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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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消防人員必須不斷接受各種訓練瞭解火災的特性，以因應日漸多元化的火災現
場，試申論火災的基本特性？（25 分） 

二、建築物發生火災時，瞭解煙是如何擴散，對消防工作而言是相當重要的，試說明建
築物火災中造成煙層流動的驅動力及引起煙流動的主要因素？（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5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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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熱傳導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物質熱傳導係數大時，容易吸熱而提高溫度，故物性偏向可燃物 
熱量是由具有高熱量的物質傳向低熱量的物質 
傳導物體的截面積愈大，傳導的熱量愈多 
熱傳導係數為溫度的函數，溫度升高，所有物質的熱傳導係數都變大 

2 當火災到達 盛時期階段，火場溫度極高，此時熱量傳遞的主要形式為： 
傳導 對流 輻射 貫流 

3 一物體的溫度由 500K 提高到 1000K 時，其所放出的輻射熱量變為幾倍？  
 2  4  8  16 

4 空氣中氧含量與燃燒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通常空氣中氧含量約為其容積之 23% 
空氣中氧濃度低於體積之 18%時，燃燒甚難持續 
在密閉空間中若注入不燃性氣體，氧氣的濃度會降低 
氫氣只能在氧氣中燃燒，無法在氯氣中燃燒 

5 有關氣體燃燒的燃燒上下限，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氣體濃度介於燃燒上下限之間，是表示氣體無法被點燃 
利用惰性氣體滅火的原理，即是在改變氣體的燃燒上下限值 
可燃性氣體的燃燒下限愈低，危險性愈高 
燃燒上下限不會隨著溫度或壓力而改變 

6 下列那一種氣體不會因加壓後發生分解反應而有爆炸的危險？  
乙烷 乙烯 乙炔 環氧乙烷 

7 當木材受熱而分解時，溫度愈高，分解速度愈快，一般常稱木材的「危險溫度」約為多少度？ 
 100℃  150℃  260℃  350℃ 

8 有關二氧化碳滅火劑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滅火後不會殘留   
可加壓儲存，但須低溫冷凍才能液化以降低儲存空間 
適用於電氣設備火災   
不適用於鈦金屬火災 

9 有關高樓建築物火災之特性，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火場濃煙密布 內部高溫灼熱 延燒速度受限 人員逃生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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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建築物火災中，上層天花板受熱會向地面放射出大量輻射熱，促進地面可燃物之燃燒速度，此種現象為室內空間

火災時的何種效果？ 
自然對流強化效果 輻射能回饋效果 天花板對流效果 傳導熱分解效果 

11 粉塵爆炸與混合氣體爆炸之異同，下列何者正確？  
粉塵爆炸壓力上升速度較氣體爆炸快 粉塵爆炸 小起爆能量較氣體爆炸高 
粉塵爆炸與氣體爆炸一樣，有明確的爆炸上下限 粉塵爆炸產生的 大壓力較氣體爆炸大 

12 液體變化為氣體的現象中，如變化速度極為快速時，會因在極短的時間內放出能量而形成爆炸，此現象稱為：  
蒸氣雲爆炸 混合爆炸 擴散爆炸 蒸氣爆炸 

13 有關滅火劑之滅火原理，下列何者不屬於抑制連鎖反應？ 
 FK-5-1-12  HFC-227ea  IG-01 海龍 1301 

14 有關耐火建築物火災「通風控制燃燒」與「燃料控制燃燒」之特性，下列何者正確？ 
（ ρ ：空氣密度，g：重力加速度，A：開口部面積，H：開口部高度，A0：可燃物表面積） 
火災初期燃料數量龐大而通風極差的地方（如地下室）易生燃料控制燃燒 
當 290.0/ 0

2/1 >AHAgρ 時，係屬燃料控制燃燒 

當 290.0/ 0
2/1 >AHAgρ 時，係屬通風控制燃燒 

當 235.0/ 0
2/1 <AHAgρ 時，係屬燃料控制燃燒 

15 有關海龍替代系統評估參數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臭氧層破壞值（ODP）：愈低愈好 大氣滯留時間（ALT）：愈長愈好 
地球溫室效應（GWP）：愈高愈好 設計濃度值大於 NOAEL 較佳 

16 1 公斤之物質燃燒，下列何者所需之理論空氣量 小？                                                 
氫(H2)   甲烷 乙炔 碳 

17 根據 Burgess-Wheeler 定理，已知辛烷的燃燒下限為 0.92(vol%)，其燃燒熱約為多少 kcal/mol？ 
 750          1150  950  1750  

18 某教室內有一組桌椅，在同樣的室內裝修下，放置下列何處，其火焰高度會較高？          
中央 靠牆 靠角落 一樣 

19 有關天然氣與液化石油氣特性之比較，下列何者錯誤？ 
天然氣的主成分為丙烷，液化石油氣的主成分為甲烷 
天然氣的比重較空氣輕，液化石油氣的比重較空氣重 
天然氣與液化石油氣皆有發生火災及爆炸危險 
對天然氣與液化石油氣危害的 佳預防對策，是防止儲槽及管路氣體洩漏 

20 絕緣物表面附有灰塵之電解質時，即生放電，絕緣物表面因而流通電流，此為何種現象？ 
積污導電現象 金原現象 石墨化現象 負離子移動現象 

21 爆炸時火焰傳播速率達音速以上稱為下列何者？  
爆燃 爆轟 音爆 震波 

22 關於煙囪效應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當室內溫度愈高，煙囪效應之中性帶向上偏移 
上部開口越大，煙囪效應之中性帶會上移 
火災發生在中性帶以下之樓層，煙會隨著煙囪效應迅速由垂直通道向上竄升 
火災發生於中性帶以上之樓層，則煙將由建築物該層之開口直接排出起火樓層外 

23 依據我國公共危險物品之分類，下列那兩類危險物品無混合後之危險？ 
第一類、第二類 第二類、第四類 第二類、第三類 第二類、第六類 

24 煙中的有毒氣體對人體之影響，下列何者錯誤？   
 HCN 有強烈毒性，會妨礙細胞中氧化酵素之活性  HCl 急性中毒者常呈現氣管、支氣管壞死 
 NO2 會阻礙紅血球輸氧之功能  HCHO 具有刺激黏膜及麻醉中樞神經系統之作用 

