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1警正消防升官等 

科目：火災與爆炸基礎理論與實務 

 

申論題：(每題 25 分，共 100 分)   

1  雪山隧道在今年發生通車以來人員傷亡最嚴重之火燒車事件，長公路隧道之火災安

全問題再次引起國人之關切，試就公路隧道之火災特性探討此次火燒車事件改善因

應對策。（25 分） 

 

 

【101警正消防升官等_火災與爆炸基礎理論與實務】 

2  區劃空間火災中，天花板噴射氣流（Ceiling Jet Flow）是計算火警探測器和撒水

頭動作之主要媒介，請問該氣流的那兩項參數是計算探測器和撒水頭動作之基礎？

又在穩態火災（Steady-State Fire）中，該兩項參數與那些因素有關？（25 分） 

 

 

【101警正消防升官等_火災與爆炸基礎理論與實務】 

3  捷運地下場站平時利用之人潮眾多，若發生火災時，人群將頓失方向，變成孤立及

焦躁。試問地下場站人員避難安全問題與因應對策為何？（25 分） 

 

 

【101警正消防升官等_火災與爆炸基礎理論與實務】 

4  請說明何謂 BLEVE（Boiling Liquid Expanding Vapor Explosion）？並說明其防

範之道。（25 分） 

 

【101警正消防升官等_火災與爆炸基礎理論與實務】 

 



101年度警正消防升官等考試 

科目：刑事法與消防法規 

 

一、單一選擇題：(每題 2.5 分，共 100 分) 

1  甲因故殺死乙，後來才發現乙是甲失散多年之生父。甲之行為，該如何論處？ 

(A)殺害直系血親尊親屬罪 

(B)普通殺人罪 

(C)殺害直系血親尊親屬罪與普通殺人罪想像競合，從一重處斷 

(D)殺害直系血親尊親屬罪與普通殺人罪數罪併罰 

【101警正消防升官等_刑事法與消防法規】 

B 

2  甲深夜時發現有人翻牆侵入，即取槍朝黑影擊發，侵入者中槍後隨即死亡。甲上

前察看，發現是夜歸未帶鑰匙的兒子乙，甲深感懊悔，覺得不該如此大意。以下

選項，何者正確？ 

(A)甲構成殺人罪 

(B)甲構成殺人罪，但因屬正當防衛而阻卻違法 

(C)甲構成殺人罪，但屬嚴重錯誤故不負罪責 

(D)甲構成過失致死罪 

【101警正消防升官等_刑事法與消防法規】 

A 

3  某甲與仇人某乙同在某餐廳用餐，某甲一見某乙即舉槍朝某乙射擊，此時某乙也

正欲射殺某甲，但某甲渾然不知，此情形是一種： 

(A)禁止錯誤 

(B)構成要件錯誤 

(C)誤想防衛 

(D)偶然防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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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4  下列情形，依最高法院判例之見解，何者屬於中止未遂之情形？ 

(A)某甲著手實行殺人行為後，雖然出於己意而中止殺意，但未親自將被害人送醫

急救而只囑某乙予以送醫，其後被害人也因而獲救 

(B)某甲聽從某乙等邀約前往擄人，行至中途出於己意而自行折回 

(C)某甲持刀殺妻時，因其妻呼救，並逃往鄰家，驚動其兄及四鄰，乃棄刀向警察

自首 

(D)某甲已著手殺害某乙之行為，於未達可生死亡結果之程度時，因發現對方不是

某乙，乃中止其殺害行為 

【101警正消防升官等_刑事法與消防法規】 

A 

5  下列情形，依司法實務之見解，何者應成立幫助犯？ 

(A)某甲於他人實行恐嚇時，在旁助勢，攔阻被恐嚇人之去路 

(B)甲、乙 2 人事前擬議殺丙，並為犯行之分配，某甲依約於某乙殺丙時，在屋

外把風 

(C)某甲於某乙擄得某丙所有之狼犬 1 隻後，出於幫助之意思，幫忙看守該狼

犬，以防脫逃 

D 



(D)某甲於某乙擄得某丙之子某丁後，出於幫助之意思，幫忙看守某丁，以防脫逃 

【101警正消防升官等_刑事法與消防法規】 

6  甲因犯罪遭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得易科罰金確定，後甲無力完納罰金。此時應如何

