency service broadcasts.

 alarm  ventilation  computer  prevention

33 Every year fire safety plans such as control system plans, fire alarm system plans, fire suppression system plans,

automatic system plans, and place of assembly plans are reviewed by the fire protection engineering unit.

 photovoltaic  robotic  immune  sprinkler

34 The inspections were conducted to ensure fire safety in relation to fire service installations, of escape,

ventilation systems, etc.

 practices  means  manners  elevators

35 The whole town flooded, and thousands of residents were from their homes to some shelters.

 eroded  executed  evacuated  elaborated

36 Firefighters wear uniforms which are made of fire resistant .

 errands  hostels  insults  fabrics

37 We were woken in the night by the loud warning noise of ambulance .

 scopes  shells  slaves  sirens

38 As firefighters searched the building, the main floor of the house , leaving them trapped in the basement.

 collapsed  promoted  pretended  commuted



代號：2602
頁次：4－4

請回答第 39 題至第 42 題

Firefighters in Taoyuan County got an unusual request recently—to assist an elderly woman in the retrieval of her

prosthetic eye. Although 39 at first, firefighters went to the home of the woman and helped her retrieve her

prosthetic eye from the plastic awning of her home. The elderly woman was embarrassed for 40 so much trouble.

She 41 , “A few days ago, I looked down from my home on the fourth floor and my artificial eye dropped out and

landed on the awning on the building’s first floor. I tried different ways to retrieve it, 42 I was unable to. So I went

to the fire department for assistance.” Firefighters jokingly responded that although they had unusual requests before, it

was the first time they picked up somebody’s eye.

39  skeptical  skeptically

 they being skeptical  skeptically the woman was

40  caused  had caused  being caused  having caused

41  speak  stated  told  talking

42  despite  beside  but  if

請回答第 43 題至第 46 題

Firefighters responded to reports of a strong gas odor coming from an apartment. They forced the door open and

found a woman listening to loud music on her headphones. She didn’t smell the gas because she suffers from a

complete loss of her sense of smell—a condition 43 anosmia. The woman had turned on her oven to cook

dinner, but the pilot light was out. Gas quickly filled her apartment. Then it spread to the rest of the building. The

woman didn’t hear her neighbors pounding on the door 44 the loud music she was playing. Fortunately, she

didn’t light a match. Otherwise, there 45 a terrible explosion. After shutting off the gas supply, the fire chief

recommended her 46 gas detectors and smoke alarms. She promised to take precautions in the future.

43  located in  known as  addicted to  qualified for

44  since  therefore  because of  due to the fact that

45  would definitely lack  used to have  had better be  could have been

46  to install  be installed  has installed  should have install

請回答第 47 題至第 50 題

Although firefighting is the most 47 aspect of a firefighter’s role, and continues to be a primary function of the

firefighters’ duties, emergency medical response and care have become a large part of the firefighters’ daily activities.

Emergency medical care, fire prevention, fire education, and community relations occupy a major part of the time on the

job. Firefighters are trained to 48 buildings for hazardous conditions that may result in a fire. Armed with their

knowledge of fire hazards and local fire and building laws, they check exit routes, the storage and use of flammable and

combustible materials, 49 of public places, and improper use of equipment or materials in all kinds of buildings.

Firefighters are also trained to administer emergency first aid. There are several levels of training: Emergency Medical

Technician-Basic (EMT-1), Emergency Medical Technician-Intermediate (EMT-2), and Emergency Medical Technician-

50 (EMT-P). These are the major classifications of Emergency Medical Services Systems. The training and skill

requirements are standardized and are based on the academic or practical curriculum respectively in Taiwan.

47  variable  valuable  visible  vulnerable

48  increase  inform  inspect  install

49  overcrowding  overcoming  overloading  overlooking

50  Paradigm  Paradox  Paramedic  Param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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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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轄區隊員在某高層建築物就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執行複查，為查核消防專技人員

是否落實執行加壓送水裝置消防幫浦的性能試驗，請敘明消防幫浦各種性能的測定

點為何？此試驗之檢查方法及判定方法各為何？（20 分） 

二、某機器製造工廠發生火災，你為轄區消防隊員，抵達現場後，奉命擔任強力進入破

壞任務，當操作油壓破壞器材時，雖順利發動油壓幫浦，但是發現出力不足，以及

油壓管無法連接的現象，請研判發生此現象之原因為何？要如何排除故障？（20 分） 

三、某市忠孝路為南北向各二個車道的道路，行車時速限制為 50 公里，某日 23 時往北

方向之外側車道發生汽車追撞機車的事故，造成機車騎士受傷，倒臥於道路上。如

果你是奉派執行緊急救護任務的救護車司機，當你到達車禍現場時，應如何選擇停

放救護車的位置？車輛停妥後應採取那些措施提醒後方來車？接觸病患前應有那

些自我防護及傳染病感染控制措施？（20 分） 
乙、測驗題部分：（40 分）                     代號：3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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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 EMT1 救護技術員，對於呼吸道不暢通之病患處置，請判斷下列情境敘述何者正確？ 

呼吸有雜音且意識不清的傷病患，可放置口咽呼吸道管 

病患求救（打 119）地點在餐廳時，應懷疑為異物哽塞，若打開呼吸道未發現異物，亦應使用手指伸入

口中排除異物，以防止病患呼吸停止 

創傷傷患，呼吸有雜音且意識昏迷時，使用壓額抬下巴方式打開呼吸道為首選方式 

創傷傷患，頭部有嚴重撞擊，懷疑傷患有顱骨骨折，應避免使用鼻咽呼吸道管 

2 小強與朋友在 38 度高溫下跑步，小強突然倒下，朋友趕快將他搬到樹蔭下，你具有 EMT1 資格擔服救護

勤務，到達現場後，評估小強疑似為中暑，請問下列那一項敘述較不宜作為判斷中暑的依據？ 

中樞神經異常（躁動、迷糊、昏迷等） 高體溫（中心體溫＞40.5℃） 

肌肉抽搐（四肢或腹部） 排汗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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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你是救護技術員，執行到院前緊急救護勤務，現場疑似為上吊自殺案件，患者為約 30 歲之女性，已無呼

吸、無心跳、無脈搏，下列何者為正確之處置？ 

屬於現場死亡案件應保持現場完整性，不可移動或破壞現場 

可依據安寧緩和醫療條例規定，不施行心肺復甦術 

詢問在場家屬是否施行急救措施並依其意願處理，以避免爭議 

立即剪下繩圈，留下繩結，將患者移至安全處所施行心肺復甦術 

4 某日 1 棟 1 層樓大型木造建築物發生火災，消防局立即派遣消防車輛前往搶救，抵達現場發現建築物正

面火舌竄出屋頂，火勢猛烈。正面面臨道路，建築物一側鄰接連棟式木造建築物民宅，如部署圖，據起

火戶屋主表示，屋內沒有人員，建築物分為 4 個居室，可由後側進入。如果你是初期救災人員，在消防

力不足情況下，請問下列水線瞄子部署，何者最不恰當？ B D

 

 

 

   

 CA
                                    

大型木造建築物火災搶救水線部署圖如圖所示 A，迅速部署水線進入起火戶滅火 

如圖所示 B，部署水線進入鄰接民宅之間及起火戶延燒阻止處所（隔間），阻止火勢延燒 

如圖所示 C、D，於沒有鄰接建築物側，部署水線進入起火戶延燒阻止處所（隔間），阻止火勢延燒 

如圖所示 B、C、D，若到達現場時，起火戶延燒阻止處所已被火勢突破者，則不部署水線進入此處 

5 119 接獲民眾救護請求，救護人員到達後發現患者為男性（67 歲），坐於騎樓椅子上，經救護技術員評

估患者生命徵象，患者說話口吃、流口水、情緒躁動，對聲音有反應，右側肢體明顯無力，呼吸 18 次／分，

橈動脈搏動 91 次／分，微血管填充時間 2 秒，並以自動血氧監視儀測量血氧濃度為 98%，詢問家屬得知

患者有糖尿病病史，經血糖機測得患者血糖值為 33 mg/dL。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口咽分泌物多時容易影響呼吸，必要時應進行抽吸 

將病人擺放採頭高 30 度、半坐臥姿勢 

應使用口咽或鼻咽等輔助呼吸道給予氧氣治療 

給予病人糖粉或口服含糖飲料 

6 民眾報案某路口發生自小客車相撞車禍，119 指派出動 11 車、91 車前往救援，到達現場發現 2 車車體嚴

重變形，其中一部車輛駕駛已自行爬出車外，另一部車有 2 名傷者仍受困於車內，駕駛（男性，37 歲）

雙腳被扭曲變形的車體夾傷有大量失血情形，不斷發出痛苦呻吟，意識尚清楚；另有 1 名傷者（男性，

45 歲）左手臂骨折。下列何者為現場最優先執行事項？ 

傷患人員超出 1 人以上，立即請求 119 加派人車支援 

對傷患施予必要之初步急救措施，等待及配合搶救人員進行脫困，而後送醫 

對小客車前後四輪進行固定，以防車輛滑行，造成二度傷害 

持續開啟閃光燈，提醒來車注意，並請轄區警員或派員進行交通指揮與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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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救護人員執行勤務時，若有可能接觸流感併發重症或有發燒、咳嗽等呼吸道症狀之類流感病人，仍以配

戴外科口罩及手套為原則。而救護人員為確保自身、傷病患及他人的安全，在救護前後均應注意個人衛

生，養成勤洗手的習慣。下列何者是正確的洗手步驟？ 

濕、沖、搓、捧、擦  濕、捧、搓、沖、擦 

濕、擦、捧、搓、沖  濕、搓、沖、捧、擦 

8 某日上午 10 時許，1 棟 11 層樓辦公大樓於 3 樓某公司發生火災，轄區消防分隊出動 2 輛水箱車及 1 輛雲

梯車前往搶救。如果你是主力攻擊之水箱車司機，下列停車應注意事項何者正確？ 

消防車輛停放於坡道時，只要拉起手剎車即可 

水箱車應避免部署於起火建築物正下方，以免車輛或人員被掉落物擊傷 

水箱車部署應儘量緊接靠近，減少部署水帶數量，爭取救災時間 

車輛部署以「車組作戰」及「雙邊部署」為原則，建築物火場正面空間，應留給高空作業車使用 

9 都會市區某棟高 20 層樓建築物第 15 層發生火災，轄區消防隊抵達現場，你擔任四十六公尺長雲梯車駕

駛，發現火場 17 層陽台上有待救災民，為救災安全與效率，下列何項是此時高空作業車無法進行的救災

作業？ 

協助各式救災器材的供應運載 載送救災人員至可進入之樓層 

進行火災防護射水  直接實施人命救助 

10 某日山區 1 棟建築物發生火災，轄區消防分隊接獲指令出動水箱車 2 輛及救護車 1 輛前往搶救，並最先

抵達現場，如果你擔任其中第 2 輛水箱車（水源車輛）司機，負責占據消防水源中繼供水予第 1 輛水箱

車（攻擊車輛），此時，你要選定消防水源、停放車輛並實施中繼供水，請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不管水源之種類，只要選擇離火點近、確實可用之水源即可 

水源選定以接近火場之水源為優先使用目標，不必注意管徑大小及其他消防車輛使用情形 

水源部署妥當後，仍可隨意變更水源部署的位置 

使用天然水源時，要注意運用輪阻器、枕木、濾網護繩及籐籠濾網等輔助設備，進水管應投入水中，

並儘量拉緊濾網護繩，以利抽取水 

11 某處地下商街發生火災，消防局接獲報案立即調派消防車輛及人員前往搶救，抵達現場發現出入口冒出

濃煙，據報尚有民眾未逃生出來，如果你奉指揮官命令組成搜救小組配合水線進入執行人命搜救，經檢

查 6.8 L 空氣瓶氣量 250 kg/cm2，殘壓警報氣量 50 kg/cm2，個人空氣消耗量約 40 L/min，你進入地下商街

執行搜救任務多少時間後必須退出？ 

 42 分鐘 30 秒  5 分鐘  34 分鐘  25 分鐘 

12 某人欲在住宅處引爆瓦斯自殺，你為轄區消防救災人員，抵達現場後，依處理流程何者正確？①破壞通

風 ②規勸安撫 ③劃定警戒區 ④射水防護 

②③①④ ③②④① ③②①④ ③④②① 

13 有 1 棟地上 5 層 RC 造建築物，1 樓為小吃店用途，2 樓以上為住家，某日晚間用餐時段，因廚師烹煮不

慎導致油鍋起火，火流沿排煙管及周遭裝潢延燒，由於裝潢均為易燃物，更助長火勢蔓延，消防局接獲

報案到達現場後，立即拉起警戒線並部署水線進行搶救，滅火同時發現廚房內部 4 支 20 公斤裝液化石油

氣鋼瓶，有 2 瓶開關閥處噴火燃燒。初期搶救人員在滅火安全上最適宜的作為為何？ 

先衝入火場，將 2 支燃燒鋼瓶移出 先衝入火場，將 2 支燃燒鋼瓶推倒 

先衝入火場，避開燃燒鋼瓶之開關閥射水搶救 為防止氣爆，對燃燒鋼瓶持續射水冷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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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在某大樓執行消防安全檢查，對火警受信總機操作火災試驗開關及回路選擇開關，不要復舊，使任意五

回路進行火災動作表示試驗，此時受信總機應正常動作，主音響及接續該五回路之地區音響裝置應鳴動

。此試驗及要確認之性能為何？ 

回路斷線試驗，確認回路是否斷線 火災表示試驗，確認每一回路之亮燈及鳴動 

同時動作試驗，確認火警受信總機性能 音響裝置試驗，確認音響裝置音壓 

15 轄區隊員在某立體停車塔執行消防安全檢查，發現差動式分布型空氣管式探測器之火災動作或動作持續

試驗，不動作或測定之時間超過範圍時，應即確認空氣管與旋塞台之連接部位是否栓緊，且應進行何種

試驗？ 

回路導通試驗  流通試驗 

接點水高試驗  流通試驗及接點水高試驗 

16 你為消防安檢人員，取締某香燭店家違法販賣爆竹煙火，除製作談話筆錄外，立即清點與扣留其違法爆

竹煙火。於處分銷毀前，該違法爆竹煙火應移至何處暫時儲放並分類妥善放置？ 

委託合法爆竹煙火儲存場所暫存 集中置於消防分隊儲藏室中 

清點封存後由違規業者暫存 直接變賣、拍賣或銷毀 

17 你為消防局專責檢查小組成員，奉派至轄區內 300 m2 的博物館進行新增列管場所之消防安全檢查，發現

現場的地毯之防焰標示係鑲釘於牆壁，下列何項是最適當之處置？ 

因地毯之防焰標示非附加於本體，立即開立限期改善通知單 

要求管理權人提供設置防焰物品之相關證明文件後再處置 

要求場所管理權人通知地毯設置廠商立即改善 

因該場所非法定應使用防焰物品之場所，不予處罰 

18 轄區消防隊員在某托兒所執行消防安全檢查，發現有橡膠製、邊長 30 公分正方形之地坪鋪設物，以拼裝

方式組合成任意形狀，若此地坪鋪設物屬於消防法規所稱防焰物品時，請判斷其面積依規定至少應在多

少平方公尺以上？ 

 1 平方公尺  2 平方公尺  4 平方公尺  8 平方公尺 

19 實施防火管理查核作業時，某火鍋餐廳場所依規定要進行自衛消防編組演練及驗證，下列何者較不適宜

被作為演練時模擬起火點之處所？ 

餐廳廚房區 用酒精燃料火鍋區 用電設備區 包廂用餐區 

20 某高層建築物防火管理人為強化防火管理責任體系，建立火源責任者進行日常用火用電管理，並要求定

期檢查有關設施之機制，消防人員執行消防安全檢查審視其防護計畫時，請判斷下列內容何者不適當？ 

以樓層為範圍，設置火源責任者 

以指定之居室或非居室，律定火源責任者 

依場所規模及用火用電設施設置狀況調整火源責任者 

定期檢查指定區域內之防火避難設施、用火用電設備器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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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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政府依「災害防救法」第 23 條規定，為有效執行緊急應變措施，應依權責實