25 假設一物體的輻射率為 0.6，且距離該物體 1 公尺處所接收到的輻射熱通量為 E，則距離該物體 2 公尺處的輻射

熱通量變為： 
 0.15 E  0.25 E  0.3 E  0.5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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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方自治團體依法律、上級法規或規章規定，在上級政府指揮監督下，執行上級政府交辦之非屬該團體

事務，而負其行政執行責任之事項，稱為： 
自治事項 委辦事項 委任事項 高權事項 

2 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水資源的基本國策為何？ 
與外國交換稀有物資 重視其開發利用 禁止使用以免耗竭 源源不絕毋需留意 

3 關於考試院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考試院院長為獨任制之首長  
考試院院長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故須應邀至立法院備詢  
考試院所屬各部部長，當然具有考試委員之身分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隸屬於考試院 

4 依憲法及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下列有關司法院大法官任命及職權之敘述，何者錯誤？ 
大法官經立法院同意由總統任命之 大法官無統一解釋命令之權  
大法官由總統提名  大法官有審理副總統彈劾之權 

5 下列何者為憲法直接保障一般法官地位之規定？ 
言論免責 終身職 免除行政監督 任期制 

6 關於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憲法職權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得對法院確定終局判決之違憲性進行審查  
解釋效力僅及於原因案件之聲請人  
原因案件聲請人於法律被宣告違憲後，不待其失效，即可提起再審  
大法官解釋憲法時，非憲法第 80 條所稱之法官 

7 下列何者非屬行政院院長之職權？ 
發布緊急命令 移請覆議 提請任命閣員 副署法令 

8 下列何者非屬行政院會議之成員？ 
行政院副院長  國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  
審計長  不管部會之政務委員 

9 依司法院釋字第 613 號解釋意旨，有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員之任命方式，須符合下列何項原則？ 
共和國原則 中央與地方分權原則 行政一體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10 關於覆議制度，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覆議案之提出為立法院監督行政院之重要手段  
覆議案為行政院對抗立法院拒絕人事同意權之重要手段  
覆議案具有修改某項爭議條文之效果  
覆議案之提出須經總統核可 

11 下列何者無須經行政院會議之議決？ 
須提出於立法院之法律案 涉及各部會共同關係之事項  
內閣人事之決定事項  每年度應提出之政府總預算案 

12 依憲法及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關於國民經濟及產業發展，下列何者非屬國家應予獎勵事項？ 
合作事業 民營銀行 國民生產事業 科學技術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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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有關我國總統權限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總統同時享有刑事豁免權以及民事豁免權  
總統不得對死刑犯減刑  
國家機密特權源自行政權固有權能，但其並非憲法上之絕對權力  
總統在法院審理個案時已提出之資訊，即無國家機密保護法之適用 

14 有關公民投票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公民投票包括全國性及地方性投票  
公民投票依普通、平等、直接及無記名投票方法進行  
有關法律立法原則創制案之公投結果，僅具有參考性效力  
有關憲法修正案之公民投票，應依憲法修正程序進行之 

15 下列何種法律具有實現人民創制及複決權之功能？ 
公民投票法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請願法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16 下列何者並非我國憲法明文列舉之基本權利？ 
生存權 工作權 財產權 隱私權 

17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下列何者未侵害人民之訴訟權？ 
大學生在校內張貼支持某候選人之海報遭學校禁止，不得提起行政訴訟  
監所監聽受羈押被告與律師會見時所獲得之資訊，得作為審判時認定事實之證據  
專利權人應檢附侵害鑑定報告始能合法提出告訴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訴訟採二審終結，不得再審 

18 某國立大學限制其專任教授不得在校外兼課，可能侵害該教授之下列何項基本權利？ 
服公職權 職業選擇自由 職業執行自由 遷徙自由 

19 關於信仰宗教自由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人民有不信仰任何宗教之自由  
人民得為實現內心之宗教信念而成立、參加之宗教性結社  
國家不得對特定之宗教加以獎勵或禁制，或對人民特定信仰給予優待或不利益  
未辦妥財團法人登記或寺廟登記之神壇無法享有免稅之權利，有違憲法保障信仰宗教自由之意旨 

20 下列有關公務人員行政中立之敘述，何者錯誤？ 
公務人員於彈性調整上班之時間內，得從事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之宣傳活動  
公務人員不得為支持特定之政黨，動用行政資源編印宣傳品  
公務人員登記為公職候選人者，自候選人名單公告之日起至投票日止，應依規定請事假或休假  
公營事業機構人員不得兼任公職候選人競選辦事處之職務 

21 依司法院大法官之解釋，下列何者非屬國家為保障人民集會自由應採行之措施？ 
提供適當集會場所  採取有效保護集會之安全措施  
建立人民在毫無恐懼的情況下行使集會自由之法制 排除相異立場者之反制舉措 

22 有關言論自由之保障，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言論自由係屬表現自由之一種  
受言論自由所保障之言論必須具有學術性  
商業廣告亦屬言論自由所保障之範疇  
言論自由之保障範圍不以對公共事務所發表之言論為限 

23 關於憲法上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主管機關核准都更之程序，應設置適當組織以審議都更之事業概要  
收容外國人於一定處所使其被隔離，須踐行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  
都市更新之程序應確保利害關係人知悉相關資訊及適時陳述意見機會  
對經許可入境之大陸地區人民，無須給予申辯機會即得逕行強制出境 

24 下列何者屬於憲法增修條文規定應積極維護發展之多元文化？ 
原住民族之語言及文化  新住民及新移民之語言及文化  
僑居國外國民之語言及文化 客家族群之語言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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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為鞏固國權，保障民權，奠定社會安寧，增進人民福利，制定本憲法」係規定於： 