處理？ 

(A)強制工作 

(B)強制執行 

(C)易服勞役 

(D)入監服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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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7  法律有規定追徵、追繳或抵償者，應如何決定？ 

(A)偵查中檢察官以命令為之 

(B)法官於簽發搜索票時宣告之 

(C)法院裁判時一併宣告之 

(D)判決確定後行政執行署下令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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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8  下列何者，既是狀態犯，也是結果犯，同時又是實害犯？ 

(A)竊盜罪 

(B)剝奪行動自由罪 

(C)放火罪 

(D)公然侮辱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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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9  依司法實務之見解，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偽造人民幣應以偽造貨幣罪論處 

(B)行使偽造之貨幣，除以刑法第 196 條第 1 項之行使偽造貨幣罪處罰，應另論

詐欺罪 

(C)行使偽造貨幣罪，行為人是否明知該幣券為偽造之幣券，在所不論 

(D)收集偽造之貨幣為集合行為，故 1 週之內先後在不同天收集偽造之貨幣仍只

能論以一個收集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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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10  甲好不容易竊得乙所有之古畫 1 幅，未料經專家鑑定後，發現該畫是後人仿製，

根本不值錢。甲一氣之下，點火將該畫焚燬洩憤。試問甲之行為，究犯何罪？ 

(A)竊盜與毀損二罪成立想像競合，從一重處斷 

(B)竊盜與毀損分別成罪，數罪併罰 

(C)只成立竊盜罪 

(D)只成立毀損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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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1  列所述情況，何者不成立竊盜罪？ 

(A)某甲到金飾店佯裝欲購買項鍊，數次要求老闆取出金項鍊借看，其間趁老闆轉

身拿取項鍊時，以預先準備好的鍍金項鍊替換，順利取得金項鍊 

(B)某甲經營貨運，對於託運人封緘之託運物，從中取出部分侵吞入己 

D 



(C)在寒冬裡，某甲因天冷難耐，乃取室友之六法全書焚燒取暖 

(D)某甲在路上見某乙所騎之自行車為其 2 週前失竊之物，乃尾隨其後，趁乙停

靠路旁後，予以騎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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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甲持刀抵住乙之頸部，喝令乙交出身上財物，未料剛好附近有警車經過，甲一時