施那些整備事項，試詳述之。（25 分） 

二、急救責任醫院依「緊急醫療救護法」規定，應辦理之事項為何？請詳述之。（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4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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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災處所周邊發現公共危險物品、高壓氣體等顯有發生火災、爆炸之虞時，下列何者得依消防法授權劃

定警戒區，限制人車進入，強制疏散，並得限制或禁止該區使用火源？①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 

②直轄市、縣（市）警察機關 ③消防指揮人員 ④警戒指揮人員 
①③ ②④ ①②④ ①②③④ 

2 鄉（鎮、市）公所設鄉（鎮、市）災害防救會報，其任務如下敘述，何者正確？①核定各該鄉（鎮、市）

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②核定重要災害防救措施及對策 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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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推動社區災害防救事宜 ⑤督導、考核轄區內災害防救相關事項 
①②③④ ①②④⑤ ①③④⑤ ①②③④⑤ 

3 為減少災害發生或防止災害擴大，下列何者為各級政府平時應依權責實施減災事項？ 
災害防救設施、設備之整備及檢查 治山、防洪及其他國土保全 
災害防救之訓練、演習  災害監測、預報、警報發布及其設施之強化 

4 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依災害防救法規定，就相關減災、整備、災害應變、災後復原重建、科學研究成果、

災害發生狀況、因應對策等，進行勘查、評估，除必要時，得隨時辦理外，原則上多久時間應定期檢討

災害防救基本計畫？ 
 2 年  3 年  4 年  5 年 

5 有關爆竹煙火監督人選任與業務執行，依爆竹煙火管理條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製造場所及達中央主管機關所定管制量 20 倍之儲存、販賣場所 
訂定安全防護計畫，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並依該計畫執行有關爆竹煙火安全管理上

必要之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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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任後 15 日內，應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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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有關爆竹煙火儲存、販賣場所之管制量，下列爆竹煙火何者正確？ 

特殊煙火之專業爆竹煙火：總重量 0.3 公斤 

升空類一般爆竹煙火：火藥量 5 公斤或總重量 20 公斤 

摔炮類一般爆竹煙火：火藥量 0.3 公斤或總重量 1.5 公斤 

爆炸音類之排炮、連珠炮類：火藥量 5 公斤或總重量 10 公斤 

7 爆竹煙火工廠所定安全防護計畫內容，除負責人及爆竹煙火監督人之職責外，納入一般消防防護計畫主

要內容事項，尚應針對場所安全對策包括下列那些事項？①儲存安全管理 ②製造安全管理 ③搬運安

全管理 ④施放安全管理 ⑤銷毀安全管理 

②③④  ①②③⑤  ①②④⑤  ①②③④⑤  

8 某棟儲存第四類公共危險物品之建築物（儲存倉庫）建築物之牆壁、柱及地板為防火構造者，如儲存量

達管制量 10 倍以上未達 20 倍者，其四周保留空地寬度應至少為多少？ 

 1.5 公尺以上  2 公尺以上  3 公尺以上  5 公尺以上 

9 某一設於建築物之地面層的液化石油氣販賣場所，①建築物供販賣場所使用部分，牆壁為防火構造或

不燃材料建造 ②樑及天花板以不燃材料建造 ③其上無樓層，屋頂為非防火構造或以耐燃材料建造 

④電氣設備符合屋內線路裝置規則相關規定 ⑤儲放之液化石油氣，總儲氣量未超過 128 公斤。以上

對其建築物構造、設備及儲存量等之敘述，何者正確？ 

①②③④  ①②③⑤  ①②④⑤  ①②③④⑤  

10 液化石油氣容器檢驗場應依液化石油氣容器定期檢驗基準依序執行容器及容器閥檢驗，不合格容器及容

器閥應予銷毀，銷毀時並應報請轄區消防機關監毀。下列有關檢驗程序之敘述，何者錯誤？ 

檢驗場應將檢驗紀錄保存 6 年以上，每月並應申報中央主管機關及轄區消防機關備查 

檢驗場應設置監控系統攝錄容器及容器閥檢驗情形，錄影資料並應保存 1 個月以上 

檢驗場應維護場內檢驗及安全設施之正常功能，並定期辦理校正及自主檢查 

其檢驗員應每一年接受教育訓練一次 

11 災害現場有大量傷病患事故，係指單一事故、災害發生之傷病患人數達 X 人以上，或預判可能達 Y 人以

上者。X 與 Y 分別為何？ 

 X＝10，Y＝10  X＝10，Y＝15  X＝15，Y＝10  X＝15，Y＝15 

12 依緊急救護辦法規定，有關救護人員執行緊急傷病患之緊急救護及運送就醫等程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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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大隊負責 

緊急傷病患之運送就醫服務，應送至急救責任醫院或就近適當醫療機構 

如遇緊急傷病患或其家屬拒絕接受運送，應要求其於救護紀錄表中簽名後，不予運送 

執行救護應填具救護紀錄表，於送抵醫院時，應由醫護人員簽章確認紀錄表所載事項 

13 消防法所稱管理權人，在公立學校為何人？ 

校長 董事會董事長 總務單位主管 總務單位承辦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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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不屬於消防法第 6 條第 1 項所定標準應設置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住宅場所之管理權人，應設置住宅用火災

警報器並維護之。倘違反之，應處何罰責？ 

處新臺幣 3 千元以上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 6 千元以上 3 萬元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 2 萬元以上 10 萬元以下罰鍰 不用罰 

15 依消防法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各級消防機關救災救護指揮中心，係統籌指揮、調度、管制及聯繫救災、救護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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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保養、維護由自來

水事業機構負責 

消防指揮人員，對火災處所周邊，得劃定警戒區，限制人車進入，並得疏散或強制疏散區內人車 

消防指揮人員，為防止火災蔓延、擴大，認有截斷電源、瓦斯、水源必要時，得通知各該管事業機構

執行之 

16 依消防法施行細則規定研判，下列何者屬於消防法第 13 條第 1 項所定一定規模以上供公眾使用建築物？ 

總樓地板面積在 300 平方公尺以上之補習班或訓練班 

總樓地板面積在 200 平方公尺以上之餐廳 

總樓地板面積在 300 平方公尺以上之百貨商場、超級市場及遊藝場等場所 

總樓地板面積在 500 平方公尺以上，其員工在 10 人以上之工廠或機關（構） 

17 依消防法規規定，下列何機關（構）或人員得封鎖火災現場？ 

檢察機關或利害關係人  檢察或消防機關 

利害關係人或警察機關  火災受害人或消防機關 

18 下列何者錯誤？ 

高鐵公司所做之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係送請交通部核定 

內政部所訂水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係報請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核定後實施 

直轄市、縣（市）所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係經直轄市、縣（市）災害防救會報核定後實施，並報中

央災害防救會報備查 

鄉（鎮、市）公所所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係依上級災害防救計畫及地區災害潛勢特性擬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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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或禁止人民進入或命其離去。當人民違反上述規定時，依災害防救法之規定，所應受之罰責為何？ 

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 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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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新臺幣 1 萬元以上 5 萬元以下罰鍰 

20 未有認可標示之爆竹煙火成品及半成品，應於拍照存證並記載其數量後銷毀之。其銷毀之程序何者錯誤？ 

於上午 6 時後下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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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安全、空曠處所進行，並採取必要之安全防護措施 
中央主管機關亦得依規定逕行銷毀，唯應先通知當地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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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有關公共危險物品之管理事項，下列何者錯誤？ 

有機過氧化物係屬第三類公共危險物品 

位於建築物內以儲槽以外方式儲存六類物品之場所謂之室內儲存場所 

六類公共危險物品製造場所，其外牆或相當於該外牆之設施外側，與廠區外鄰近場所其用途為收容人

員在 15 人之安養機構之安全距離應在 10 公尺以上 

六類物品製造場所或一般處理場所不得設於建築物之地下層 

22 有關可燃性高壓氣體場所之管理事項，下列何者錯誤？ 

在常用溫度下或溫度在攝氏 35 度以下時，表壓力達每平方公分 2 公斤以上或 0.2 百萬帕斯卡（MPa）

以上之液化氣體中之丁烷，係屬可燃性高壓氣體 

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場所，係指從事製造、壓縮、液化或分裝可燃性高壓氣體之作業區及供應其氣源

之儲槽 

可燃性高壓氣體處理場所之販賣場所應設於建築物之地面層 

液化石油氣儲存場所供三家以上販賣場所共同使用者，不得少於 12 平方公尺 

23 依緊急醫療救護法規定，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之救災救護指揮中心，應由救護人員 24 小時執勤，

處理緊急救護事項，下列何者非屬應處理之緊急救護事項？ 

聯絡醫療機構接受緊急傷病患 

聯絡救護運輸工具之設置機關（構）執行緊急救護業務 

自醫療機構轉送緊急傷病患至其他必要醫療機構 

提供緊急傷病患送達醫療機構前之緊急傷病諮詢 

24 依緊急救護辦法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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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身分無法查明者或低收入戶者，其醫

療費用依社會救助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緊急傷病患身分不及查明時，由救護人員先行填具救護紀錄表，運送至急救責任醫院或就近適當醫療

機構先行救治，並向當地社政機關查明身分後，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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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要求其於救護紀錄表中簽名後，

不予運送 

受理疑患有法定傳染病之緊急傷病患之醫院，經診斷該緊急傷病患為法定傳染病患時，應即將診斷結

果通知消防機關，以採取必要措施 

25 依緊急救護辦法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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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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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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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急傷病患或利害關係人得向醫院申請救護服務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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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一頁 

 

一、試說明依法應設置緊急電源插座之場所為何？並請說明其設置位置、電源供應容

量、型式、裝設高度及崁裝式保護箱之規定為何？（25 分） 

二、何種公共危險物品儲存在室內、室外儲槽之顯著滅火困難場所時，除設置固定式泡

沫滅火設備外，亦應設置冷卻撒水設備？並請說明前述冷卻撒水設備之設置規定為

何？（25分） 

三、福爾摩斯油氣公司，擬設置一加氣站，該站計有儲氣槽 1 座、加氣機 3 臺、加氣車

位 6 處、壓縮機 2 臺、幫浦 2 臺、氣槽車卸收區 1 處，請將該加氣作業場所防護面

積和該場所冷卻撒水設備之水源容量（立方公尺）計算出？（儲槽本體之外表面積

為 76 平方公尺、附屬於儲槽之液面計及閥類之露出表面積為 1.5 平方公尺。）（請

以四捨五入計算到小數點第一位）（25 分） 

四、試說明各類場所中按用途分類所稱之丁類場所為何？並請說明前述場所之定義及其

應設置室外消防栓設備之規定為何？（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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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消防車進水管之使用，關係消防車之抽水成效，試詳述進水管之使用須知？（25分） 

二、屈折式高空作業車是消防救災很重要之消防車輛，試詳述其有那些安全裝置？（25分） 

三、現行消防裝備使用之幫浦，以離心泵為多，試詳述離心泵有何優缺點？（25分） 

四、試述皮特計（或稱比托計、比托管）之組成與用途？為測得正確數據應如何量測？

（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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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接背面） 
 

全一張 
（正面）

40110-4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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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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捷運往蘆洲、新莊路線已先後通車，信義路捷運正在加緊興建，不久將通

車。全臺高速、快速公路不斷地增建，最近五楊高速路段也順利通車。高速公

路收費方式即將改變。各縣市公車大多煥然一新，車廂空間寬敞，外型新潮。

此外，鐵路、公路尚有諸多革新，在在講究迅速、方便、美觀、安全、舒適。

預料未來將有更多更大更好的改變。凡此種種，皆與二十年前的交通迥異。請

以「臺灣鐵路與公路的過去、現在」為題，作文一篇，文長不限。 

二、公文：（20 分） 
五月九日菲律賓漁業局巡邏船對我國漁船掃射，一船員中彈身亡。我政府強烈

要求菲國道歉、賠償、緝凶，然菲國政府態度傲慢，毫無誠意解決問題。有些

國人因而遷怒在臺菲籍人士。政府呼籲國人冷靜、理性，因在臺菲籍人士與此

事件無關。試擬行政院函各縣市政府：請轄區公司、行號、工廠負責人勸導本

國員工共同保護菲籍員工人身安全，尊重人權，並維護中華民國良好形象。 

乙、測驗部分：（20 分） 代號：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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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緼黂，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不知天下之有廣廈隩室，

綿纊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列子．

揚朱》） 
下列成語最切合上文意旨的是： 
信賞必罰 束縕請火 野人獻曝 自曝其短 

辛棄疾〈青玉案〉：「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中的「回」字意義與下列那一

個選項中的「回」意義完全相同？ 
「回」看射鵰處，千里暮雲平  
二月已破三月來，漸老逢春能幾「回」 
醉臥沙場君莫笑，古來征戰幾人「回」 
少小離家老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 
「官吏相與慶於庭，商賈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抃於野。憂者以樂，病者以愈。」這段