憲法前言 總綱 人民之權利義務 增修條文 
26 有關性別工作平等法中哺乳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哺乳之規定仍由國際勞工組織在第 182 號母性保護公約中加以肯認  
哺乳之規定是要彰顯母乳之重要性  
哺乳必須由女性受僱者將未滿一歲之子女帶到工作場所哺乳室親自哺乳  
親自哺乳包括女性受僱者以容器貯存母乳，備供未滿一歲兒女嗣後使用之情形在內 

27 受僱者於育嬰留職停薪期滿後，申請復職時，有下列那種情形，並經主管機關同意者，雇主得拒絕？ 
因公司虧損導致必須大量裁員，但仍須給付資遣費  
受僱者育嬰留職停薪前，雇主即表示不再給予復職  
雇主在該受僱者留職停薪期間，已僱用替代者  
復職前之工作能力評估未能通過者 

28 投保單位故意為不合勞工保險條例規定之人員辦理參加保險手續，領取保險給付者，依勞工保險條例之

規定，如何處理？ 
保險事故已經發生，保險人不得追還，但應對投保單位加以裁罰  
保險事故已經發生，保險人不得追還，但應取消該被保險人之資格  
保險人應依法追還，並取消該被保險人之資格  
保險人應依法追還，並限定投保單位於一定期間內不予投保 

29 依勞動基準法之規定，雇主不按期給付工資者，主管機關得為下列何項行為？ 
逕處新臺幣 2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  
限期令其給付  
逕公布其事業單位或事業主之名稱、負責人姓名，並限期令其改善  
逕按次處罰 

30 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55 條之規定，於臺灣地區外，因緊急分娩，須在當地醫事服務機構立即就醫者，得

向保險人申請核退自墊醫療費用，又其申請核退自墊醫療費用之期限，下列何者正確？ 
門診、急診治療當日或出院之日起 6 個月內 門診、急診治療當日或出院之日起 3 個月內  
門診、急診治療當日或出院之日起 2 個月內 門診、急診治療當日或出院之日起 1 個月內 

31 下列有關著作人格權之敘述，何者錯誤？ 
著作人格權僅得由著作創作人享有  
著作人格權為永久保護  
公開發表權僅保護尚未公開發表之著作  
著作人死亡後，除其遺囑另有指定外，其有配偶者，著作人格權受侵害時，由該配偶請求救濟 

32 下列有關股份有限公司經理人之敘述，何者正確？ 
經理人之報酬，應由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經理人未經董事會之同意，不得兼任其他營利事業之經理人，但得自營或為他人經營同類之業務  
經理人之委任，除章程有較高之規定者外，應由董事會以董事過半數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 
經理人之權限範圍，須經股東會決議定之 

33 甲、乙相約殺害 X，甲負責下手殺 X，乙負責在現場把風。甲順利將 X 殺害而成立殺人既遂，共同正犯

之乙應如何論罪？ 
成立殺人既遂  成立殺人未遂  
成立殺人既遂，但依未遂犯處罰 把風並非殺人行為，不成立殺人罪 

34 關於數罪併罰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宣告多數沒收者，分別執行之 宣告多數無期徒刑者，執行其一  
宣告多數褫奪公權者，僅就其中 長期間執行之 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定其應執行刑，不得逾 30 年 

35 有關犯罪成立要件，下列何者不須於行為時即已存在？ 
構成要件故意 行為客體 行為主體 因果關係 

36 下列何種請求權，無 5 年短期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 
因金錢債務遲延給付而生之遲延利息 終止租約後無權占用他人土地之損害賠償  
贍養費  租車公司因出租轎車所得請求之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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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民法有關婚生子女的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不受婚生推定之子女，其生父與生母結婚者，視為婚生子女  
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受胎所生之子女，視為婚生子女  
子女的受胎期間係以該子女的出生之日起，回溯 121 日起至 202 日止  
受婚生推定的子女，得由其生父向法院提出婚生否認之訴 

38 甲向乙承租一基地蓋房屋，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甲得請求乙協同辦理地上權登記 該基地租賃的租期不得逾 20 年  
甲蓋好房屋後，如要賣屋，乙對房屋有優先承買權 乙如果要賣土地，甲對土地有優先承買權 

39 夫妻間之法律關係，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夫妻互負扶養義務  
夫妻於日常家務互為代理人  
妻冠以夫姓，贅夫冠以妻姓，但當事人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  
夫妻之住所由雙方協議定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得聲請法院裁定之 

40 有關比例原則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比例原則又稱為禁止過度原則  
採取之方法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又稱為衡量性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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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稱為必要性原則  
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方法時，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 少者，又稱為適當性原則 

41 總統、副總統均缺位時，應如何處理？ 
由行政院院長繼任 由立法院院長代行職權 由行政院院長代行職權 由立法院院長繼任 

42 憲法增修條文第 11 條規定：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間人民權利義務關係及其他事務之處理，得以法律為特

別之規定，試問以下何種法律，為此一憲法規定授權制定者？ 
入出國及移民法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國籍法  國家安全法 

43 二個類似事項，法律僅對其一有規定，對另一卻未規定，若認二者應獲得相同之結果時，可採取下列何

項解釋方法，以填補法律規定之缺漏？ 
補正解釋 當然解釋 類推解釋 擴張解釋 

44 關於「準用」，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準用與類推適用同義   
準用時應完全適用所準用之規定  
準用必須為法律所明定   
準用規定與被準用規定所涉及之事項必須具有同一性質 

45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規定，下列何者並非法律所應使用之名稱？ 
準則 通則 法 條例 

46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之規定，法律之制定，應經何程序？ 
立法院通過，行政院公布 立法院通過，法務部公布  
立法院通過，內政部公布 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 

47 高中以上學校，得於一般名額之外，保障原住民學生入學機會，旨在貫徹何項憲法基本國策？ 
重視社會救助、福利服務 扶助身心障礙者就業、自立  
保障、扶助原住民族教育文化 受國民教育之權利與義務 

48 下列有關原則法與例外法之敘述，何者錯誤？ 
對於原則法來說，例外法應優先適用 例外法一般來說從嚴解釋  
例外法未規定之事項，仍適用原則法 法條之但書規定，通常規定在另外一個條文 