緊張，竟劃破乙之頸部，致乙不治死亡。甲之行為，構成何罪？ 

(A)強盜殺人結合犯 

(B)強盜致人於死之加重結果犯 

(C)強盜與殺人之想像競合犯 

(D)強盜與過失致死之數罪併罰 

【101警正消防升官等_刑事法與消防法規】 

B 

13  下列關於準強盜罪之敘述，何者正確？ 

(A)準強盜罪之構成要件不包括不法所有之意圖 

(B)準強盜罪是以犯搶奪或詐欺罪為前提 

(C)準強盜罪必須有強暴脅迫之行為，且須至使人難以抗拒之程度 

(D)準強盜罪是一種先強制後取財的犯罪類型 

【101警正消防升官等_刑事法與消防法規】 

C 

14  某甲住新北市板橋區、某乙住桃園縣，2 人在臺北市士林區共犯強盜罪，某甲在

新竹市另犯傷害罪，下列有關管轄之敘述，何者錯誤？ 

(A)士林地方法院對甲、乙 2 人所犯之強盜罪有土地管轄權 

(B)板橋地方法院對甲所犯之強盜罪與傷害罪均有土地管轄權 

(C)桃園地方法院對甲所犯之強盜罪有牽連管轄權 

(D)士林地方法院對甲所犯的傷害罪無管轄權 

【101警正消防升官等_刑事法與消防法規】 

D 

15  下列關於辯護人之敘述，何者錯誤？ 

(A)審判中經審判長許可者，得選任非律師為辯護人 

(B)辯護人於偵查中經法院許可得檢閱卷宗及證物並得抄錄或攝影 

(C)每一被告選任之辯護人不得逾 3 人 

(D)被告之配偶得獨立為被告選任辯護人 

【101警正消防升官等_刑事法與消防法規】 

B 

16  下列情形，何者不得於夜間執行搜索？ 

(A)有人住居之處所，經住居人同意 

(B)假釋人住居之處所 

(C)常用為賭博或妨害風化行為之處所 

(D)有人住居之處所，經檢察官或法官許可 

【101警正消防升官等_刑事法與消防法規】 

D 

17  檢察官於偵查中傳喚證人作證，卻未依法具結，此一證言在審判時之效果為何？ 

(A)不得作為證據 

(B)其有無證據能力之認定，應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利益之均衡維護 

(C)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亦認為適當者，得為證據 

A 



(D)原則不得作為證據。但經證明其違背非出於惡意，且該自白或陳述係出於自由

意志者，不在此限 

【101警正消防升官等_刑事法與消防法規】 

18  甲因販賣一級毒品遭檢察官起訴。偵查中，證人乙向警方供稱：「確有向甲買過毒

品」，至審判時，證人乙卻向法院供稱：「從來沒有向甲買過毒品」。後法院採信乙

向警方之證詞，作為判決甲有罪的證據之一。此一判決是否合法？ 

(A)不合法，因為乙向警方之供詞屬傳聞證據，無證據能力 

(B)不合法，因為乙並無審判中發生死亡、身心障礙致記憶喪失或無法陳述等特殊

事由 

(C)合法，只要乙向警方之供詞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

必要者，即可作為證據 

(D)合法，因為符合案重初供的證據法則 

【101警正消防升官等_刑事法與消防法規】 

C 

19  下列何者，不是得為一造缺席判決之情形？ 

(A)被告心神喪失或因疾病不能到庭，顯有應諭知無罪或免刑判決之情形 

(B)簡易處刑之案件，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理由不到庭 

(C)法院認為應科拘役、罰金或應諭知免刑或無罪之案件，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

理由不到庭 

(D)被告未受許可而退庭 

【101警正消防升官等_刑事法與消防法規】 

B 

20  下列何者，屬於審判期日被害人或其家屬依法享有之訴訟參與權限？ 

(A)有陳述意見之機會 

(B)聲請調查證據 

(C)行鑑定時通知在場 

(D)行勘驗時通知在場 

【101警正消防升官等_刑事法與消防法規】 

A 

21  下列何者，為實體判決？ 

(A)不受理判決 

(B)管轄錯誤判決 

(C)免刑判決 

(D)免訴判決 

【101警正消防升官等_刑事法與消防法規】 

C 

22  判決如發生文字誤寫，但不影響於全案情節與判決本旨者，於判決宣示或送達

後，該如何處理？ 

(A)提起上訴救濟 

(B)提起抗告救濟 

(C)依錯誤情況，提起再審或非常上訴救濟 

(D)由原審法院依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更正 

【101警正消防升官等_刑事法與消防法規】 

D 

23  甲連續在網路上發佈指責謾罵乙之言論長達數個月，乙想對甲提出告訴，其法定 B 



6 個月告訴期間如何計算？ 

(A)自乙知悉甲第一次散佈誹謗言論之日開始計算 

(B)自乙知悉甲最後一次散佈誹謗言論之日開始計算 

(C)自甲最後一次散佈誹謗言論之日開始計算 

(D)自甲散佈誹謗言論第 1 日至最後 1 日期間之平均中間日開始計算 

【101警正消防升官等_刑事法與消防法規】 

24  不利益變更禁止原則不適用於下列何種情形？ 

(A)由被告上訴或為被告之利益而上訴於第二審法院 

(B)於第二審上訴中，因原審判決適用法條不當而撤銷時 

(C)為受判決人之利益聲請再審 

(D)被告對於簡易判決不服而上訴於管轄之第二審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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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25  協商之案件，如被告表示所願受科之刑為 1 年有期徒刑，且未受緩刑宣告時，下