文字表現怎樣的情境？ 
團結一致 物阜民豐 歡喜慶賀 嬉戲遊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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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為海上荒島，其民皆閩粵之民也，其器皆閩粵之器也。工藝之微，尚無足睹。然而
臺郡之箱，大甲之席，雲錦之綢緞，馳名京邑，採貢尚方，則亦有足志焉。夫大輅成於
椎輪，岑樓起於尺礎。後之視今，能不愈於今之視昔乎？故紀其梗概，以資參考。若夫
開物成務，則有俟於後之君子。（連橫《臺灣通史．工藝志序》） 
下列敘述，何者為非？ 
連橫所見，臺灣之民皆為閩粵之民，其器皆為閩粵之器 
當時臺灣工藝雖微不足觀，然已有臺南郡的皮箱、大甲草席及雲錦之綢緞馳名於京
邑，成為各地方採購的物品 
「大輅成於椎輪，岑樓起於尺礎」意同於「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累
土；千里之行，始於足下。」 
「後之視今，能不愈於今之視昔乎？」可見作者對於後人的殷殷期許 
《EQ》（Emotional Intelligence）一書作者丹尼爾．高曼（Daniel Goleman）認為其書中
所闡揚的：自我覺察、自律、同理心與社會技巧等重要理念，都和傳統中國文化的深層
價值相互呼應。以「自律」而言，下列選項何者不符？ 
己所不欲，勿施於人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益之 
有澹臺滅明者，行不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不肯讀書的人，總可以找到理由推卸自己的責任。從前有一個人堅決不肯讀《詩經》，
理由是沒有人能證明「詩三百」是孔夫子親手刪定的，所以不值得一讀。他又堅決不肯
讀《書經》，理由是《書經》的真偽還成問題，讀它做什麼？讀書的人一開始就要和書
對抗，如何能讀出滋味來？（摘錄自王鼎鈞：《開放的人生》） 
若要為本段內容訂一標題，下列選項何者最適合？ 
食古不化 畫地自限 好高騖遠 取小遺大 
下列有關書信用辭，正確的選項是： 
書信中凡稱到自己家族親戚的尊輩，須加一「令」字 
寫信給父母報平安，結尾可用「一切均安。手此，敬請福安」 
頌候語中，凡用「頌」字，下當用「祺」、「祉」、「綏」 
開頭應酬語：「遙望 門牆，時深馳慕」應是寫給軍界長官的書信 

請依下文回答第題至第題： 
有野趣而不知樂者，樵牧是也；有果窳而不及嘗者，菜傭牙販是也；有花木而不能享者，
達官貴人是也。古之名賢，獨淵明寄興，往往在桑麻松菊、田野籬落之間。東坡好種植，
能手接花木，此得之性生，不可得而強也。強之，雖授以《花史》，將艴然擲而去之。若
果性近而復好焉，請相與偃曝林間，諦看花開花落，便與千萬年興亡盛衰之轍何異？雖謂
二十一史，盡在左編一史中可也。（陳繼儒〈《花史》跋〉） 
上述短文中，有關樵牧、傭販、顯貴生活的描寫，可以下列何者來說明？ 
及時行樂莫遲疑 習焉不察無閒情 不識廬山真面目  曾經滄海難為水 
依據上文，陶淵明、蘇東坡親近自然、蒔花植木的主要原因，是： 
二人的天生本性使然 二人受後天養成所致 
二人的因緣際會造就 二人效倣前賢的結果 
「諦看花開花落，便與千萬年興亡盛衰之轍何異？」二句文義，意指： 
人生何其短促，有如南柯一夢，凡事不必勉強，只需隨緣順應 
只有仔細觀賞花木的人，才能體悟有花堪折、及時努力的意義 
記取歷史的興衰教訓，方能開創出燦爛如花、永續不墜的新局 
自然界的造化運行，與人間世的起伏升降相應，觀彼即可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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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2602 
頁次：4－1 

1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見解，下列何項規定未違反憲法之平等原則？ 
父母對於未成年子女權利之行使意思不一致時，由父行使之 
子女一律從父姓，無從選擇 
妻與夫協議不成時以夫之住所為住所 
夫妻間之贈與免納贈與稅 

2 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有關不信任案之提出，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須有三分之一以上之立法委員連署 
不信任案提出 72 小時後，應於 48 小時內以記名投票表決 
不信任案之表決需經全體立法委員三分之二以上贊成始得通過 
不信任案如未獲通過，1 年內不得對同一行政院院長再提不信任案 

3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3 條之規定，行政院對於立法院決議之法律案、預算案、條約案，如認為有窒礙難行時，

得經何者之核可，移請立法院覆議？ 
立法院院長 總統 行政院會議 副總統 

4 以下何者非屬我國憲法賦予總統之權力？ 
統帥權 宣戰權 發布緊急命令權 法律案之否決權 

5 依憲法本文之規定，下列何者統率全國陸海空軍？ 
國防部長 參謀總長 總統 行政院長 

6 下列何者非屬憲法第 16 條訴訟基本權之保障內涵？ 
審判程序正當性 審判結果公正性 權利救濟有效性 訴訟審級多樣性 

7 有關宗教信仰自由之保障範圍，下列何者不包括在內？ 
內在信仰之自由  拒絕接受義務教育之自由 
宗教行為之自由  宗教結社之自由 

8 下列關於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憲法第 8 條人身自由權之內容，何者錯誤？ 
憲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2 項所規定之「審問」，係指法院審理之訊問，其無審判權者既不得為之，則此兩

項所稱之「法院」，當指有審判權之法官所構成之獨任或合議之法院之謂 
國家以法律明確規定限制人民之身體自由者，倘與憲法第 23 條之比例原則無違，並踐行必要之司法程序

或其他正當法律程序，即難謂其牴觸憲法第 8 條之規定 
人民受憲法第 8 條保障身體之自由，乃行使其憲法上所保障其他自由權利之前提，為重要基本人權，尤其

應受周延保護 
羈押作為刑事保全程序時，旨在使刑事被告早期認罪，俾利刑事訴訟程序順利進行，使國家刑罰權得以實現 

9 依據司法院釋字第 603 號解釋，人民之指紋係受何種基本權利保護？ 
財產權 身體權 資訊隱私權 秘密通訊自由 

10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非本法所稱視覺障礙者，不得從事按摩業」之規定，係違反下列何種基本權之保障？ 
平等權與言論自由 工作權與平等權 言論自由與工作權 人身自由與平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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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對於居住遷徙自由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居住自由係指人民居住之處所，不受非法侵犯之權利 
國家不得對於人民設居住所之決定，課以不必要之負擔 
為落實國家兵役制度、確保義務履行之公平，主管兵役之行政部門得無待授權自行限制役男出境 
遷徙自由包括自由出入國境之權利，無待許可 

12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由檢察官與司法警察機關負責通訊監察書之聲請與核發，主要與憲法保障何種基本權

利之意旨不符？ 
居住遷徙自由 秘密通訊自由 人身自由 集會遊行自由 

13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廢止前之檢肅流氓條例規定法院得為保護證人，拒絕被移送裁定人對質及詰問，有違

下列何者？ 
比例原則，訴訟權之保障及正當法律程序原則 平等原則，言論自由之保障及人身自由 
平等原則，居住遷徙自由及正當法律程序原則 比例原則，訴訟權之保障與資訊公開原則 

14 依憲法第 175 條第 1 項之規定，本憲法規定事項，若有另定實施程序之必要者，係以何種規範定之？ 
法律 修改憲法 法規命令 緊急命令 

15 國家對於僑民的照顧，下列何者錯誤？ 
有僑居國外不分區立法委員代表僑民利益 只限於保障其發展經濟事業 
獎勵有教育事業成績優良者 保障其政治參與之機會 

16 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中華民國領土變更案，依下列何種程序為之？ 
立法院提出，經公告半年，經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於 3 個月內投票複決 
行政院向立法院提案，立法院應即解散國會重新選舉，由新任立法委員議決 
由超過三分之二之監察委員連署提案，送立法院議決 
由國家安全會議議決，向立法院提案，立法院同意後，由行政院發布 

17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之規定，下列有關立法委員任期、連任之敘述，何者正確？ 
任期 4 年，得連任一次  任期 4 年，無連任次數限制 
任期 3 年，得連任一次  任期 3 年，無連任次數限制 

18 下列何者並不屬於立法委員之職權？ 
發言權 參與表決權 質詢權 統一解釋法令權 

19 依憲法之規定及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憲法機關擁有向立法院提案之權者，不包括： 
總統 司法院 行政院 考試院 

20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之規定，下列有關由全國不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選出的立法委員之敘述，何者正確？ 
由各政黨依政黨得票比率於選舉後提出當選名單 
當選名單中，任一性別不得少於三分之一 
政黨得票率須達百分之三以上，方得當選立法委員 
當選員額共 34 名 

21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1 條規定，下列何者具有憲法修正案之提案權？ 
總統 行政院 立法院 司法院 

22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5 條規定，立法院提出對於總統的彈劾案，應由下列何者審理？ 
憲法法庭  司法院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考試院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監察院 

23 憲法法庭對於違憲政黨之審理，可以採取下列何種決定？ 
警告  禁止政黨推舉各類選舉候選人 
解散  停止政黨活動 

24 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司法院大法官的選任方法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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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總統直接任命  由總統提名，經考試院同意任命之 

25 下列那一項資格，無需經考試院依法考選銓定之？ 
公務人員任用資格 立法委員參選資格 律師執業資格 記帳士執業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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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Which one of the following equipments is NOT grouped in evacuation equipment? 

Indicating equipment.  Emergency broadcasting equipment. 
Fire escape equipment.  Emergency lighting equipment. 

27 These hazardous substances are most often released as a result of transportation accidents or       chemical 
accidents in plants. 
lead to for the reason that because due to 

28 What kind of following symptom could Heimlich Maneuver treat for? 
Spinal cord injury. Cardiac arrest. Choke. Asthma. 

29 Which term of following is most effective in sensing the larger smoke particles generated by a smoldering, 
slow-burning fire? 
Ionization detectors.  Residential heat detectors. 
Fixed heat detectors.  Photoelectric smoke detectors. 

30 Which one of the following equipments is NOT grouped in “necessary equipment for fire rescue”? 
Automatic alarm equipment for gas leakage. Connecting water-delivery pipe. 
Fire water pool.  Wireless communication auxiliary equipment. 

31 What is the typical product of incomplete combustion? 
Water vapor. Hydrocarbon fuel. Carbon dioxide. Carbon monoxide. 

32 In a tunnel fire, a(n)        system is very useful to move smoke outwards. 
traffic management system emergency response team 
ventilation system  sprinkler system 

33       can travel several miles from their source, striking with little or no warning at avalanche speeds, growing in 
size as they pick up trees and boulders, and be caused by land mismanagement, particularly in mountain, and 
canyon regions. 
Drought Flood Mudslide Hurricane 

34 Be aware of possible       if you live in coastal areas. This catastrophic event is also known as seismic or tidal 
waves. When local authorities issue the disaster warning, assume that a series of dangerous waves is on the way. 
tsunami earthquake downpour landslide 

35 According to Regulations for Emergency Medical Services, which patient is NOT included? 
Anyone who falls down on the road due to injury or sickness. 
Any pregnant woman who is ready for childbirth. 
Anyone who donates blood or organ. 
Anyone who is in urgent need of medical care due to disaster. 

36 Which kind of fire extinguishing equipment is NOT included in “Standards for Installation of Fire Safety 
Equipments Based on Use and Occupancy”? 
Indoor fire hydrant.  Automatic sprinkler system. 
Carbon dioxide fire extinguishing equipment. Halon fire extinguishing equipment. 

37 _____ is defined as the initiation of fire by chemical process inherent in the material without the aid of an initiating 
energy source. 
Autoignition Conflagration Pyrolysis Incomplete combustion 

38 _______ is the process in which the perimeter of a fire grows. 
Ignition Flashover Flame spread Flashpoint 

39 The flow is caused by the pressure difference across the compartment opening. At some height above a given 
reference height, the pressure difference will be zero. Which one of following is this term likely to be called? 
Stack effect. Neutral plane. Ventilation -controlled fire. Vent mass 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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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According to fire dynamics, which of the following effect shall walls and corners cause in a compartment fire? 
No effect. 
Primarily attributable to convection. 
Reduce the amount of entrained air available to the fire plume. 
Decrease radiation available to the fire plume. 

41 A house is full of wood, and the area of the house is 100 m2. The effective combustion heat of wood is 14 kJ/g. The 
weight of wood in this house is 200 kg. Please calculate the fire load density (in MJ/m2) in this house. 
14 14000 28 28000 

 

There are four basic types of automatic sprinkler systems in Taiwan, such as automatic wet pipe sprinkler system, 
automatic dry pipe sprinkler system, deluge system, and pre-action system. The automatic wet pipe sprinkler system is the 
most   42   type because it is permanently charged with water, meaning that it is always ready for a fire.  
When the liquid-filled bulb of the sprinkler reaches its predetermined temperature, it activates and water flows out of the 
orifice toward the   43  , causing the water to finely spray on the burning combustibles. A sprinkler’s   44   is 
determined in plunge tests with a uniform gas flow of constant temperature and velocity and can be used to predict the 
sprinkler’s activation time in a fire environment. 
42 odd exceptional prevalent rare 
43 Nozzle sprinkler standpipe check valve deflector 
44 response time index discharge pressure flow rate K-factor 
 

When you travel and stay in a hotel, it is important to become familiar with your surroundings. The following fire 
safety   45   are useful to assist you in preparing for traveling. First, when making your   46  , ask if the hotel or 
motel has smoke alarms and an automatic fire sprinkler system. Second, when traveling, take a flashlight with you. Third, 
read the   47   carefully. If one is not posted in your room, request one from the front desk. Finally, locate the two exits 
nearest your room. 
45 proverbs hints secrets tips 
46 order reservations demands consideration 
47 telephone directory  introduction to all facilities 

evacuation plan  guidelines to use elevators 
 

Fire safety refers to precautions that are taken to prevent or reduce the likelihood of a fire that may result in death,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alert those in a structure to the presence of   48   in the event one occurs, better enable 
those threatened by a fire to survive in and evacuate from affected areas, or to reduce the damage caused by a fire. Fire 
safety measures include those that are planned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building or implemented in structures that are 
already standing, and those that   49   occupants of the building.   50   fire safety are referred to as fire hazards. A 
fire hazard may include a situation that increases the likelihood a fire may start or may impede escape in the event a fire 
occurs. 
48 an expected fire a wanted fire an uncontrolled fire a hated fire 
49 are taught to teach taught are teaching to 
50 Threats to Likelihood of Progress of Enhan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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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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你複查某大樓之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時，發現該大樓有滅火器、室內消防栓設

備、自動撒水設備、火警自動警報設備、緊急廣播設備和排煙設備，請問你應抽測

以上設備之那些必要項目？（20 分） 

二、某日 17 時於捷運地下車站月台層（地下 2 樓）機房發生火災，轄區分隊接獲派遣

出動水箱車 2 輛及救護車 1 輛，抵達現場進入地下 1 樓發現已有些許煙擴散，如果

你奉指揮官指示，立即進入地下 2 樓執行人命救助及滅火任務。請問你應注意那些

安全事項？（20 分） 

三、民眾飲酒後心情不佳喧鬧不已，店家撥打 110、119 報案，救護人員到達現場後，

酒客對警察及救護人員不斷咆哮、靠近，有敵意及暴力傾向。試說明此情境下救護

人員應如何進行安全防護？（20 分） 

乙、測驗題部分：（40 分）                     代號：3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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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轄區隊員在某高層建築物就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執行複查，查核消防專技人員實施火警自動警報設備

的綜合檢查結果，請問下列何者不符合規定要求？ 

距音響裝置設置位置中心 1 公尺處，使用噪音計，確認其音壓 

將受信總機由一般電源切換為緊急電源進行綜合檢查 

感度試驗後，感度良好者，可直接安裝回去，免進行加煙測試 

進行同時動作試驗以確認受信總機的性能 

2 轄區隊員在某高層建築物地下停車場就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執行複查，查核消防專技人員實施泡沫滅