49 下列有關法理之敘述，何者錯誤？ 
法理得為民法法源  法理得作為刑法處罰依據  
法之解釋應符合法理  法理成為法源並不以法律有明文規定為必要 

50 下列有關各種法系敘述，何者錯誤？ 
大陸法系包括德國、奧地利 伊斯蘭法系一般指回教國家  
英美法系包括美國、英國 東亞法系包括中國、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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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apital punishment is a       in modern societies. Many people today insist that no one has the right to take 
another person’s life, not even the criminal’s. 
dispute distribution distinction disclosure 

2 Wearable technology devices       over 30% of the company’s total sales three years in a row. 
account for amount to accumulate for add up 

3 We often feel       from doing anything when we are not at our best health-wise and emotion-wise. 
deprived defective disapproved discouraged 

4 Nobody expects corruption to be       in China. It is built into the system, a system without checks and 
balances. 
detained eradicated  mobilized quenched 

5 Rescue workers searched for survivors in the epicenter of       that struck China’s Yunnan province. 
a grocery an obstacle a native an earthquake 

6 She works in a social       dedicated to radically increasing the scale of energy acces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stallment enterprise message feast 

7 He was knocked down by a car and badly      . 
injured intended intensified inaugurated 

8 Although they have been tamed, circus tigers can       attack their trainer. 
unexpectedly gracefully elegantly nicely 

9 FoodCloud is a nonprofit food-sharing service that connects businesses, such as supermarkets or bakeries, with 
charities seeking food      . 
career donation problem reduction 

10 It is often hard to       the truth of a legend, but we seem to always enjoy learning the stunning part of it. 
run out of testify scrap carry out 

11 Renting a car in Morocco isn’t cheap, but it is possible to strike very good       with some of the smaller 
dealers. 
allies bargains commodities diversities 

12 The newest model of the video game will be       for purchase next month. 
reluctant available obscure peculiar 

13 There is no shortage of challenging destinations for drivers in China, but Tibet is widely regarded as the       
one. 
equivalent fragile  synthetic ultimate 

14 Though women       men in the workforce, the gender gap at the top is still wide. 
encounter harass outnumber relish 

15 Jeremy Lin’s success has       me to go after my dream, which is to become a Broadway singer. 
expanded inspired offended approac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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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Bryan could not       on his studies because of the noise outside. 
condense confuse contract concentrate 

17 Anyone who is       with the Aids virus has to notify the sanitary authorities. 
infected initiated injured included 

18 Several witnesses were asked to       the suspect who had robbed the lady. 
enrich defoliate identify lease 

19 Jack’s telephone bill is due today. He needs to pay it by midnight tonight;      , the telephone company will 
disconnect him. 
after all furthermore in consequence otherwise 

20 Mr. Wang is very upset because the woman he fell in love with has       him. 
leave favored leaving praised admired left 

21 The growing burden of housing loans has made it difficult for young people to       their own homes. 
transfer compromise purchase manifest 

22 A horrible car crash happened this morning at the busy       of Highways 1 and 6. 
compartment intersection foundation summit 

23 The story of Snow White is      , so I don’t need to repeat it. 
wide  well-known angry efficient 

24 Across the world traditions differ, but many practices are similar      . 
to no avail on earth in no time in essence 

25 My brother’s letter was full of      , so it was hard to read. 
merits mistakes games senses 

26 The       on your head and shoulder seems to be the snowflake decoration is Christmas season. 
brochure dandruff concierge graffiti 

27 The receptionist at the front desk looked busy; after he stopped to give us directions to the waiting area, 
he       doing what he was previously busy with right away. 
maintained preserved resumed withdrew 

請依下文回答第 28 題至第 31 題： 
Michelangelo’s David, the five-hundred-year-old marble statue, is regarded as an example of a perfect male body. 
However, he is found to have a flaw－having crossed eyes. The   28   was made during an exercise to produce a 
digital version of all Michelangelo’s sculptures and buildings by scanning them with a laser. The result shows the gaze 
directions of his eyes diverge. This is shown clearly in the full frontal image of David’s face, which cannot normally 
be seen because the sculpture is 16ft tall, stands on an elevated base, and is viewed from   29   at an angle at 
which the face is obscured by the left hand. 
It is believed that Michelangelo did this   30  , because it provided good profiles of David when seen from all 
sides.   31  , Michelangelo sculpted with not only human anatomy and common imperfections in mind, but also with 
the viewing angle of the people on the ground. It wasn’t until science and photography enabled us to look at David in 
various angles and heights was it discovered that David’s eyes weren’t “perfect.” For non-technological viewing, 
David’s squinted eyes contribute to his stature and posture from all sides. 
28 mistake change discovery legend 
29 behind above below across 
30 on purpose at random in vain by chance 
31 On the contrary By no means As a result In other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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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下文回答第 32 題至第 35 題： 
The lives of both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health care workers, as well as the live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in West Africa 
and possibly beyond, are at stake in the world’s largest Ebola epidemic to date. Organizations such as Samaritan’s 
Purse and Doctors without Borders have taken the lead in   32   the disease, which has seen major outbreaks in 
Guinea, Liberia and Sierra Leone. They are underfunded and overstretched as the epidemic   33  . The international 
response to the epidemic has   34   been insufficiently urgen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needs to act fast 
to   35   the worst Ebola outbreak in history. 
32 confirming interrupting informing combatting 
33 improves worsens struggles withdraws 
34 so late so far so little so much 
35 contain detain maintain entertain 

請依下文回答第 36 題至第 38 題： 
David knew that doctors were good men, and the adults had always told him that doctors were there to help people 
when they were ill. So he   36   quietly while the doctor touched him and   37   the dirt away with something from 
a bottle. It hurt all the time, and then the doctor put something else on his burns, and that hurt, too. But the doctor 
explained that   38   he did not do it, the burns would be more painful the next day. 
36 submitted escaped admitted departed 
37 folded amazed chased wiped 
38 if though since as 