列敘述，何者正確？ 

(A)法院應將案件改依普通程序審理 

(B)法院應將案件改依簡易判決程序審理 

(C)法院應於徵詢檢察官意見後，於被告表示之範圍內判決 

(D)如被告未選任辯護人者，法院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律師為辯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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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26  依據消防法有關燃氣之熱水器及配管及其承裝業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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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自中華民國 95 年 2 月 1 日起使用燃氣熱水器之安裝，只要領有合格證照

者，均可為之 

(C)熱水器應裝設於建築物外牆，或裝設於有開口且與戶外空氣流通之位置 

(D)熱水器無法裝設於建築物外牆，或裝設於有開口且與戶外空氣流通之位置無法

符合者，應裝設熱水器排氣管將廢氣排至戶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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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27  依據消防法施行細則有關檢修消防安全設備之方式中「經由消防安全設備整體性

之運作或使用，判別其機能」係指下列何者？ 

(A)外觀檢查(B)綜合檢查(C)機能檢查(D)性能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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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28  依據消防法有關防火管理制度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A)防火管理人應為管理或監督層次幹部 

(B)防火管理人每 2 年至少應接受講習訓練 1 次 

(C)消防防護計畫之自衛消防編組：員工在 10 人以上者，至少編組滅火班、通報

班及救護班 

(D)消防防護計畫之防火避難設施之自行檢查：每月至少檢查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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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29  依據消防法規定液化石油氣零售業者應備置相關資料，並定期向轄區消防機關申 D 



報，所謂定期係指每年幾月？ 

(A)6月 

(B)12月 

(C)6月及 12月 

(D)4月及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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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依據消防法有關火災調查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A)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應於火災發生後 15 日內完成，必要時，得延長至 30 日 

(B)火災現場尚未完成調查、鑑定者，應保持現場狀態，非經調查、鑑定人員之許

可，任何人不得進入或變動 

(C)檢察、警察機關或消防機關得封鎖火災現場，於調查、鑑定完畢後撤除之 

(D)火災證明內容以火災發生原因及地點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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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31  依據消防法有關消防栓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A)以採用地上雙口式為原則 

(B)附近應設明顯標誌 

(C)當地消防機關負責保養、維護消防栓 

(D)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並應定期會同當地自來水事業全面測試其性能，以

保持堪用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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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32  依消防法施行細則規定，液化石油氣零售業安全技術人員應經直轄市、縣（市）

消防機關，或由中央消防機關認可之專業機構，講習訓練合格並領有證書，始得

充任。前項講習訓練時間不得少於 A 小時，且每 B 年應接受複訓 1 次，每次複

訓時數不得少於 C 小時。而 A，B，C 各值為何？ 

(A)A=20，B=3，C=4 

(B)A=16，B=2，C=8 

(C)A=15，B=2，C=8 

(D)A=8，B=1，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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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33  依消防法及消防法施行細則有關易致火災行為之申請與規範，下列敘述，何者錯

誤？ 

(A)山林、田野引火燃燒，以開墾、整地、驅除病蟲害等事由為限 

(B)於森林區域、森林保護區內引火者，引火人應於 5 日前向森林主管機關申請

許可後，於引火前在引火地點四週設置 3 公尺寬之防火間隔，及配置適當之滅火

設備，並將引火日期、時間、地點通知鄰接地之所有人或管理人。其於森林區域

或森林保護區引火者，並應通知當地消防機關 

(C)山林、田野引火應在上午 6 時後下午 6 時前為之，引火時並應派人警戒監

視，俟火滅後始得離開 

(D)違反消防法第 14 條第 1 項所定法規有關田野引火燃燒安全防護措施、禁止

從事之區域、時間、方式或應遵行事項之規定者，處新臺幣 3000 元以下罰鍰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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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依消防法施行細則規定，下列何者屬於一定規模以上供公眾使用建築物？ 

(A)總樓地板面積在 300 平方公尺以上，其員工在 25 人以上之機關（構） 

(B)總樓地板面積在 300 平方公尺以上之遊藝場 

(C)總樓地板面積在 300 平方公尺以上之超級市場 

(D)總樓地板面積在 300 平方公尺以上之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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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35  依據直轄市縣市消防車輛裝備及其人力配置標準第 3 條規定，下列何者屬消防勤