火設備的綜合檢查，有關放水試驗及其目的，下列何者正確？ 

選擇全部放射區域數 10%以上之放射區域，測其放射分布及放射壓力 

選擇全部放射區域數 20%以上之放射區域，測其放射分布及放射壓力 

選擇全部放射區域數 10%以上之放射區域，測其發泡倍率及 25%還原時間 

選擇全部放射區域數 15%以上之放射區域，測其發泡倍率及 25%還原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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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轄區消防隊員在某公共危險物品儲存場所查察，發現某儲槽槽壁厚度 20 公分，並沒入於無漏水之虞的鋼

筋混凝土水槽中，請問該儲槽最可能儲存下列何種危險物品？ 

過氧化氫 硝基化合物 二硫化碳 氯酸鹽類 

4 若你檢查責任區某危險物品製造場所時，發現該場所外牆①距某一寺廟古蹟 30 公尺 ②距某一加油站 25

公尺 ③距某天然氣儲槽 21 公尺 ④距某一收容人員 250 人之教堂 30 公尺。請問以上那一項不符合規

定？ 

① ② ③ ④ 

5 轄區隊員在某高層建築物執行消防安全檢查，若於應設防焰物品之場所，發現有長 2 公尺寬 1.4 公尺之門

墊時，請問該門墊是否應為防焰物品之判斷依據為何？ 

面積在 2 平方公尺以上，是防焰物品 面積在 1 平方公尺以上，是防焰物品 

面積在 2 平方公尺以上，非防焰物品 面積在 1 平方公尺以上，非防焰物品 

6 你是消防分隊責任區隊員，前往某旅館進行安全查察，對於該場所裝設之防焰物品進行查核，有關下列

處置何者錯誤？ 

查核該旅館防焰物品之防焰標示有無依規定標示，是否有遺失、脫落等情事，如有前述情事則開立限

期改善通知單，要求該旅館限期改善 

若該旅館防焰物品之安裝廠商其公司登記、營利事業登記或工廠登記業經主管機關廢止者，其廢止前

所核發之防焰標示即屬無效，應要求該旅館限期改善 

要求該旅館提供防焰物品之安裝廠商認證證書、防焰性能試驗合格報告書及承包契約，以查核防焰標

示之真實性 

核對防焰標示之種類有無使用錯誤、安裝廠商是否為防焰認證合格廠商、認證登錄號碼是否相符，如

有違反前述情事，則針對安裝廠商應開立舉發單 

7 依消防機關辦理防火管理業務注意事項之規定，消防機關需受理有關防火管理人之遴用（異動）、消防防護

計畫、共同消防防護計畫或現有建築物（場所）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之提報，如果你是轄區消防隊員，

請判斷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現有建築物（場所）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之提報，提報場所應於開工（指實際開工日期）3 天前，填具

相關表格，報請消防機關備查 

防火管理人資格之認定，應由管理或監督層次幹部擔任，例如總經理或總務主管等 

共同消防防護計畫中之自衛消防編組及滅火、通報、避難訓練之實施相關事宜業務事項，大樓管理委員

會不得委託保全公司或其它專業機構執行 

於受理提報後次日起，10 日內完成審查，並回覆提報人 

8 你為責任區隊員，進行防火管理查察時，有關消防防護計畫自行檢查表之查核，下列何者不適當？ 

禁止使用電梯避難，係屬安全防護班任務 

消防防護計畫自行檢查表係供防火管理人自行檢查，先行確認所製定之消防防護計畫內容是否適當，

確認內容無誤後，再報請消防機關核備 

辦理防災應變之教育訓練，除火災發生時之處理外，仍應包括有關地震之處理 

夜間或重點時段之強化作為，係屬其他防災應變上必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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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某日 1 棟 22 層樓辦公大樓於 17 樓發生火災，消防人員抵達現場發現 17 樓窗戶有濃煙冒出，起火樓層煙

霧瀰漫，可能在起火戶居室內燃燒，為避免大量濃煙影響民眾避難逃生及消防人員能迅速展開救災作為。

請問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設定進氣（送風）樓梯與排氣（排煙）樓梯，並告知全部救災消防人員徹底實施 

立即搭乘電梯至 15 樓成立前進指揮站及人員裝備器材集結站，有效掌控救災人力 

適時利用雲梯車射水、破窗排煙及運送救災裝備器材 

進氣側安全梯起火層及直上層之安全門要暫時關閉後，再打開屋頂安全門將安全梯之煙排出 

10 某日 1 棟 16 層樓建築物發生火災，消防局接獲報案派遣消防車輛及人員前往搶救。如果你服務的分隊奉

派出勤，你擔任第 2 輛水箱車（水源車輛）司機，負責占據消防水源中繼供水任務，此時，你要選定消

防水源停車時，請問下列注意事項，何者錯誤？ 

最先到達分隊，不管水源之種類，只要選擇離火點近，確實可用之水源即可 

先到分隊水源充足時，後到分隊應有效利用先到分隊的車輛及水源 

到達現場無法確認是否有火煙狀況時，不必急著準備占據水源相關事項 

後到分隊應考慮先到分隊之水源，在不妨礙其作戰下，部署於水量豐富之水源，採取包圍態勢為原則 

11 某日 1 棟 5 樓 RC 構造公寓於 2 樓住家發生火災，你是轄區消防分隊隊員，抵達現場後奉指揮官指示負責

部署水線執行滅火任務，部署水線到 2 樓起火戶時，發現大門敞開，濃煙竄出。請問下列所述水線入室

滅火注意事項，何者錯誤？ 

進入前應確實穿好消防衣裝備、背負空氣呼吸器等完整防護裝備，並攜帶無線電、手電筒等必要裝備 

以直線水柱向室內高處、天花板及四周掃射，冷卻降低火場溫度及稀釋火場可燃性氣體濃度，避免發

生閃燃與爆燃 

切忌單獨行動，應部署 2 線水線進入相互掩護，採同時進行原則，以策安全 

進入時應採取低姿勢，同時進行人命搜索 

12 某日晚上 1 棟 12 樓集合住宅於 6 樓住家發生火災，消防局接獲報案立即調派消防車輛及人員前往搶救，

抵達現場發現建築物正面 6 樓冒出火舌，其上各層窗戶冒出濃煙，並有多人揮手呼救，情況危急，如果

你是現場救災的消防人員，請問以下作為何者正確？ 

進入室內從屋頂開始往下逐層搜索，已經搜索過的樓層或房間要做記號或標示，並用無線電與指揮官

聯絡 

立即使用車輛擴音設備，廣播安撫窗口待救民眾，使其勿慌張，並指導民眾關門避免火煙至屋內 

迅速於建築物正面部署氣墊，以確保不慎墜落民眾安全 

雲梯車停於建築物正面升梯救人，支撐腳架若位於排水溝或下水道排水孔蓋上方時，則需使用專用墊

板墊底，以免壓垮造成翻覆 

13 某大樓發生火災，據報火場仍有居民受困，你為轄區消防隊員，奉命穿戴空氣呼吸器進入火場搜救，當

你操作空氣呼吸器時，下列敘述何者最適當？ 

開啟氣瓶時將開關閥開到底後回轉一圈，以避免瓶頸熱脹冷縮卡死 

應以短而淺來替代深而緩之呼吸方式，以節省空氣量 

當面鏡起霧，看不清前方時，可強制按下肺力閥開關除霧 

殘壓警報聲響起時，尚有 30 bar 左右氣體量，不須立即撤出危險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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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某大樓地下室發生火災，現場濃煙瀰漫，你為轄區消防隊員，負責於火場操作引擎驅動式排煙機，發現

有啟動困難的狀況，若以簡易故障排除方式解決問題，請判斷下列操作方法何者最適當？ 

檢查及清理火星塞積碳  將排煙機調整至適當的仰角 

引擎進油量過多時應開大阻風門 以潤滑油潤滑葉片承軸 

15 某化學品製造工廠火災，轄區消防分隊抵達現場，除滅火搶救外，其中涉及危險物品濃硫酸儲槽外漏，

必須派員處理，而化學災害應變車中僅備有以下 3 種材質防護衣，①丁基橡膠材質 ②氨酯材質 ③聚

氯乙烯材質；你負責前往處理，在防止接觸強酸化學物的安全防護上，選用何者為適當？ 

①②可防護 ①③可防護 ①②③皆可防護 ①②③皆無法防護 

16 你參與某工廠火災搶救工作，發現該工廠建築物為斜背式屋頂，若要進行佈線自上方向下射水時，對自

身安全應掌握要領，以下何者正確？①石綿瓦上行走應選釘子處落腳 ②覆以消防掛梯便於行走屋頂 

③佈線水帶均佈在同一側 ④選擇脊樑位置採蹲姿射水 

①② ①②③ ②④ ②③④ 

17 你為消防隊員，執行車禍現場救護，發現共 4 名傷患，請問下列那一名傷患需最優先被處置送醫？ 

甲傷患一處大腿變形、身體多處擦傷但沒有持續出血，一直呻吟叫痛 

乙傷患右側胸口有緩慢出血，呼吸急促 

丙傷患右側腳部有下凹，意識不清，口鼻有血液流出 

丁傷患抱怨身體四肢沒有感覺，無法行動，情緒激動 

18 你為消防隊員，執行救護勤務，對創傷昏迷傷患實施生命徵象評估，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對於昏迷的傷患，應於 10 秒內完成有無意識及適當呼吸之初步評估 

檢查脈搏時，應以檢查雙側橈動脈為優先 

應先檢查意識後，再決定以何種頸椎固定術固定傷患 

頸動脈摸得到，表示脈搏至少應有 60 次／分鐘以上 

19 你為某消防局救護技術員，執行救護勤務時，病患已呈休克，表示其已有循環問題，此時對於病患的評

估順序，下列何者正確？ 

意識→呼吸道→呼吸→處置→循環 呼吸道→呼吸→意識→循環→處置 

循環→意識→呼吸道→呼吸→處置 意識→呼吸→呼吸道→循環→處置 

20 你為救護技術員，某日深夜零時許，與另一名救護技術員奉派駕駛救護車前往某酒店前執行路倒救護勤

務，到達時發現 1 名男子有濃厚的酒味，其間曾擊碎酒瓶自殘手部，又狂哮怒叫追打街上路人，繼而蹲

坐地面。下列何者不是你應有的救護作業原則？ 

立即通報救災救護指揮中心，依現場狀況請求消防人員防護或警察單位支援 

救護人員與傷病患保持安全距離，並隨時警戒傷患有無異常舉動，避免遭受意外之攻擊 

送上擔架時，救護人員應抓住傷病患手腕及腳踝處，俾利控制其行為，並需將傷患固定於擔架上 

為避免遭病患突然的攻擊，救護車後座不可有其他人員，2 位救護技術員應同時坐在前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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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一頁 40240 
60240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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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危險物品

處理場所係指那些場所？可燃性高壓氣體處理場所係指那些場所？請詳細列舉說明

之。（25 分） 

二、依災害防救法之規定，人民因各級政府依其權責所為之那些處分、強制措施或命令，

致其財產遭受損失時，非可歸責於該人民之事由者，得請求補償？（25 分） 

三、由內政部消防署之統計資料顯示，全國起火原因以電器設備所引起之火災件數最多，

請依據消防法與消防法施行細則相關條文中，說明有關火災調查鑑定的規定事項及

罰則為何？（25 分） 

四、臺灣的慶典活動中，總有民眾會施放爆竹煙火，請依據爆竹煙火管理條例及爆竹煙

火管理條例施行細則，說明爆竹煙火定義與分類為何？（15 分）並說明爆竹煙火儲

存、販賣場所之管制量為何？（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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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260 

等  別： 四等警察人員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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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消防安全設備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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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一頁 

一、建築物原始興建與核准使用的年份，會影響消防安全設備設置相關規定的適用，即

使日後須增建、改建或變更用途時，對於消防安全設備之設置也須考慮先前的相關

規定，但各類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中又羅列某些情形，要求以增建、改建或

變更用途後之標準來進行法規適用。請說明有那些情形要適用增建、改建或變更用

途後之標準?此一規定對於建築物的火災預防有何實質作用？（25 分） 

二、火警自動警報系統的火災監控功能是否能正常運作，與整個系統的配線狀況有密切

的關係。請問，進行火警自動警報系統配線時，要特別留意的因素為何?現行各類

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中對於該配線又有那些要求？（25 分） 

三、請就泡沫滅火設備在進行檢查時，說明如何對自動警報逆止閥進行性能檢查。

（25 分） 

四、消防主管機關到阿拉斯加飲食店進行消防安全檢查，發現該店其實為一酒吧，當時

酒吧內員工連同消費顧客共計有一百一十人。經查該酒吧有員工十人，十五個獨立

座椅，五個正面寬度為三點二公尺連續式席位，其他部分樓地板面積為三十六平方

公尺。試問該酒吧收容人數有無違法？其應將顧客人數限制在多少人以下？若其恢

復成飲食店營業，其收容人數應為多少人？（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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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一頁 

一、針對化學火災消防機關會購買多效能大型化學車以為因應，試問多效能化學消防車

有那些主要功能？若遇油管破裂噴出而造成火災時，以使用多效能化學車之何種系

統為宜並詳述其理由？（25 分） 

二、空氣呼吸器為消防搶救人員必要之裝備，其設有減壓閥與殘壓警報裝置等安全裝置，

試述這些安全裝置之作用？而在火災搶救時為防殘壓警報裝置失效，在進入火場之

前應如何以簡單方式檢查？（25 分） 

三、何謂正壓排煙（Positive Pressure Ventilation，PPV）？何種情況應該禁止使用正壓排

煙？（22 分） 

四、請分別敘述水帶雙捲收集方式（雙人）、水帶單捲收集方式（單人、雙人）、

折疊式水帶收法（又稱美式水帶收法）、繞圈式水帶收捲法（又稱甜甜圈收法）

等四種水帶收法的操作方式。（2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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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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種人，會為自己的失敗作檢討，其目的在找出原因，避免重蹈覆轍；也有一種人，

在失敗時不願面對，而編造各式理由，文過飾非。前者的人生態度積極、光明；後者則

消極、灰暗，那一種人最後較有成就，不言而喻。試以「拒絕為自己找藉口」為題，作

文一篇，加以論述。 

二、公文：（20 分） 
最近酒駕肇事事件頻傳，經新聞媒體大幅報導，引發社會譁然，立委關切。試擬內政部

致警政署函，應嚴格取締酒駕並推動修法加重刑責，以保障國人行的安全。 

乙、測驗部分：（20 分） 代號： 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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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梁實秋《雅舍談書》：「世界上的事物，本有許多是可以入詩，而同時就有一部分是不美
的，不美的當然是非詩的。於是詩人往往把一切自然人為的事物加以剪裁的工夫，而想像
就是他的武器。憑著想像，創作出美來，這是一切藝術美的原則，詩當然逃不出這個例去。
中國式的山水畫，寫意畫，之所以可貴，正是因為作者有了超絕的想像力，把實在的物質
的對象分析開了，依著藝術的安排重新綜合起來，成功一件超於現實  超於現象界的作
品。詩也是一樣的。」根據本文，作者說明詩與畫的藝術特徵，主要強調： 
自然事物皆可入詩  詩中有畫畫中有詩 
作品靈異奇特之處  作者想像力的介入 