請依下文回答第 39 題至第 43 題： 
In recent years, the sudden disappearance of bees has concerned scientists. When many bees are absent from the earth, 
this will have a great impact on people’s life because many kinds of food such as fruits, vegetables, meats, milk, and 
eggs will be gone with bees. As a result, many scientists have already found out the reasons why many bees are 
vanishing from the earth. Some of these causes include climate change and serious food shortages for bees. But a major 
risk is the use of pesticides that can make bees become puzzled, bring less pollen home, and even unable to find their 
way home. In some of the worst cases, pesticides can harm bees’ immune systems and make them endangered by the 
threats of parasites. In order to save the bees and protect our environment, some people have already gone organic by 
not using pesticides when planting flowers, vegetables, and fruits. And to our great delight, scientists have also 
discovered the way to kill those parasites that are deadly to bees. Despite these great efforts made to save the bees, it is 
still the increasing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at can eventually protect our bees from disappearing. 
39 What is the main idea of this passage? 

the disappearance of food supply the importanc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misuse of pesticides  the threats of parasites 

40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y is the absence of bees on earth so vital to humans? 
Because it tells us about the reason of climate change. 
Because it makes humans realize the usage of pesticides to bees. 
Because it takes away many sources of food from humans. 
Because it lets people know the importance of science. 

41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at is the major cause for the disappearance of many bees? 
parasites global warming lack of food supply pesticides 

42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at can people do to reduce the use of pesticides? 
By growing less food  By killing more parasites 
By going organic  By making a new kind of chemicals 

43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at is the scientific progress made to save the bees? 
Finding the ways to get rid of parasites Discovering the sources of food supply 
Inventing new kinds of farming Reducing the risks of climat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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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下文回答第 44 題至第 47 題： 
I was convinced that the only thing I wanted to do, ever, was to write novels. However, my parents, both of whom 
came from impoverished backgrounds and neither of whom had been to college, took the view that my overactive 
imagination was an amusing personal quirk that would never pay a mortgage, or secure a pension. I know that the irony 
strikes with the force of a cartoon anvil, now. They hoped that I would take a vocational degree, but I wanted to study 
English literature. A compromise was reached that in retrospect satisfied nobody, and I went up to study Modern 
Languages. Hardly had my parents’ car rounded the corner at the end of the road than I ditched German and scuttled 
off down the Classics corridor. I cannot remember telling my parents that I was studying Classics; they might well have 
found out for the first time on graduation day. Of all the subjects on this planet, I think they would have been hard put 
to name one less useful than Greek mythology when it came to securing the keys to an executive bathroom. 
44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true? 

The author and her parents had different views on what to study in college. 
The author eventually took a vocational degree. 
The author’s parents loved Greek mythology though they did not like their daughter to study literature. 
The author’s parents encouraged their daughter to develop creativity and imagination. 

45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at was the author’s major in college? 
German Classics Modern languages Chinese literature 

46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he least important in the minds of the author’s parents? 
the position of a business executive a pension plan 
the ability to own a property knowledge of ancient Greek culture 

47 What of the following is closest in meaning to the word “compromise”? 
expectation compassion concession exploration 

請依下文回答第 48 題至第 50 題： 
In 1970, a wild child was found in California: a girl of 13 who had been isolated in a small room and had not been 
spoken to by her parents since infancy. “Genie,” as she was later dubbed to protect her privacy by the psycholinguists 
who tested her, could not stand erect. At the time, she was unable to speak: she could only whimper. The case came to 
light when Genie’s 50-year-old mother ran away from her 70-year-old husband after a violent quarrel and took the 
child along. The mother was partially blind and applied for public assistance. Genie was sent to the Los Angeles 
Children’s Hospital for tests. 
The discovery of Genie aroused intense curiosity among psychologists, linguists, neurologists, and others who study 
brain development. They were eager to know what Genie’s mental level was at the time she was found and whether she 
would be capable of developing her faculties. “It’s a terribly important case,” says Harlan Lane, a psycholinguist at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who wrote The Wild Boy of Aveyron. “Since our morality doesn’t allow us to conduct 
deprivation experiments with human beings, these unfortunate people are all we have to go on.” 
48 What is the purpose of this passage? 

To correct the misconception about unfortunate people.  
To report a specific case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To explore the causes of mental illness. 
To help people who cannot speak. 

49 Why are many scientists curious about Genie’s case? 
Because they can study her brain development. Because they can earn a lot of money. 
Because they have sympathy for her. Because they want Genie to be a scientist. 

50 Which of the following fields might not be interested in studying Genie’s case? 
neurology mythology psychology linguistics 



類科名稱：

105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105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
105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

科目名稱：英文

測驗題標準答案更正

考試名稱：

行政警察人員、消防警察人員、水上警察人員輪機組、水上警察人員航海組

單選題數：50題 單選每題配分：2.00分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第1題

A

第2題 第3題 第4題 第5題 第6題 第7題 第8題 第9題 第10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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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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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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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3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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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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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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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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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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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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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D B D B A A B B

B D C B D A C D D

C B B D B # C C C A

D D B A A D A B C

D C A A B D C B A B

B

B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備　　註： 第26題一律給分。

標準答案：答案標註#者，表該題有更正答案，其更正內容詳見備註。



105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
考試及105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試題 

考 試 別：一般警察人員考試、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四等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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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號：40240 
60240 

頁次：4－1 

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一、依災害防救法第 3 條之內容，請詳列災害之類別與對應之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

關為何？並說明其主管災害防救業務之權責為何？（25 分） 

二、依消防法施行細則第 15 條之規定，消防防護計畫內容包含事項除「消防安全設備

之維護管理」、「用火、用電之監督管理」及「防止縱火措施」外，尚包含那些事

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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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消人員，因依消防法接受訓練、演習、服勤致患病、傷殘或死亡者，依其本職身分有關規定請領各項

給付。無法依前述規定請領各項給付者，依消防法第 30 條規定辦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因傷致輕度殘障者，給與一次殘障給付 18 個基數 
死亡者：給與一次撫卹金 90 個基數 
受傷致殘，於 1 年內傷發死亡者，依死亡者規定補足一次撫卹金基數。基數之計算以公務人員委任第