務車？ 

(A)雲梯消防車 

(B)救助器材車 

(C)火災現場勘驗車 

(D)地震體驗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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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36  依據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管理辦法，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自取得證書

日起每幾年應接受講習 1次或取得累計積分達幾分以上之訓練證明文件？ 

(A)每 3年；160 分 

(B)每 2年；120 分 

(C)每 1年；100 分 

(D)每半年；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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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37  依消防法及消防機關辦理消防安全檢查注意事項有關專責檢查小組執行消防安全

檢查之第一種檢查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A)製造、儲存或處理公共危險物品達管制量 30 倍以上之場所，每年至少檢查 1 

次，並得視需要邀請勞工、環保、工業、工務、建設等相關機關實施聯合檢查 

(B)建築技術規則所定之高層建築物，應就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防焰物品、

防火管理等全部項目每年至少清查 1 次 

(C)甲類以外場所應就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防焰物品、防火管理等全部項目

每 2 年至少清查 1 次 

(D)相關檢查資料及違規處理情形由專責檢查小組彙整，並於檢查完畢 48 小時內

輸入安管系統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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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38  依據緊急救護辦法，有關緊急救護相關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A)緊急救護係指緊急傷病患或大量傷病患之現場急救處理及送醫途中之救護 

(B)路倒傷病無法行動者係屬緊急傷病患 

(C)緊急傷病患或利害關係人得向運送之消防機關申請救護服務證明 

(D)緊急傷病患之運送就醫服務，應送至其指定之醫療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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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39  依消防法及明火表演安全管理辦法規定，明火表演所在樓層應有 A 座以上直通樓

梯通達避難層，且任一點至該樓梯之步行路徑重複部分之長度，不得大於最大容

B 



許步行距離 B 分之 C。而 A，B，C 各值為何？ 

(A)A=1，B=4，C=1 

(B)A=2，B=2，C=1 

(C)A=2，B=3，C=2 

(D)A=3，B=4，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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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依消防法及液化石油氣容器定期檢驗基準有關液化石油氣容器之檢驗期限規定，

出廠耐壓試驗日期為中華民國 94 年 3 月 1 日以後，瓶齡在 20 年以內者，每 

A 年檢驗一次，超過 20 年且未滿 30 年者，每 B 年檢驗一次。而 A，B 各值為

何？ 

(A)A=4，B=3 

(B)A=5，B=4 

(C)A=5，B=2 

(D)A=6，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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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41  依消防法及消防機具器材及設備認可實施辦法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A)型式認可之審查結果，登錄機構應自受理次日起 4 個月內，以書面通知申請

人 

(B)型式認可之有效期間為 5 年 

(C)登錄機構受理型式認可、型式變更或個別認可之申請，應按月排定認可期程，

並於試驗日期 30 日前通知申請人 

(D)對登錄機構廢止認可有異議者，得於收受書面次日起 10 日內檢附佐證資料，

向原登錄機構提出申訴，並以 1 次為限；原登錄機構應以書面告知處理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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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42  依消防法及消防機具器材及設備登錄機構管理辦法規定，登錄機構執行認可業務

之試驗報告、紀錄、收支簿冊及相關技術文件應至少保存 A年。但型式認可、型

式變更及個別認可之試驗報告電子檔應至少保存 B年。而 A，B各值為何？ 

(A)A=3，B=3 

(B)A=4，B=10 

(C)A=5，B=15 

(D)A=10，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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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43  下列何種物質為公共危險物品第四類「易燃性液體」中之第二石油類？ 

(A)丙酮 

(B)汽油 

(C)柴油 

(D)1 大氣壓時，閃火點未達攝氏 21 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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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44  災害防救業務計畫、災害防救基本計畫、縣（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鄉（鎮、

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之檢討修正時間，分別為： 

B 



(A)5 年、3 年、2 年、1 年 

(B)2 年、5 年、2 年、2 年 

(C)5 年、2 年、3 年、2 年 

(D)3 年、5 年、2 年、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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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災害應變期間於政府公告劃定之警戒區域內，不聽從限制或禁止進入或命其離去