直到我們有機會參觀鄰居的家，才另有所悟。他們家裏布置得很舒服，沙發夠大夠柔軟，
讓人忍不住慵懶一整個晚上；無比豪華的窗簾，把落地窗外的景色裹住不放，整個客廳都
是人為的質感。可是我們坐久了竟然有點鬱悶，好像坐在一個華麗的罐頭當中，才聊了一
陣子，所有的話語淤積在空氣裏，連呼吸都困難重重。足足悶了一個小時，兩尾沙丁魚終
於回到自己的家，才發現那是一片簡陋卻無比舒暢的海洋。（陳大為〈空洞〉）作者喜歡
的住居應該是： 
臨近海岸 簡單寬敞 雍容大器 創意設計 

舒國治〈我的舊台北導遊路線〉：「紛紜台北亂樓，人步行其間，有時走經莫名一巷，忽
見一樹，枝垂牆頭正是那式斜度，午後日影，暑中薰風，依稀是四十年前你兒時舊家形樣，
此一刻也，幾乎是如見故人，卻又是別過頭去，不忍睹也。屋擁屋棄，人世迭有代謝，不
必強求。台北街巷，散步便是，不可興睹物懷人，不宜嘆聚散離合。」本文中對於「人世
迭有代謝」的感嘆，也時見於古典詩文，下列何者最能表現此種情感？ 
莫見長安行樂處，空令歲月易蹉跎 坐處憂愁行處懶，別時容易見時難 
巖扉松徑長寂寥，惟有幽人自去來 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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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一張 
（背面）

40110-40410 
60110-6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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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水調歌頭〉：「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不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

離合，月有陰晴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里共嬋娟。」其中「轉朱閣，低綺戶，

照無眠」之主詞應為： 
明月 蘇軾 青天 情人 

「昔者，有饋魚於鄭相者，鄭相不受。或謂鄭相曰：「子嗜魚，何故不受？」對曰：「吾

以嗜魚，故不受魚，受魚失祿，無以食魚。不受得祿，終身食魚。」（《說苑．節士》）

下列何者最適宜說明鄭相的心態表現？ 
食無求飽，居無求安 釣而不綱，弋不射宿 
淺嘗輒止，無欲則剛 潔身自愛，慮患深遠 

許允婦是阮衛尉女，德如妹，奇醜。交禮竟，允無復入理，家人深以為憂。會允有客至，

婦令婢視之，還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範也。婦曰：「無憂，桓必勸入。」桓果

語許云：「阮家既嫁醜女與卿，故當有意，卿宜察之。」許便回入內，既見婦，即欲出。

婦料其此出無復入理，便捉裾停之。許因謂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婦曰：「新婦

所乏唯容爾。然士有百行，君有幾？」許云：「皆備。」婦曰：「夫百行以德為首。君好

色不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慚色，遂相敬重。（《世說新語．賢媛》）根據本文，許允

婦展現出怎樣的性格？ 
咄咄逼人 忍氣吞聲 剛柔並濟 敏慧機智 

 
請依下文回答第題至第題： 
澠池道中，有車載瓦甕，塞于隘路。屬天寒，冰雪峻滑，進退不得。日向暮，官私客旅隊，

鈴鐸數千，羅擁在後，無可奈何。有客劉頗者，揚鞭而至。問曰：「車中甕直幾錢？」答曰：

「七八千。」頗遂開囊取縑，立償之，命僮僕登車，斷其結絡，悉推甕于崖下。須臾，車輕

得進，噪而前。（李肇《國史補．澠池道中》） 
文中「噪而前」是形容什麼情境？ 
歡喜 憤怒 爭取 搶奪 

文中的劉頗是一個什麼樣的人？ 
當機立斷 樂善好施 耀武揚威 好自矜誇 

 
請依下文回答第題至第題： 
子路問：「聞斯行諸？」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行之？」冉有問：「聞斯行諸？」

子曰：「聞斯行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行諸？』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

『聞斯行諸？』子曰：『聞斯行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

人，故退之。」（《論語．先進》） 
上文中，公西華的困惑在於： 
子路與冉有都向孔子提出相同的問題 子路與冉有都對孔子的回答感到滿意 
孔子給予子路與冉有的回答內容不同 孔子未說明自己對子路與冉有的看法 

根據上文，孔子對於弟子提出疑問所持的態度是： 
納入弟子個性的考量後，予以回答 直接針對弟子問題難易，審慎回答 
尊重弟子家中長輩意見，仔細回答 考慮弟子問題的優與劣，完整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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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列何者在憲法中有明文規定？ 
國旗 國歌 國徽 國花 

2 單純限制人民住居之範圍，可能會有何種人權侵害的問題？ 
出版自由權 遷徙自由權 言論自由權 財產權 

3 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13 項中，明定應對何者之政治參與特別予以保障？ 
僑居國外國民 勞工 軍人 身心障礙者 

4 依憲法第 143 條之規定，土地價值非因施以勞力資本而增加者，應由國家徵收下列何種稅，歸人民共享之？ 
土地交易稅 地價稅 土地增值稅 土地契稅 

5 多數人為了共同的主張或訴求而暫時集結於一定場所，表達意見之權利稱為： 
集會的自由 結社的自由 通訊的自由 傳播的自由 

6 對於議會已通過或否決的法案，由公民依一定之程序投票，以決定其存廢或修改之權，稱為何種權利？ 
創制權 複決權 選舉權 罷免權 

7 依據司法院釋字第 414 號解釋，關於藥物廣告，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獲得財產而從事之經濟活動，涉及財產權之保障 
與國民健康有重大關係，基於公共利益之維護，應受較嚴格之規範 
具商業上意見表達之性質 
非言論自由保障的範圍 

8 依憲法增修條文，有關大法官連任問題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大法官不得連任 大法官無連任限制 大法官僅得連任一次 大法官僅得連任二次 

9 學生受到退學處分時，得請求行政救濟，主要係屬於憲法上何種權利之保障？ 
財產權 生存權 社會權 訴訟權 

10 昔日政府取締「一貫道」的任何活動，甚至禁止其信徒聚會。請問這是國家權力主要對於下列那種人權的侵害？ 
居住自由 出版自由 信仰宗教自由 秘密通訊自由 

11 過去違警罰法部分條文、檢肅流氓條例部分條文及檢察官擁有羈押權等規定，曾被司法院解釋認為係違反何

項權利而宣告違憲？ 
人身自由 居住自由 生命權 財產權 

12 依司法院釋字第 631 號解釋，司法警察基於辦案，而有需要監聽嫌犯、關係人的行動電話通訊時，應按照何

種程序，始符憲法第 12 條保障人民有秘密通訊自由之意旨？ 
司法警察取得嫌犯、關係人之最近親屬同意之後，即可佈線竊聽 
司法警察申請上級機關許可後，即可佈線竊聽，惟以三個月為限 
司法警察須向地方法院檢察官提出聲請，經檢察官衡量案情必要性之後，核發監聽票 
司法警察須向地方法院法官提出聲請，經法官衡量案情必要性之後，核發監聽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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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依司法院憲法解釋，下列關於言論自由之敘述，何者錯誤？ 

以廣播及電視方式表達意見受言論自由之保護 主張分裂國土之言論受言論自由之保護 

商品廣告亦受言論自由之保護 性言論之發表不受言論自由之保護 

14 下列人員中，何者非屬於司法院？ 

檢察官  大法官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  法官 

15 依司法院釋字第 479 號解釋，關於人民團體名稱的選定，主要係屬於憲法上所保障之何項自由權利？ 

財產自由 結社自由 人格自由 概括性的自由 

16 依憲法之規定，國民若想要成為縣市議員之候選人，必須年滿幾歲？ 

十八歲 二十歲 二十一歲 二十三歲 

17 下列何機關是總統為決定國家安全有關大政方針，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2 條之規定，所設置的機關？ 

國防委員會  國防部  

國防部總政治作戰局  國家安全會議 

18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3 條之規定，行政院移請立法院覆議之覆議案，如經立法委員決議維持原案，行政院院長

應如何處理？ 

辭職  接受該決議 

再提覆議  呈請總統召開院際協調會 

19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2 條之規定，副總統缺位時，總統至遲應於幾個月內提名候選人，由立法院補選？ 

半個月內 一個月內 二個月內 三個月內 

20 依憲法及憲法增修條文規定，下列何者非屬行政院院長之職權？ 

總統任命大法官、考試委員、監察委員之副署權 

立法院通過行政院院長不信任案後，除應於十日內辭職，並得呈請總統解散立法院 

立法院開會時，列席陳述意見 

立法院開會時，答覆質詢 

21 在目前，監察委員是由總統提名，經下列何者同意任命之？ 

司法院 立法院 直轄市議會 行政院會議 

22 依司法院釋字第 461、498 號解釋，下列何者有應邀於立法院委員會備詢之義務？ 

行政院秘書長  監察院副院長 

司法院院長  地方自治團體之行政人員 

23 下列何者不受監察院之彈劾？ 

總統、副總統 地方公務人員 司法院人員 考試院人員 

24 考試院院長如何產生？ 

由行政院提名，經立法院同意任命之 由行政院提名，經總統同意任命之 

由總統提名，經立法院同意任命之 由總統提名，經監察院同意任命之 

25 下列何者非屬憲法第 107 條規定，由中央立法並執行之事項？ 

教育制度  司法制度 

航空、國道、國有鐵路、航政、郵政及電政 中央財政與國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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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is a vehicle designed to assist in fighting fires by transporting firefighters to the scene and providing them 

with access to the fire, along with water or other equipment. 

An aerial ladder truck  A foam fire-fighting truck 

A fume exhauster truck  A floodlight truck 

27        is defined as the upward movement of hot fire effluent caused by convection currents confined within an 

essentially vertical enclosure. 

Radiation effect Chimney effect Piston effect Convection effect 

28        is a nozzle in a fire protection system which distributes water in a specific spray pattern. 

The smoke control system  The detector 

The sprinkler  The foam system 

29        is defined as the quantity of heat which could be released by the complete combustion of all the 

combustible materials in a volume. 

Fire brigade Fire hydrant Fire heat Fire load 

30 Which of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is NOT related to helping a burn victim during a telephone conversation? 

Where is the patient burned？ How was the patient burned？ 

Is the patient able to move his fingers and toes? Are there burns around the mouth and nose？ 

31 Which of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is NOT related to helping a fall victim during a telephone conversation? 

How far did the patient fall? What kind of surface did the patient land on? 

Is the patient bleeding?  Is the nose hair burned？ 

32 What is the equipment used for escape in the photo? 

Escape chute. 

Descending device. 

Escape rope. 

Emergency shelter. 

 

 

 

33 The combustion triangle is a simple model for understanding the ingredients necessary for most fires. However, the 

model does NOT include       . 

oxygen heat chain reaction fuel 

34 What type of fire is an extinguisher with an A rating designed for? 

A fire involving energized electrical equipment. A fire involving flammable liquids. 

A fire involving ordinary combustible metals. A fire involving flammable gas. 

35 Although the firefighters tried their best at saving the residents in this burning apartment, the fire still caused dozens 

of       . 

casualties accidents incidents risks 

36        is a highly flammable, explosive and toxic substance. 

Iron Coal Tin Gasoline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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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A fire investigator will look for any        that is left at the scene. 

right provision evidence hint 

38 The makeup of the exposed surface        its combustibility. 

reflects solves ponders determines 

39 A        is a smoke explosion which can occur when additional oxygen is introduced into a smoldering fire and 

the heated gases enter their flammable range and ignite with explosive force. 

backdraft flashover ceiling jet fire plume 

40        refers to the temperature at which a liquid will convert to gas at a vapor pressure equal to or greater than 

atmospheric pressure. 

Flash point Boiling point Spontaneous point Ignition point 

41 The attack should be from the upwind side in order to reduce the firefighter’s        to heat and the products of 

combustion. 

confession exposure admission prohibition 

42 The        sprinkler does not protrude through highly decorated ceiling areas. 

concealed wet dry obvious 

請回答第 43 題至第 46 題： 

Electrical fires in our homes claim many lives and injuries each year. Some of these fires are caused by electrical 

system   43  , but many more are caused by   44   installed wiring and   45   circuits and extension cords. 

December and January are the most dangerous months for electrical fires. Fire deaths are highest in winter months which 

call for more indoor activities and increases in lighting, heating, and appliance use. The bedroom is the leading area 

of   46   for residential building electrical fires. 

43 fashions frictions fields failures 

44 incorrectly illegally forcefully dishonestly 

45 uploaded overloaded downloaded underloaded 

46 fire load fire bomb fire origin fire drill 

請回答第 47 題至第 50 題： 

Chemicals can be hazardous to humans or the   47   if used or released improperly. You and your community are 

  48   if a chemical is used unsafely. What to do during a hazardous materials incident？If you are caught outside, stay 

upstream, uphill, and upwind! Do not walk into or   49   any spilled liquids, airborne mists, or condensed solid 

chemical deposits. Try not to inhale gases, fumes and smoke. If possible, cover mouth with a piece of   50   while 

leaving the area. Stay away from accident victims. If you are requested to stay indoors, close and lock all exterior doors 

and windows. 