四職等年功俸 高級月支俸額為準 
因傷致重度殘障者，給與一次殘障給付 38 個基數 

2 下列那個場所應依消防法相關規定實施防火管理制度？ 
總樓地板面積 200 平方公尺之咖啡廳 總樓地板面積 200 平方公尺之餐廳 
收容人數 50 人之視障按摩場所 總樓地板面積 200 平方公尺且員工 50 人之工廠 

3 依災害防救法相關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設直轄市、縣（市）災害防救會報之任務與組織，下列

敘述何者錯誤？ 
直轄市、縣（市）災害防救會報置召集人 1 人、副召集人 1 人或 2 人，分別由直轄市、縣（市）政府

正、副首長兼任 
核定災害防救基本計畫 
核定各該直轄市、縣（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直轄市、縣（市）災害防救辦公室執行直轄市、縣（市）災害防救會報事務；其組織由直轄市、縣（市）

政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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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依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相關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每 2 年應檢討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公共事業每 2 年應檢討災害防救基本計畫 

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每 2 年應檢討災害防救基本計畫 

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公所每年應檢討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5 爆竹煙火製造場所及達中央主管機關所定管制量 30 倍之儲存、販賣場所之負責人，應選任爆竹煙火監督

人，責其訂定安全防護計畫，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有關爆竹煙火監督人及所定安全防

護計畫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爆竹煙火監督人，應經中央主管機關或其認可之專業機構施予訓練，並領有合格證書，始得充任，訓

練之時間，不得少於 16 小時 

滅火、通報及避難演練之實施；每年至少應舉辦一次，每次不得少於 4 小時，並應事先通知所轄消防

主管機關 

爆竹煙火監督人任職期間，每 2 年至少應接受複訓一次，時間不得少於 8 小時 

爆竹煙火監督人應為長時間在場所的員工，不一定是幹部，只需能隨時在場所管理 

6 有關可燃性高壓氣體儲存場所之構造、設備及安全管理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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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面 2.5 公尺以上 

周圍 3 公尺範圍內，應嚴禁煙火，且不得存放任何可燃性物質。但儲存場所牆壁以厚度 8 公分以上鋼

筋混凝土造或具有同等以上強度構築防護牆者，不在此限 

通路面積至少應占儲存場所面積之百分之二十以上 

設置警戒標示、防爆型緊急照明設備、氣體漏氣自動警報設備、防止氣體滯留之有效通風裝置 

7 依緊急醫療救護法第 12 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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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何者不是該中心要處理之緊急救護事項？ 

聯絡救護運輸工具之設置機關（構）執行緊急救護業務 

建立緊急醫療救護資訊 

提供緊急傷病患送達醫療機構前之緊急傷病諮詢 

緊急傷病患救護作業程序之諮詢 

8 依緊急醫療救護法第 27 條規定，救護技術員應依緊急傷病患救護作業程序施行救護。請問前述緊急傷病

患救護作業程序由下列何者定之？ 

直轄市、縣（市）衛生主管機關 直轄市、縣（市）消防主管機關 

內政部消防署  衛生福利部 

9 依緊急救護辦法第 3 條規定，緊急救護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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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何者非緊急傷病患？ 

孕婦待產者  車禍急待救護者 

醫院轉診病患（非離島、偏遠地區） 路倒傷病無法行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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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依緊急救護辦法第 16 條規定，下列何者非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為實施救護業務，對所轄之區域，

應進行調查之事項？ 

醫療機構等之位置 

有急救事故發生之虞之對象物，其位置及構造 

地勢及交通狀況 

患有精神疾病且有危險顧慮者 

11 依消防法相關規定，液化石油氣零售業者應備置容器儲存場所管理、容器管理、用戶、液化石油氣分裝

場業者灌裝證明、安全技術人員管理、用戶安全檢查及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之證明文件等資料，並定期

向轄區消防機關申報。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於每年 5 月及 11 月向轄區消防機關各申報一次 

安全技術人員每 2 年應接受複訓一次，每次複訓時數不得少於 8 小時 

用戶安全檢查資料包括用戶地址、檢測項目及檢測結果 

零售業者應備置資料至少保存 2 年 

12 依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舉辦防火教育及宣導，下列何者並非消防法規定協助推行之單位？ 

機關 地下電台 團體 學校 

13 參加義勇消防編組之人員接受訓練、演習、服勤時，直轄市、縣（市）政府得依實際需要供給膳宿、交

通工具或改發代金。參加服勤期間，依照消防法規定得比照何種役別應召集服勤另發給津貼？ 

替代役 士官役 國民兵 士兵役 

14 引火燃燒有延燒之虞或於森林區域、森林保護區內引火者，引火人應於 P 日前向當地消防機關申請許可

後，於引火前在引火地點四週設置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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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問 P 與 Q 分別為何？ 

P ＝3，Q＝5 P ＝3，Q＝6 P ＝5，Q＝6 P ＝5，Q＝3 

15 行政院設中央災害防救會報，下列何者非其任務？ 

決定災害防救之基本方針  核定各該直轄市、縣（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核定全國緊急災害之應變措施 核定重要災害防救政策與措施 

16 災害防救法所稱公共事業，其項目下列何者錯誤？ 

大眾傳播事業 資訊服務業 自來水事業 公用氣體燃料事業 

17 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為調查、鑑定火災原因，得派員進入有關場所勘查及採取、保存相關證物

並向有關人員查詢。火災現場在未調查鑑定前，應保持完整，必要時得予封鎖，若破壞火災現場者，則

應處新臺幣多少罰鍰？ 

3 千元以上 1 萬 5 千元以下 2 萬元以上 10 萬元以下 

1 萬元以上 5 萬元以下  6 千元以上 3 萬元以下 

18 依據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規定，有關可燃性高壓氣體，下列何者非

在常用溫度下或溫度在攝氏 35 度時，表壓力達每平方公分 10 公斤以上之壓縮氣體？  

氫氣 乙炔氣 乙烯 甲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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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有關六類公共危險物品製造場所或一般處理場所之構造、設備及安全管理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設有擋牆防護或具有同等以上防護性能的六類物品製造場所，其外牆或相當於該外牆之設施外側，與