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搜救所生費用，一律應由被搜救者繳納 

(B)可處新臺幣 2 萬元以上 10 萬元以下罰鍰 

(C)可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25 萬元以下罰鍰 

(D)最高可處 50 萬元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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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46  下列有關風災震災火災爆炸災害救助種類及標準之敘述，何者正確？ 

(A)死亡或失蹤救助金具領人之順序，依序為配偶、父母、直系血親卑親屬 

(B)死亡、失蹤之災害救助金，每人均發給新臺幣 20 萬元 

(C)因地震造成之住屋倒塌程度達三分之一以上者，可給予安遷救助 

(D)災害救助種類及標準適用於中華民國國民於國外受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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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47  下列有關災害防救組織之敘述，何者正確？ 

(A)中央災害防救會報副召集人為內政部部長 

(B)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為行政院院長 

(C)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主任委員為行政院院長 

(D)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執行長為內政部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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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48  下列有關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之開設時機，何者正確？ 

(A)海上颱風警報發布時，颱風災害應變中心一級開設 

(B)地震震度達六級以上，開設震災災害應變中心 

(C)24 小時累積雨量達 200 毫米以上，水災災害應變中心一級開設 

(D)土石流造成 10 人以上傷亡、失蹤時，開設土石流災害應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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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49  依災害防救法規定，下列何種災害之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為內政部？ 

(A)水災 

(B)震災 

(C)土石流災害 

(D)空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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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50  依災害防救法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A)直轄市、縣（市）政府及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無法因應災害處理時，

申請國軍支援或協助救災之程序、預置兵力及派遣、指揮調度、協調聯絡、教育

訓練、救災出勤時限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國防部會同內政部定之 

D 



(B)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為達災害防救之目的，得採取法律、行政及財政金

融之必要措施，並向立法院報告 

(C)發生重大災害時，國軍部隊應主動協助災害防救 

(D)各級災害防救會報應結合民防及全民防衛動員準備體系，實施相關災害整備及

應變事項；其實施辦法，由國防部會同有關部會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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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警正消防升官等 

科目：消防搶救實務 

 

申論題：(每題 25 分，共 100 分)   

1  依據消防勤務實施要點規定，試述「勤前教育」之種類與實施內容？（25 分） 

 

 

【101警正消防升官等_消防搶救實務】 

2  消防搶救是一項相當艱鉅而複雜的工作，如同軍人在戰場上作戰一般，講究「戰

略」、「戰術」、「戰技」的配合，試簡述消防戰術實際進行之八項任務區分？（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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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近來多起消防、義消人員執行捕蜂勤務時發生傷亡案例，依據內政部消防署函頒

「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所屬人員執行為民服務（捕蜂類）安全管理作業原

則」試說明「執勤時」勤務安全管理重點？（25 分） 

 

 

【101警正消防升官等_消防搶救實務】 

4  執行緊急救護勤務到達現場時，發現傷、病患「疑似死亡」，救護人員應即研判決

定送醫？或不送醫（報請警察辦理相驗）。請依行政院衛生署緊急醫療救護諮詢委

員會決議，說明不需將個案送醫之「現場死亡」定義？（15 分）及判定時注意事

項？（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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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警正消防升官等 

科目：消防預防實務 

 

申論題：(每題 25 分，共 100 分)   

1  強化防火管理制度指導綱領要求設置核心要員之目的為何？有關該要員之條件及任 

務各為何？（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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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火災現場調查時，就現場燃燒痕跡研判起火處前，須先對現場可能影響燃燒現象的 

因素加以考慮及分析，請說明之。（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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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應設放水型撒水頭之建築物為何？放水型撒水頭與開放式撒水頭，有關放水量及應 

設水源容量之要求有何差異？（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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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自衛消防編組能否有效發揮作用，須就其組織性及有效性予以驗證評估，請說明有

關自衛消防編組驗證之構想及有關驗證項目（應變事項）分別為何？另界限時間之

設定，有關起火區劃基準時間應考量之條件為何？（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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