47 environment business government industry 

48 in a rush on time in time at risk 

49 think treat touch translate 

50 cloth tape leather me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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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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防警察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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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別：四等警察人員考試 
類  科：消防警察人員 
科  目：消防警察情境實務概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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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小時 30 分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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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論題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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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具有辦公室、餐廳、居室、警衛室、廚房等場所之大樓，依規定需執行防火管理，

大樓管理權人將製作好之消防防護計畫書向轄區消防分隊提報，如果你為該大樓消

防責任區隊員，負責該計畫書之初審，對於該計畫書的「場所之位置圖、逃生避難

圖及平面圖」，你應如何進行審查？若書面審查結果發現該場所逃生避難圖有標示

不清的情況，且赴該大樓現場執行防火管理檢查亦發現同樣情形時，你應如何進行

初步處置？（20 分） 

二、抵達救護現場發現為某一被滾燙油燙傷之患者，請簡述在救護現場及救護車上之處

置方法為何？（20 分） 

三、某大樓設有室內消防栓設備，轄區隊員執行消防安全檢查，在屋頂層進行放水壓力

測試時，瞄子有一段時間無法出水，經研判應係加壓送水裝置啟動水壓設定異常，

有關啟動用水壓開關裝置動作壓力之測試方法，請依審查及查驗作業基準規定敘

明？另請依下圖說明室內消防栓設備之啟動壓力值應設定為多少？（20 分） 
 
 

P

60m 

53m

壓力開關位置

最高處撒水頭

屋頂水箱 

啟動用水壓開關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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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題部分：（40 分）                    代號：3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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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若某消防人員執行液化石油氣分裝場安全查察勤務，對於分裝場設置之合格容器儲存室，欲進行消防安

全檢查時，下列何內容可列為最優先取締項目？ 
容器儲存室有無放置逾期容器 
容器儲存室放置之容器總量是否超過 1000 公斤 
容器儲存室放置之鋼瓶有無充填液化石油氣 
容器儲存室用地是否符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 

2 若你為消防安檢人員，某次安檢必須進行空氣管式探測器之火災動作試驗，選用下列何種器材最適當？ 
加煙試驗器 加熱試驗器 減光罩 空氣注入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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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經防焰中心基金會依「防焰

性能試驗基準」試驗合格，你為消防隊員，請判斷下列防焰物品認定之敘述何者正確？ 
接焰次數愈多表示防焰性能較好 
碳化距離愈長表示防焰性能較好 
餘焰時間一般均為大於餘燃時間 
餘燃時間表示火源點火接觸試樣起，至停止接觸之時間 

4 你執行消防查察時，發現瓦斯行內有一支瓦斯容器，其上附有合格標示，你可從下列何種對象查詢追蹤，

最有助於逾期容器的判別？ 
容器檢驗場 容器製造場 容器販賣商 容器使用人 

5 轄區隊員在某室內停車場執行消防安全檢查，該場所設有全區放射方式乾粉滅火設備，若發現該乾粉滅

火設備有 6 個防護區域，請問下列何者為須按防護區域數而設置之構件？ 
清洗閥 定壓動作裝置 選擇閥 加壓用氣體容器 

6 轄區隊員在某戲院執行消防安全檢查，發現舞台所設自動撒水設備放水區域數太多，且每一放水區域樓

地板面積太小，試問其判斷依據規定為何？ 
舞台放水區域數應在 4 個以下，每一放水區域樓地板面積應在 100 平方公尺以上 
舞台放水區域數應在 5 個以下，每一放水區域樓地板面積應在 80 平方公尺以上 
舞台放水區域數應在 4 個以下，每一放水區域樓地板面積應在 70 平方公尺以上 
舞台放水區域數應在 5 個以下，每一放水區域樓地板面積應在 50 平方公尺以上 

7 某車禍現場在山區道路旁，一輛自小客車因天雨路滑，摔落於路旁山坡呈側翻狀態，且尚有一駕駛受困

其中，為防護受傷者與救災人員安全，維持受損車輛的穩定與接近極其重要，請判斷下列何者不適當？ 
合力將車輛翻轉扳正或移動，以利救助 
利用墊木及楔塊等物以穩固車輛 
緊急時以千斤頂打開行李箱或引擎蓋，保持穩固 
救災人員處於車輛兩側或上方位置 

8 某住宅大樓通報該樓內因夫妻失和，造成婦人欲自六樓陽台處跳樓自殺，若你為轄區消防分隊同仁趕抵

現場鋪設救生氣墊，請問下列敘述何者不適當？ 
啟動兩台強力送風機持續送風至氣墊本體膨脹所需飽張度 
調整氣墊洩氣閥門控制氣墊張度大小至十成完全飽度 
待氣墊飽和狀態後仍保持一台送風機持續送風 
氣墊不可在地面拖拉與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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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某消防局同仁前往一安養機構，指導該機構執行老人社會福利機構自衛消防編組演練，依「自衛消防編

組演練及驗證指導綱領」規定，若進行老人及身心障礙社會福利機構等場所起火區劃驗證時，請判斷下

列何者非屬於設定臨界時間應考慮條件因素？ 
內部裝修限制、設置自動撒水設備 
寢具類使用防焰製品、初期滅火使用室內消防栓 
設置語音廣播設備、起火點的選擇 
就寢室能藉由有效之陽台避難之場合、內部裝修限制 

10 某棟 12 層樓建築物，1 樓為燒烤店，其餘為住家及辦公室用途，於燒烤店地下 1 樓員工休息室發生火災，

消防人員抵達現場發現濃煙由 1 樓燒烤店門口冒出，老闆表示員工都已逃出來，該地下室後側也有 1 出

口。下列那項敘述是你不應採取的搶救作為？ 
採取雙管齊下包圍滅火戰術，分別由 1 樓燒烤店大門及後門雙向部署水線進入滅火 
於 1 樓地下室出入口設立人員管制站，確保進入搶救人員安全 
於 1 樓燒烤店門口部署排煙車（機）送風，於後門部署排煙車（機）排煙 
打開建築物頂樓安全門通風排煙，避免煙進入安全梯影響民眾避難逃生安全 

11 某日 1 棟 1 層樓鐵皮倉庫發生火災，消防人員抵達現場時，鐵捲大門深鎖，大量濃煙從窗戶及屋頂竄出，

必須優先執行破壞鐵捲大門才能進入搶救，請問下列敘述何者不正確？ 
確實穿好完整防護裝備，並注意自身及周圍人員保持安全距離 
破壞鐵捲大門前應「測溫」，並注意內部悶燒狀況，以免因破壞行動使火勢擴大或引發閃（爆）燃之虞 
使用圓盤切割器於大門鐵板條上以「╳」方式切割，便利救災人員進出執行任務 
破壞作業時應部署水線，做好準備射水攻擊，防止消防人員遭受火勢波及 

12 某清潔工人處理除污池時沼氣中毒，你為某消防局初級救護技術員，奉命執行本項救護勤務時，下列敘

述何者正確？ 
如果你抵達現場，工人仍在除污池內，應儘速下去將工人救出 
人救出後，如仍有呼吸心跳，應先替中毒工人上 IV，以降低血中毒物濃度 
人救出後，雖仍有呼吸心跳，仍應先幫中毒工人戴上袋瓣罩，給予氧氣治療 
沼氣中毒 EMT 是無法處理的，人救出後應儘快送醫 

13 你是救護技術員，執行到院前緊急救護勤務，現場為心肺功能停止病患（OHCA）、男性約 55 歲，據路

旁民眾表示，患者突然倒下約 4 分鐘內，當你操作自動心臟電擊器時，下列何者為正確的操作程序？

①分析心律，依 AED 第一次語音指示除顫（或不除顫） ②叫叫 CAB，主手開始按壓 ③副手打開 AED
電源，貼上電擊片，插入插頭 ④繼續 CPR 至 AED 第二次語音指示 ⑤過程中副手給予氧氣，輔助呼

吸道 
②③①⑤④ ③①②④⑤ ①②③⑤④ ③②①④⑤ 

14 某大學登山社辦理攀登玉山活動，前一晚自臺北出發，清晨已達登塔塔加鞍部山口（高度 2610 公尺），

小白第一次參加登山，在鞍部時感到輕微頭暈及咳嗽、步伐不穩，越往上走越感頭痛，因不願拖累同伴，

勉強往上走，至排雲山莊時（3402 公尺）感覺呼吸困難，向 119 求救，你為某消防局救護技術員，奉命

執行該趟救護勤務，下列研判與處置何者正確？ 
高山症多發生在高度 3000 公尺以上高山，小白呼吸困難係因高氣壓狀況造成，應儘速給氧處置 
步伐不穩極有可能係神經學上問題，頭痛咳嗽有可能係感冒引起，應儘速依非創傷流程評估及處置 
步伐不穩即為高山肺水腫指標，應儘速給氧並安排小白下山送醫 
小白已是急性高山病重度症狀，應儘速給氧並安排小白下山送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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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你為初級救護技術員，在對傷病患處置時，下列狀況何者是你不得施行的救護範圍？ 

病患倒地後臉色發紺，手緊抓喉嚨，給予哈姆立克急救 

對於無意識病患，實施血糖值測試，血糖值過低時，給予糖水 

對於無意識病患，以口咽、鼻咽建立呼吸道 

對於沒有意識的病患，發現其沒有呼吸心跳時，使用 AED 

16 你為某消防局救護技術員，於事故現場須使用長背板，對於長背板的使用方式，下列處置何者錯誤？ 

 2 小時內口服藥物中毒病患，宜頭低腳高姿勢 

病患車禍休克且為孕婦第三期，宜採左側躺姿勢 

病患為跌倒頭部撕裂傷合併急性腦中風且右側偏癱，宜採右側躺姿勢 

病患經車禍撞擊懷疑脊椎受傷，宜採仰躺姿勢 

17 某工人於地下液化氣槽施工，不慎吸入不明氣體致昏迷待救，消防隊員抵達現場後決定以立坑救助作業

救助侷限空間受困者，你是此小組成員，第一步驟先以氣體偵側器探測立坑，必要時配合空氣瓶稀釋，

並判斷毒氣或可燃性氣體安全濃度範圍，此時你應使用下列何種偵測器最適當？①可燃性氣體警報器 

②危害液體及固體檢測組 ③一氧化碳氣體偵測器 ④四用氣體偵測器 

①③ ②③ ③④ ①④ 

18 某日 1 棟建築物發生火災，轄區消防分隊出動 2 輛水箱車前往搶救，如果你擔任第 2 輛水箱車（水源車

輛）司機，因為附近沒有消防栓，必須抽取河川天然水源中繼供水，送水過程發生故障，你可從儀表上

判斷故障原因，請問下列敘述何者不正確？ 

壓力表急激上升，表示水帶或瞄子發生閉塞 

壓力表及真空度急激下降，表示進水管或過濾器阻塞 

壓力表及真空表震動，壓力表漸降，表示有空氣進入 

壓力表急降，真空表維持原度時，表示水帶破裂或接頭脫開 

19 某日於道路交叉口發生槽車因後面四輪脫落導致槽體傾斜翻覆，車內裝載約 24 噸丙烯有毒化學液體外

洩，消防單位接獲報案立即派遣轄區水箱車 2 輛及化災處理車 1 輛前往處理。請問以下處置何者不正確？ 

切勿慌張，依 H.A.Z.M.A.T（危害辨識、行動方案、區域管制、建立管理系統、請求支援、善後處理）

程序處置 

化學物質災害之處理過程，處理的「對」比處理的「快」重要 

消防救災人、車到達現場，在執行搶救措施前，應先詢問相關人員及察看作業場所「標示」情況 

迅速建立管制區，以降低危害。可分成禁區、除污區及支援區域管制，指揮站、記者應設於支援區且

上風位置 

20 你為某消防分隊救護技術員，分隊所配置的救護車及裝備器材均將含有「次氯酸鈉（sodium hypochlorite）」

的市售漂白水稀釋後作為消毒劑使用，當你於分隊救護備勤及進行消毒時，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未稀釋的漂白水在陽光下會釋出有毒氣體，所以應放置於陰涼的地方 

稀釋的漂白水應標示配置日期及名稱，未使用的部分在 48 小時之後丟棄 

待消毒物品之擦拭消毒的接觸時間超過 10 分鐘，浸泡消毒的接觸時間超過 30 分鐘 

有機物質會降低漂白水效果，在消毒之前應先將待消毒物品表面的有機物清除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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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警察情境實務概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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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代號：3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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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D A A C A A B C A C C A D B A D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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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消防警察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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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等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四等警察人員考試 

類  科： 消防警察人員 

科  目： 消防與災害防救法規概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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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時間： 1 小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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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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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緊急醫療救護法」之規定，請說明內容所稱之「緊急醫療救護」，包含事項

為何？（10 分）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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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之緊急救護事項，除包含遇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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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請說明其

他事項為何？（15 分） 

二、依據「消防法」第 14 條之 1 與「明火表演安全管理辦法」第 2 條之規定，請說明

「明火表演」之定義，與表演前申請規範為何？並請依「消防法」第 41 條之 1 規

定，說明違反相關辦法時處罰內容為何？（25 分） 

三、專業爆竹煙火施放前，應儲存於臨時儲存場所，有關臨時儲存場所應符合的規定為

何？（25 分） 

四、請依各類場所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作業基準、滅火器藥劑更換及充填作業規定，

就乾粉滅火器之檢修、換藥及充填作業，分別說明檢查頻率及檢查結果判定有缺點

時如何處理？（25 分） 



101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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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60260 

等  別： 四等警察人員考試 

類  科： 消防警察人員 

科  目： 消防安全設備概要 

考試時間： 1 小時 30 分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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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我國各類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高架儲存倉庫在何種條件下應設置自動灑

水設備？其灑水頭配置之規定為何？（25 分） 

二、國內部分具高火災爆炸潛在風險之作業場所，常會使用火焰式探測器，但其仍有不

少之設置限制，請說明依法不得設置火焰式探測器之場所為何？（25 分） 

三、對於飯店、旅館、招待所（限有寢室、客房者）等場所之收容人數應如何計算？收

容人數計算對於飯店、旅館、招待所等場所避難器具的設置有何意義？如果某旅館

欲選擇救助袋做為避難器具，請問依規定其應如何設置？（25 分） 

四、P 型 1 級受信總機與 P 型 2 級受信總機在構造與功能上有何差異？進行受信總機的

性能檢查時，為何要進行「火災表示」的檢查？「火災表示」的檢查之檢查方法與

判定方法又為何？（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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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60240 

等  別： 四等警察人員考試 

類  科： 消防警察人員 

科  目： 消防器材構造與使用 

考試時間： 1 小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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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幫浦在運轉過程中，有可能會產生「空洞現象」影響到救災能力，試說明何謂

空洞現象、發生時機及如何預防其發生？（25 分） 

二、當消防車消防幫浦在操作時發生可抽取真空但吸不上水時其可能原因為何？（12 分）

如果發現消防幫浦出水壓力突然降低，其可能發生原因為何？（13 分） 

三、請敘述小幫浦的操作方式與操作時的注意事項。（25 分） 

四、當您使用繩索執行勤務，請分別敘述：蝴蝶結、平結、栓馬結、撐人結的

使用時機？使用繩索時應注意那些事項？（25 分） 



100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 
100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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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 

等  別： 四等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四等警察人員考試、員級鐵路人員考試

類  科： 各類組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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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10-40310 
60110-60210 
80110-8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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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論政府機構或民營企業，對於人才的要求，除了專業知識、解決問
題的能力之外，還有做事態度。請以「值得做的事就值得好好做」為
題，作文一篇，文長不拘。 

二、公文：（20 分） 

試擬內政部函警政署，轉知所屬各警察機關，警察人員執行勤務時如
遇新移民或外籍勞工，不得使用歧視性言詞，或警員之間刻意以方言
交談，以避免不必要之誤會或衝突。 

乙、測驗部分：（20 分） 代號： 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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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列選項「」中的字音前後相同的是？  
信末封「緘」⁄「弦」外之音 白髮皤「皤」⁄堅若「磐」石 
佳餚美「饌」⁄「椿」萱並茂 「熠」熠生輝⁄棄甲「曳」兵 
下列文句，完全沒有錯別字的選項是： 
執行各項任務須觀察時勢，隨機應變，不能默守成規 
不肖商人傷害民眾健康的行為，激起大家的同仇敵慨 
演講如能言簡意賅，切中問題核心，必定會大受歡迎 
瑞安與合夥人因理念不同，早已分道揚鑣，行同陌路 
一吏人犯贓致罪，遇赦獲免。因自誓：「以後再接人錢財，手當生惡瘡。」未久，