廠區外鄰近加油站之安全距離，應在 20 公尺以上 

六類物品製造場所或一般處理場所四周保留空地寬度應在 5 公尺以上；儲存量達管制量 10 倍以上者，

四周保留空地寬度應在 10 公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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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公尺以上高處之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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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置具有同等以上效能之防止流出措施 

20 救護車之設置，應向所在地直轄市、縣（市）衛生主管機關申請許可登記，並向所在地公路監理機關申

請特屬救護車車輛牌照。依緊急醫療救護法規定，下列何者非救護車設置機關（構）？ 

安養機構 醫療機構 護理機構 救護車營業機構 

21 下列何者非緊急醫療救護法所稱之緊急醫療救護？ 

緊急傷病、大量傷病患或野外地區傷病之現場緊急救護及醫療處理 

送醫途中之緊急救護 

重大傷病患或離島、偏遠地區難以診治之傷病患之轉診 

養護機構之醫療 

22 緊急醫療救護法施行細則規定，經依傳染病防治法規定報告該管主管機關並經其證實後，應於幾小時內

將結果及應採行之必要措施，通知運送救護車所屬之機關（構）？ 

12  24  6  18  

23 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依據緊急救護辦法之規定，實施救護車輛及裝載物品之消毒或去污處理，

下列何者錯誤？ 

使用後之消毒：每次使用後 

實施定期消毒時，應將其情形記入消毒實施表 

去污處理：每次運送受化學、輻射物質污染之傷病患後 

定期消毒：每週一次 

24 人民因執行災害應變之處分、強制措施或命令，致其財產遭受損失時，得請求補償。損失補償應自知有

損失時起，P 年內請求之。但自損失發生後，經過 Q 年者，不得為之。試問 P 與 Q 分別為何？ 

P ＝1、Q＝4 P ＝2、Q＝4 P ＝1、Q＝5 P ＝2、Q＝5 

25 未達中央主管機關所定管制量 30 倍之爆竹煙火儲存、販賣場所或專業爆竹煙火施放場所，其負責人違反

爆竹煙火管理條例第 22 條規定，未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保險期間屆滿未予續保、投保後無故退保，

或投保金額未達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數額，處新臺幣多少罰鍰？ 

3 千元以上 1 萬 5 千元以下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  6 千元以上 3 萬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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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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道圍牆，作為自我防衛的設施，避免心靈受到外來的傷害；

然而，它也可能阻止我們接受新資訊及他人善良的建議，也可能成為我們往外

發展的障礙，而不利於成長。試以「拆卸自己心中的圍牆」為題，作文一篇，

闡述己見。 

二、公文：（20 分） 
科技部為提升大學研究能量，鼓勵產學合作，特訂定「106 年大學校院產學合作

獎勵辦法」，歡迎各大學提出申請。申請日期自 105 年 9 月 1 日起至 10 月 31 日

止，審查結果將於 106 年 1 月 15 日公布。相關資料及申請表件已公布於該部網

站，申請者可逕行查閱及下載。試擬科技部針對此案致各大學校院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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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
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根據上文，優旃真正想建議的是下列那一項？ 
不要擴大興建園林  園林要開放給大家遊賞打獵 
君王的園林之中要多養一些珍禽異獸 訓練麋鹿作戰，可以防備東方的賊寇 

「予觀弈於友人所。一客數敗。嗤其失算，輒欲易置之，以為不逮己也。頃之，客請與予對局，
予頗易之。甫下數子，客已得先手。局將半，予思益苦，而客之智尚有餘。竟局數之，客勝予
十三子。予赧甚，不能出一言。後有招予觀弈者，終日默坐而已。今之學者讀古人書，多訾古
人之失；與今人居，亦樂稱人失。人固不能無失，然試易地以處，平心而度之，吾果無一失乎？
吾能知人之失，而不能見吾之失；吾能指人之小失，而不能見吾之大失。吾求吾失且不暇，何
暇論人哉！」 
「客請與予對局，予頗易之」中的「易」，與下列選項文句中之「易」字，何者意義相同？ 
時移世「易」，許多成規舊俗的必要性受到質疑 
器小「易」盈者，有了點小成就，就趾高氣揚 
他自恃才高又不謙虛待人，常鄙「易」其他同仁 
那位企業家平「易」近人的特質，頗受眾人推崇 

承上題，本文之主旨為何？ 
觀棋局時不必靜默肅穆，可以任意指點 
善讀書者，應古今兼重，不宜賤古貴今 
人往往容易看到他人缺失，而不識自己之短處 
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應適時提點以助棋局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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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幾年內，照相先是變得那麼容易，接著還變得既不費力也不耗錢，用手機附帶的相機
功能，愛拍什麼拍什麼，愛怎麼拍就怎麼拍，拍完了高興存著就存著，不高興就刪掉，每個人
都留下了巨量的相片，每一分鐘生活都可以被拍下來錄下來，看起來很方便很進步，但卻也因
此照相就失去了過往幫我們揀別故事的功能，那麼多後面沒有故事支撐的相片，將來誰還會看，
還能從中看到什麼呢？」根據上文，作者認為照相變得容易後所遺失的價值是： 
客觀事實的紀錄 逝去景象的儲存 真實心情的展現 記錄故事的作用 
下列選項之詩句，何者並非表現「今昔盛衰之感」？ 
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 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 
江上小堂巢翡翠，苑邊高冢臥麒麟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根據上文，
孔子之所以讚美顏回為「賢」，乃因其人具有何種特質？ 
先憂後樂 獨善其身 安分守己 安貧樂道 
對聯的上半聯是：「門前莫約頻來客」，則其下半聯以何者最為恰當？ 
花香鳥語是詩情 最難風雨故人來 座上同觀未見書 書有未曾經我讀 
項羽與劉邦的鴻門宴中，太史公記錄了最後劉邦脫逃前與屬下的對話：「沛公曰：『今者出，
未辭也，為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
何辭為。』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根據上文，下列那一項敘述正確？ 
劉邦本來打算不告而別 張良命令樊噲留下來斷後 
樊噲認為情勢緊急無須拘泥小節 劉邦以為安定天下最重要在於禮制的施行 