有一人訟者，饋鈔求勝。吏思立誓之故，難以手接。頃之，則思曰：「你既如此
殷勤，且權放在我靴筒裏。」 
最適合用以評論上文吏人的選項是： 
三思後行 本性難移 信守誓言 通權達變 
下列文句，排列順序最恰當的選項是： 
力不足以勝之，則避而不爭； 
甲、不求幸勝 
乙、又長慮深思而不盡其力 
丙、力足以勝之 
丁、不求過勝 
此其所以終勝歟？ 
甲乙丙丁 乙丁甲丙 丙乙甲丁 丁甲乙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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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 

等  別： 四等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四等警察人員考試、員級鐵路人員考試

類  科： 各類組別、各類科 

科  目：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全一張 
（背面）

40110-40310 
60110-60210 
80110-81210 

請問下列那個選項中所描寫的古代詩人與其他選項不同？ 
面容枯槁，身上長滿青苔⁄那提著一頭濕髮而行吟江邊的人⁄是你嗎 
你奮身一躍，所有的波濤⁄汀芷浦蘭流芳到現今⁄亦何須招魂招亡魂歸去⁄你流浪的

詩族詩裔 
愛國⁄下午兩點，太陽七十度傾斜⁄汩羅在同學的朗讀裡涸竭⁄課本有空白地方，我

試著演算：【懷才不遇×愛國÷投江】 
車子已開出成都路／猶聞浣花草堂的吟哦不絕／再過去是白帝城，是兩岸的猿

嘯／從巴峽而巫峽心事如急流的水勢／一半在江上／另一半早已到了洛陽／當
年拉縴入川是何等慌亂悽惶／於今閑坐船頭讀著峭壁上的夕陽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老子》78 章）關於這段話的詮
釋，最適當的選項是： 
剛柔相濟，不偏不倚才能成就大事 
有人打你的右臉，連左臉也轉過來由他打 
裝傻示弱可以搏取同情，凡事逞強則讓人反感 
至柔的水日積月累，所發揮的力量勝過任何堅硬的兵器 
下列那個選項「」中的詞語使用不當？ 
基於「保護消費者權益」，網路下載音樂或影片是不被允許的 
這家飯店依據「使用者付費」的原則，向撥打國際電話的旅客收取電信費用 
我們應破除精神疾病的「污名化」，讓人知道精神患者也可以過健康而快樂的

人生 
某些電視台向商家收費，以新聞為名在節目中為該商家廣告，這種「置入性行

銷」手法頗受爭議 
北人生而有不識菱者，仕於南方，席上啖菱，併殼入口。或曰：「啖菱須去殼。」

其人＿＿＿，曰：「我非不知，併殼者欲以清熱也。」問者曰：「北土亦有此物
否？」答曰：「前山後山，何地不有！」 

 上文最適合填入＿＿的選項是： 
自護所短 見多識廣 注重養生 飢不擇食 
 

請依下文回答第題至第題： 
  河之魚，有豚其名者。游於橋間，而觸其柱，不知遠去。怒其柱之觸己也，則

張頰植鬣，怒腹而浮於水，久之莫動。飛鳶過而攫之，磔其腹而食之。（蘇軾〈二
魚說．河之魚〉） 
「怒腹而浮於水」中的「怒」，意義與下列何者最相近？ 
秦明「怒」氣衝天，大驅兵馬投西邊來 
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怒」而觸不周之山 
爭之切，則激其君之「怒」心而堅其自用之意 
鵬之背，不知其幾千里也；「怒」而飛，其翼若垂天之雲 
關於河豚的反應與遭遇，下列評論，最不適合的選項是： 
不知罪己 妄肆其怒 天外飛來橫禍 好游而不知止 



類科名稱：

１００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及特種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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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1)

題　　數：10題

測驗式試題標準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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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別：四等警察人員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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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時 座號：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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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目共5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代號：2602 
頁次：4－1 

1 有關社會政策之立法，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須考量國家之財經狀況  注意國家資源之有效利用 
力求與受益人基本需求相當 僅依據受益人身分為區別對待 

2 依據憲法規定，下列何者無須超出黨派？ 
法官 考試委員 軍人 立法委員 

3 下列關於憲法內土地政策之規定，何者錯誤？ 
附著於土地之礦產屬於土地所有人所有，但應依法納稅 
私有土地應照價納稅，政府並得照價收買 
中華民國領土內之土地，屬於國民全體所有 
土地價值非因施以勞力資本而增加者，應由國家徵收土地增值稅 

4 依據憲法第 162 條規定，全國公私立之教育文化機關，應： 
保障其自主性，不受國家監督 由民間獨立團體監督 
由各地方自治團體依據自治規章監督 依法律受國家之監督 

5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姓名權屬於下列何種權利，應受憲法第 22 條所保障？ 
名譽權 隱私權 人格權 自主權 

6 稅捐稽徵法規定，欠稅達一定金額以上，稅捐稽徵機關得函請內政部，就欠稅人或欠稅營利事業負責人為限

制出境處分，主要涉及人民何項基本權利的限制？ 
工作權 居住及遷徙自由 財產權 依法納稅之義務與權利 

7 憲法第 22 條規定，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利，不妨害社會秩序公共利益者，均受憲法之保障。下列何者非

本條所導出之自由權利？ 
司法院釋字第 545 號解釋所稱之「性行為自由」 
司法院釋字第 603 號解釋所稱之「隱私權」 
司法院釋字第 380 號解釋所稱之「大學自治」 
司法院釋字第 576 號解釋所稱之「契約自由」 

8 憲法第 23 條的比例原則，其中有三個子原則，其中「採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不得與欲達成目的之利益顯

失均衡」，乃屬於那個原則？ 
適當性原則 必要性原則 過度禁止原則 視情況而定 

9 依據憲法增修條文，憲法之修改須由下列那一機關提出憲法修正案？ 
行政院 立法院 司法院憲法法庭 修憲會議 

10 憲法第 19 條規定，人民依下列何者有納稅的義務？ 
國庫需要 公共利益 法律 命令 

11 依司法院釋字第 459 號解釋，主要基於何項理由，認為徵兵機關關於兵役體位之判定，構成得提起訴願及行

政訴訟之行政處分？ 
體位判定攸關服役人數及役別，影響國家安全重大 
體位判定攸關役別種類，影響役男服役勞逸的公平性 
體位判定攸關役男工作權與人身自由 
體位判定對役男在憲法上之權益有重大影響 

12 下列何者非屬大學自治的範圍？ 
研究與教學之重要事項  教學內容及課程之訂定 
內部組織之自主組織權  大學教師組織工會之權利 

13 以廣播及電視方式發表意見，依司法院釋字第 364 號解釋，屬於憲法保障人民之何項基本權利？ 
言論自由 出版自由 居住遷徙自由 概括性一般自由 



 代號：2602
頁次：4－2

14 依司法院釋字第 640 號解釋，以下關於租稅事項，何者無須以法律定之？ 
納稅主體  稅率 
稅捐稽徵程序  申報所須檢附之文件資料 

15 依憲法本文之規定，下列何者得依法行使減刑之權？ 
行政院 法務部 總統 司法院 

16 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總統、副總統之任期四年，其連任的規定為何？ 
不得連任 連選得連任二次 無連任限制 連選得連任一次 

17 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下列有關覆議制度的敘述，何者正確？ 
得提起覆議者，以法律案、預算案與大赦案三者為限 
移請覆議須在該決議案送達行政院 10 日內提起 
行政院院長得自行決定是否須經總統核可 
立法院對於行政院移請覆議案，應於送達 30 日內作成決議 

18 依憲法本文之規定，行政院應將下年度預算案提出於下列何者？ 
監察院 總統 立法院 司法院 

19 依憲法本文及增修條文的規定，下列何種權限屬立法院所有？ 
提出總統彈劾案 提出總預算案 提出大赦案 提出戒嚴案 

20 以下何者，為憲法所定之國家最高司法機關？ 
總統 法務部 司法院 最高法院 

21 法律及命令的統一解釋是由下列那一個機關掌理？ 
考試院 立法院 司法院 法務部 

22 依憲法第 107 條規定，有關「國防與國防軍事」事項，係： 
由中央立法並執行之  由中央立法並執行之，或交由省縣執行之 
由省立法並執行之  由省立法並執行之，或交由縣執行之 

23 依憲法增修條文，我國司法院副院長如何產生？ 
司法院院長提名，送總統任命 法官票選，送總統任命 
總統提名，經立法院同意任命 總統提名，行政院院會通過任命 

24 下列何者非屬監察院對行政院及其人員得行使之職權？ 
糾正權 糾舉權 罷免權 彈劾權 

25 審計長如何產生？ 
監察院院長指派  經監察委員選舉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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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What is the fire engine shown in the photo? 
 
 
 
 
 
 
 
 
 
 
 
 Command Vehicle   Chemical Hazard Vehicle 
 Rescue Vehicle   Aerial Platform Vehicle 

 
請回答第 27 題至第 29 題： 
FIRE CAPTAIN: How did you 27  the fire? 
VICTIM: I saw a lot of smoke coming out from that building, I also smelled something burning. The fire started in the 

bedroom on the second floor. 
 28 FIRE CAPTAIN: How many people are  in the fire? On which floor? 

VICTIM: Two children are still on the third floor. 
FIRE CAPTAIN: In this case, we have to take outside rescue operation with  29 . 
27  realize  get  put  discover 
28  trapped  tipped  closed  chained 
29  emergency powers  ambulances  extension ladders  oxygen ma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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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Hydraulic equipment is used by the     in the car accident scene in the photo. 

 
 
 
 
 

 
 
 
 
 
 amateur  rescuer  photographer  eraser 
 

31 Furniture is not required to attach flame-resistant labels     by National Fire Agency,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delayed  achieved  issued  handled 

32 The unit of Hazardous Material Management in National Fire Agency, is     for the safety management of 
firecrackers and fireworks. 
 beneficial  responsible  bound  suitable 

33 Helicopters are used to     emergency supply and evacuate people from the areas which are isolated by natural 
disasters. 
 deliver  command  attack  double-check 

34 The reported fire was in a     area, not a commercial or an industrial area. Luckily most families in the area 
were evacuated and moved to a safe place. 
 manufacturing  traffic  business  residential 

35 File Safety Managers have the responsibilities to check the fire protection systems regularly, maintain them 
properly and     a pre-fire plan in different occupancies. 
 prepare  kill  rescue  evacuate 

36 Which unit in local fire departments is responsible for general affairs, property management, and building repair 
and renovation? 
 The Fire Prevention Division  The Disaster Management Division 
 The Fire Investigation Division  The Logistics Division 

37 Director General is the highest     in National Fire Agency,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standard  position  record  template 

38 For a periodical fire safety inspection, maintenance and declaration in a public occupancy, which item is not 
included in the official report? 
 Fire extinguishers  Alarm systems  Sprinkler systems  Fire doors 

 
請回答第 39 題至第 42 題： 

On August 2, an Air France jet crashed on landing at Toronto's Pearson International Airport. Fortunately, a tragedy 
was averted and all 309 passengers and crew members escaped. While the investigation is still underway, safety officials 
have credited fire-resistant materials in the plane as a key factor in preventing loss of life. According to the Washington 
Post, safety officials said "the fire-retardant material now required in aircraft cabins may have helped slow the spread of 
flames and smoke, enabling all crew members and passengers to escape." The Post noted the plane was subject to "new 
regulations requiring fire-retardant treatment of seat cushions, carpet and other materials." This is just the latest dramatic 
example of how flame retardants save lives. Whether in protective clothing, furniture, mattresses, television sets or 
airplanes, flame retardants work silently to protect the public and fire fighters and reduce injuries and property damage 
from fires. 
39 What is the main idea of the passage? 

 An Air France jet crashed at Toronto’s Pearson International Airport. 
Washington Post reported the plane crash at the Toronto Airport. 
 Fire-retardant materials are now required in aircraft cabins. 
 Flame retardant materials can help save lives. 

40 What happened to the passengers and crew members on the Air France jet? 
 They lost their lives in the crash. 
 The passengers escaped but crew members did not. 
 They all escaped. 
 The investigation is still going on and no one knows for sure y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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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What is NOT true about fire-retardant materials? 
 They can prevent loss of lives. 
 They can stop the spread of flames and smoke. 
 They are now required in aircraft cabins. 
 They can reduce injuries and property damages from fires. 

42 What can be inferred from the passage? 
 Fire-retardant materials will be increasingly used in our everyday lives to reduce damage from fire. 
 The cost of fire-retardant materials will decrease due to new regulations. 
 Air France jets will not crash again in the future. 
 The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ause of the crash of the Air France jet will be completed soon. 

 
請回答第 43 題至第 46 題： 

Most fatal fires occur at night. Every home needs working smoke alarms to provide an early warning. Install smoke 
alarms in all sleeping rooms, hallways that lead to sleeping areas, basements, and each additional level of your home. Do 
not install near draft areas such as windows and vents. Keep your smoke alarm working. Change the batteries every six 
months and vacuum at least once a year. Dust and cobwebs can impair sensitivity. Remember to check your smoke alarm 
once a month. Prepare and practice an escape plan! Crawl low under smoke. Plan where to meet outside. Once You’re 
Out, Stay Out! Remember, almost every day a smoke alarm helps save someone’s life. It’s up to you to protect yourself 
and your family. 
43 What’s the main idea of the passage? 

 Fires occur at night can be fatal. 
 Fire alarms help save lives. 
 Smoke alarms need to be cleaned periodically. 
 An escape plan is needed to protect oneself and one’s family. 

44 Where should smoke alarms be installed? 
 Everywhere  Chimney Window  Bedroom 

45 How often should the smoke alarm be checked? 
 Every six months  At least once a year  Once a month  Every day 

46 What should be a part of a fire escape plan? 
 Practice to crawl low   Vacuum smoke alarms 
 Plan how to get back to the house  Change batteries for smoke alarms 

 
請回答第 47 題至第 50 題： 
[Dialogue for 119] 
119 CENTER：你好，這裡是新北市政府消防局 119…… 

BOBERT: Do you speak English? 
119 CENTER: Yes, how can I help you? 

BOBERT: My son is hurt! He is bleeding. 
119 CENTER: Is he  47 ? 

BOBERT: No. 
119 CENTER: Is he still breathing? 

BOBERT: I think so. Hurry up. 
119 CENTER: OK. Where are you  48 ? 

BOBERT: We are home. Our address is 23 Fu-Shin S. Rd. 
119 CENTER: The  49  will be there soon. Stay near the phone. 

BOBERT: I need to be with my son. 
119 CENTER: OK. Just leave the phone off the  50 . 

BOBERT: OK. Thanks. 
47  positive  conscious  mature  forgetful 
48  located  grounded  foreseen  drunk 
49  fire fighters   police officers 

 Emergency Medical Technicians  ground crew 
50  ring  hook  number  c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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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 
100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及 
100年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路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60260 

等  別： 四等警察人員考試 

類  科： 消防警察人員 

科  目： 消防安全設備概要 

考試時間： 1 小時 30 分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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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一甲類用途的賣場空間，如依法應設自動撒水設備，基於密閉型撒水頭安裝條件

限制之考量，應設集熱板之判斷基準為何？如基於美觀與經濟合理的需求，採用何種

配管或撒水頭型式才得以不設置該實務上極為普遍的集熱板？試申論之。（25 分） 

二、排煙設備法定排煙量之測試方法及判定合格與否的基準為何？試說明之。（25 分） 

三、試說明火警探測器之裝置位置，依規定應如何設置？另請說明免設探測器之場所有

那些？（25 分） 

四、試說明設置防災中心時，有關防災中心之位置、防災中心之構造以及防災中心應設

置防災監控系統等之設置規定為何？（25 分） 



100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 
100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及 
100年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路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60240 

等  別： 四等警察人員考試 

類  科： 消防警察人員 

科  目： 消防器材構造與使用 

考試時間： 1 小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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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說明破壞器材中之油壓剪斷器發生故障之原因為何？應如何預防？（25 分） 

二、操作排煙高發泡車時，一般採用正壓通風方式進行排煙，試說明正壓通風之目的及

其優點。（25 分） 

三、您被派遣前往執行人孔等侷限空間的立坑救助時，應準備那些器材始足以達成救助

任務？並請敘述這些器材應包括那些配備？（25 分） 

四、在操作消防水箱車時，如發現下列兩種故障狀況：出水壓力突然下降、放水壓

力不足，試分別說明故障發生之可能原因為何？（25 分） 



100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 
100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及  
100年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路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四等警察人員考試 
類  科：消防警察人員 
科  目：消防警察情境實務概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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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時 30 分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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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題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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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日 1 棟 3 樓磚木造住宅於 2 樓發生火災，你是轄區消防分隊瞄子手，負責執行滅

火任務，部署水線抵達 2 樓起火戶時，發現大門敞開，濃煙竄出，請問你部署水線

入室滅火要注意那些安全作業事項？（20 分） 

二、身為責任區消防人員，奉派進行轄區內窗簾製造工廠申請防焰性能認證之實地調查

時，於廠內查看得知其製造之產品為不需經防焰加工處理之防焰物品，此時你下一

步要查核之重點工作為何？查核歸隊後應於幾日內填具調查意見表報內政部消防

署？（20 分） 

三、你在火場執行救護勤務，當其他隊員將傷患自火場救出，檢視傷者前胸及雙手上臂

均起水泡，但呼吸沒有雜音，意識亦清醒，你應如何處置？（20 分） 
乙、測驗題部分：（40 分）                     代號：3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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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地主任報案於地下三樓進行防水油漆工程，多時未聞施工聲響，察看後發現一名工人昏倒於梯間，119
立即派遣水箱車、救助器材車、救護車等前往救援，到達後發現現場僅有一具樓梯，並有濃烈刺鼻甲苯

味道，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以水霧射水方式稀釋甲苯及進行通風作業 
由著完整防護措施人員進入確認安全，並將患者搬至安全處所再急救送醫 
確認昏迷已久應即施以急救，再將患者搬離現場送醫 
確認現場已進行通風作業，可對患者施以急救後送醫 

2 某男性患者（約 50 歲），因呼吸急促、身體不適，經家屬打 119 電話報案，由您與另一名救護人員後送

至某大醫院急診，經詢問其病史，最近一週內曾因發燒、咳嗽及喉嚨痛等症狀兩度就醫，且有高血壓及

肝硬化之慢性病史，醫院為其進行氣管插管並使用呼吸器，隨即轉至加護病房繼續治療，經診斷為疑似

流感併發重症並通報。您於返回消防分隊時立即針對救護車及使用過的救護器材進行必要之消毒措施，

下列那一項敘述錯誤？ 
使用 3 份 95%酒精加 1 份水稀釋作為消毒劑 
使用市售含有 5%次氯酸鈉的家用漂白水，以 1：1,000 稀釋作為消毒劑，也就是 1 份漂白水加 999 份冷水 
擦拭消毒的接觸時間超過 10 分鐘，浸泡消毒的接觸時間超過 30 分鐘 
救護車以消毒噴灑器噴消擦拭後靜置 3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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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位 65 歲女性，倒坐於床上，臉色蒼白、咳嗽、咳痰、呼吸困難，病人主訴呼吸困難 1 個多小時，肢體

無力躺於床上，膚色蒼白，顯得十分痛苦，雙腿無法施力行走，過去有糖尿病及慢性阻塞性肺病病史。

你是救護技術員，當你到達救護現場時，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迅速進行給氧、評估現場安全性、進行暢通呼吸道 
檢測血氧值如小於 95%時，使用純氧面罩給氧並繼續評估血氧值及呼吸次數 
如呼吸次數每分鐘大於 30 次、或小於 10 次或 2 分鐘後血氧值小於 90%，則給予 BVM 正壓呼吸 
由鼻導管給予每分鐘 15 公升低流速氧氣 

4 民眾報案某山路有機車為閃避車輛導致掉落山溝，救護車到達現場後發現山溝坡度約 60º，深約 5 米，有

一名女性騎士倒臥山溝內，救護人員發現傷患頭部約有 15 公分撕裂傷，傷口有出血現象，意識不清，呼

吸：8 下／分鐘、血氧濃度：80%、脈搏：84 下／分鐘。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注意評估頭骨有無凹陷、變形 
發現有出血、腦髓液流出應即予以止流 
確保呼吸道暢通與有效通氣，並給予純氧面罩 15 公升／分 
注意排除血糖過低、飲酒等非創傷因素狀況 

5 你於救護勤務中使用擔架床搬運傷病患，為趕時間未將固定帶固定妥當，於上救護車前不慎將病患摔落

地上，致傷病患頭部受傷，你將負擔下列何種責任：①刑事責任涉及業務過失傷害 ②家屬或傷病患本

人得要求國家賠償，你將負連帶賠償責任 ③家屬或傷病患本人得向你要求民事賠償 ④因消防機關之

救護車及人員並未收費純屬服務性質，故並無民、刑事責任歸屬問題 
①② ③ ①②③ ④ 

6 消防人員進行每日勤前車輛、裝備、器材保養檢查時，下列救護車上之裝備器材那項係攸關傷病患生命徵

象變化，務必於勤前點整，勤務執行時隨時運用與監看，俾利人命搶救？①抽吸器 ②抽吸式護木 ③車

裝氧氣 ④KED ⑤血氧機 
①③⑤ ②④ ①②③ ④⑤ 

7 勤務中心接獲火警報案，立即派消防分隊前往救災，轄區分隊抵達現場時，起火建築物為 2 層鋼骨構造

鐵皮屋之家具行。南側鐵皮屋頂已見濃煙沖天、火場西側下風處緊鄰 10 層建築物，濃煙瀰漫有被延燒之

可能，報案人指稱可能有員工受困，情況非常危急，救災人員立即展開人命救助及部署水線滅火，你是

現場救災消防人員，下列那一項處置及研判是你的優先選擇？ 
人員進入火災現場搶救必須穿著完整個人防護裝備，並至少攜帶一具手提無線電，以維護自身安全，

為爭取救出受困民眾之時間，應先由 1 名資深有經驗同仁深入搶救 
人員進入火場時即應考量撤退動線，進入前應注意空氣呼吸器是否正常及空氣瓶壓力至少應保持 50 bar

與可使用時間 
進入火場應研判火勢發展及建築物狀況，隨時確認是否可能發生塌陷 
家具行店面出入口大，通風良好，可作為排煙之風口，防止火場內因濃煙蓄熱引發閃燃或爆燃現象，

對救災消防人員安全威脅較小 
8 某著名二級古蹟的廟宇有兩百多年的歷史，整棟以木造建築，平日香火鼎盛。於某日突然傳出火警，消

防單位獲報後迅速到達現場進行搶救。如果你是第一線瞄子手，你應當注意的搶救策略，下列何者最為

適當？ 
針對古蹟、歷史建築外觀之火點，採直線射水攻擊火點方式，進行滅火及周界防護作業 
為求救災時效，應立即入室進行火災搶救、人命搜救 
採取必要破壞作業時，應考慮選擇對古蹟破壞程度最小方式為之 
執行殘火處理時，針對未受波及部分應以水注強力澆濕，避免死灰復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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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民眾報案某大樓地下 2 樓有 2 位民眾身體不適，勤務中心立即派遣水箱車及救護車各 1 部前往處理。救

災人員抵達現場，發現現場有一股刺鼻味，經了解後係有 2 名工人於地下水槽施作防水工程，因槽內密

閉通風不良，造成 2 名工人昏厥，情況危急，此時你受命擔任救助手，進入水槽內搜救 2 位受困者，下

列何者是你最優先的選擇？ 
進入時穿戴好防護裝備，並確認空氣呼吸器氣瓶壓力應保持在 200 bar 以上 
穿著全身式吊帶、空氣呼吸器，並將空氣呼吸器連接上空氣延伸組，同時攜帶通話器及有毒氣體偵測

器、救生吊環進入水槽執行人命救助任務 
將氣體偵測器垂降至水槽內偵測危害氣體種類 
將氣瓶開啟並放置於水槽內以稀釋槽內有毒氣體 

10 某日 1 棟 9 層樓集合住宅於 7 樓發生火災，該建築物面臨 6 公尺寬道路，轄區消防分隊出動 2 輛水箱車

及 1 輛屈折雲梯車前往搶救，抵達現場發現 7 樓陽台冒出濃煙，並有 1 位民眾呼救，另 8 樓也有 3 位民

眾於窗口揮手呼救，如果你是屈折雲梯車司機，抵達現場操作升梯救人時，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車輛應視救援對象、操作範圍選擇最佳停駐位置，並注意地面地質須堅硬且平坦 
優先升梯至 8 樓救 3 位受困民眾，為防止災民跳向操作籃架，宜由上往下操作至待救處，並指導災民

進入籃架 
操作時須應注意載重等安全限制、火焰、風向、濃煙及高壓電線，並妥為排除障礙及與建築物保持適

當距離 
下方操作台應指派人員負責監控操作台之作業、協調、聯繫及安全維護事宜 

11 高層建築物火災現場進行高空作業車操作時，若意外觸及導電體（乾燥狀況），為進行周遭防護與人員

安全所作之處置方式，下列何者錯誤？ 
車上人員應維持原位  地面人員應不得觸及該車 
自操作平台操作脫離  車內人員應緩慢地離開車輛 

12 某日 1 棟 12 層樓辦公室於 5 樓發生火災，消防人員抵達現場發現窗戶有濃煙冒出，起火樓層煙霧瀰漫，

可能在起火居室內悶燒，為避免大量濃煙影響逃生及救災，現場救火指揮官指示你負責執行通風排煙任

務。下列處置何者錯誤？ 
採取適當的垂直與水平通風排煙作業，可改善救災人員視線，有利人命救助，且可縮短滅火的時間 
執行通風排煙作業應注意避開從開口冒出的熱氣、煙霧或火流 
打開建築物頂部開口通風排煙，藉煙囪效應直接將熱氣、煙霧及火流向上排出 
部署水線由冒濃煙之窗口射水滅火 

13 業者所製之消防防護計畫不符範例並有闕漏，當送到消防機關核備時，若你為受理人員，下列處置何者

最適當？ 
以格式不符，不予收件  
認定消防防護計畫不合規定 
先行收件並開立收執單後，再通知業者補正內容 
以違反消防法第 13 條並依第 40 條處理 

14 某公寓三樓發生火災，該建築物前後設有陽台，白天時無人在家，轄區消防隊抵達現場，擔任瞄子手的

你首先進入火場，發現住宅門戶因瓦斯氣爆被炸開，且得知廚房內液化瓦斯鋼瓶瓶頭閥已損壞並大量洩

漏噴火，為救災安全與效率，應最優先進行那項救災作業？ 
以水霧瞄子大量射水撲滅液化瓦斯鋼瓶火焰 
鋼瓶閥頭以其他替代物止漏瓦斯 
與瓦斯鋼瓶保持安全距離，並先進行其他處所滅火工作 
水線掩護下冷卻瓦斯鋼瓶並將鋼瓶搬至陽台戶外處持續燃燒 



 代號：60230
頁次：4－4 
 

15 你為責任區隊員，奉派至轄區醫院進行消防安全檢查，檢查時發現內科門診部之一扇窗戶設有對開窗簾，

但僅右半面窗簾附加防焰標示，另診療室使用之纖維製隔屏及更衣室使用之纖維製遮簾均未附加防焰標

示，下列處置何者正確？ 

對開窗簾有一面窗簾附加防焰標示即符合規定 

對開窗簾左半面窗簾未附加防焰標示，應予限期改善 

診療室使用之纖維製隔屏依規定得不具防焰性能，故未附加防焰標示並無違反消防法之規定 

更衣室使用之纖維製遮簾依規定得不具防焰性能，故未附加防焰標示並無違反消防法之規定 

16 某一地方消防局隊員於 13 層樓飯店執行消防安檢勤務時，發現部分客房的窗簾未附有防焰標示，應如何

適當行政處置？ 

通知限期改善，逾期不改善或複查不合規定者，處其管理權人新臺幣 6 千元以上 3 萬元以下罰鍰 

勸導改善仍不改善者，移送建管單位處其管理權人新臺幣 1 萬元以上 5 萬元以下罰鍰 

不需通知限期改善，直接處罰管理權人新臺幣 6 千元以上 3 萬元以下罰鍰 

通知限期改善，逾期不改善或複查不合規定者，處其管理權人新臺幣 1 萬元以上 5 萬元以下罰鍰 

17 某消防局隊員於轄區內某儲放第一類氧化性固體鹼性金屬過氧化物之公共危險物品工廠室內儲存場所進

行消防安全檢查，該隊員檢查標示板時，下列事項何者正確？ 

第一種標示板內容應含公共危險物品之種類及名稱 

第一種標示板顏色應為白底黑字 

第二種標示板內容應含藍底白字之「禁水」字樣 

第一種標示板內容應含保安監督人之姓名及職稱且可使用壓克力板 

18 若有某液化石油氣販賣場所其目前實際用途為辦公聯絡處所，該管理權人欲向消防局申請液化油氣儲存

場所證明書，若你為該轄區消防分隊隊員會同消防局承辦人前往該販賣場所另設之儲存場所進行安全檢

查時，請判斷下列那一指導事項為正確？ 

應設防火管理人管理 

該販賣場所為辦公聯絡處所得免設儲存場所 

若攜帶可產生火源之機具進入則應依消防防災計畫辦理 

該儲存場所之灌氣容器與殘氣容器應分開儲存並直立放置，且不可重疊堆放 

19 在某大樓執行消防安全檢查，發現火警自動警報設備有誤報，指導業主進行檢測時，下列何者不必列為

優先檢測項目？ 

檢查火警分區是否適當  檢查探測器是否適材適所 

進行探測器回路之斷線試驗 測試探測器回路的絕緣狀態 

20 若你在某大樓執行消防安全檢查，發現緩降機之支固器具使用螺紋標稱 M12×1.75 之錨定螺栓，其埋入深

度為 65 mm，以扭力扳手確認固定及安裝狀態有無異常時，你應使用之轉矩值為多少？ 

150 至 250 kgf-cm  300 至 450 kgf-cm 

400 至 550 kgf-cm  600 至 850 kgf-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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