親愛的兄弟姊妹： 
記住一件事，馬拉拉日不是我的日子。 
今天是每一個女人、每一個男孩，以及每一個女孩揚起他們的聲音，為自己的權益發聲的日子。
數以千計的人們被恐怖分子奪走了性命，好幾百萬人因而受傷。我只是其中一位而已。 
因此我站在這裡……，茫茫人海中的一名女孩。 
我不只為了自己，更為了所有的女孩與男孩發聲。 
我揚起自己的聲音，不是因為我想叫喊，而是因為我想讓那些無法言語者的聲音能夠被聽見。 
對於那些曾為了自己的權益起身奮戰的人： 
他們有權要求一個和平的環境。 
他們應當被待以尊嚴。 
他們應當擁有均等的機會。 
他們有權接受教育。 
在二０一二年的十月九日，塔利班的子彈射進我前額的左側。他們也射傷了我的朋友。他們以
為子彈能夠讓我們噤聲。但他們失敗了。而現在，從那沉默之中升起了千百個聲音。恐怖分子
以為他們能夠改變我們的目標，並阻止我們的渴望，但我的生命依然如昔，除了一件事情以外：
弱點、恐懼，與絕望隨之逝去。力量、動力和勇氣隨之誕生。我還是同一個馬拉拉。我的渴望
仍然沒變。我的期望仍然沒變。我的夢想仍然沒變。 
一個孩子，一個老師，一支筆，以及一本書，就足以改變這個世界。 
依據上文，下列選項何者不是這篇文章所要表達的？ 
所有人都有權接受教育  
一個孩子就足以改變這個世界  
馬拉拉揚起她的聲音，因為她喜歡叫喊  
傷害馬拉拉並不能使想讓女人接受教育的人放棄目標 
承上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馬拉拉受傷後，感到恐懼和絕望 
馬拉拉不只為了自己，更為了所有的女孩與男孩發聲 
「馬拉拉日不是我的日子」意思是這一天才是馬拉拉的生日 
文中「無法言語者」的聲音，是指和馬拉拉一樣有弱點、恐懼和絕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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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3402 
頁次：4－1 

1 帶有+q 電荷的質點位於 x=0.00 單位長度處，另帶有+2q 電荷的質點位於 x=5.00 單位長度處。對測試電

荷+Q，在沿著 x-軸上何處所受之總靜電力為 0？ 
x=3.10 單位長度 x=2.50 單位長度  x=2.07 單位長度 x=1.93 單位長度 

2 二帶有相同電量 6.0 μC，但不同電性的電荷，置於邊長為 2.0 m 的正三角形底邊的兩端點（如下圖），則

在頂點 P 處之電位為多少？（靜電常數 k=1/4πεo=9.0×109 N-m2/C2） 
  

 
 
 
 

 
2 7 kV 5 4 kV 10 8 V 0 V 

3 三個完全相同的燈泡，按下圖方式與電池連接，當開關 S 接上啟動後，有關 1 號燈泡亮度的敘述，下列

何者正確？ 
 

 
 
 
 
亮度不變  亮度增加 
亮度減少  亮度瞬間減少，然後回復至原來亮度 

4 一熱機自高溫熱庫吸收了 1300 J，然後釋放 700 J 的熱至低溫熱庫，此熱機的效率為多少？ 
46%  54%  86%  27%  

5 一電路裝置如下圖所示，I1 與 I2 電流分別為 0.13 A 與 2.22 A。則 a 點與 b 點之間的電位差 Va-Vb 為多少？ 
 

 
 
 
 
 

5. 0 V  -3.0 V   2. 4 V   -1.7 V   
6 在 60 Hz 的交流電源下，20-mH 電感產生的電抗為多少？ 

7. 5 Ω 1. 2 Ω 1. 2 mΩ 7. 5 mΩ 
7 一電阻與一電感器串聯在一起，並試著與一理想電池連接，當在連接至電池瞬間，電感器兩端的電壓： 
等於電池的端電壓  大於電池的端電壓 
小於電池的端電壓，但不為零 零 

1

2

3

S

a 10 Ω 

3 Ω

5 V

4 Ω 

2 V

I3 I2 I1 

b + 
－ 

－ 
+ 

－ 
+ 

2.0 m 

-6.0 μC2.0 m +6.0 μC

2.0 m 

P 

3 V



代號：3402
頁次：4－2 

8 如下圖之電路裝置，最初電容器不帶電荷，當 t=0 時開關 S 接上啟動電路。若 τ 表時間常數，當 t=τ/10
時，經過 3 Ω 電阻的電流約為多少？ 

 
 
 
 
 
 

1. 5 A 1. 0 A 0.7 5 A 0.38A  
9 三個電容器 C1=4 μF, C2=3 μF 及 C3=2 μF 與電池 V=12 V 以下圖方式連接，則在平衡時 C2 上電量為多少？  

 
 
 
 
 
 

1 6 μC   3 2 μC 4 μC 8 μC 
10 下圖顯示一線圈連接到敏感的安培電流計。如果在遠離線圈的方向移動磁鐵（磁鐵 N 極依然朝向線圈），

感應電流的方向會是： 
 
 
 
 
 
 
 
順時針  逆時針 
沒有電流，因為沒有電池或其他電動勢的來源 電流消失 

11 一線圈的電感和電阻分別為 53 毫亨（mHenry）和 0.35 Ω。在線圈施加 12 Volt 的電動勢，則在電流達到

平衡後，線圈儲存的磁能為何？ 
 31 Joule  310 Joule   155 Joule  1550 Joule 

12 1 克 0℃的冰受熱，成為 100℃的水蒸氣，共需吸收多少熱量？ 
8 0 cal  10 0 cal 18 0 cal 72 0 cal 

13 三個不同容器，裝有不等量的水，至相同高度，如下圖所示。則容器底部所受之水壓，自大到小的順序，

下列所述，何者正確？ 
 

 
 
 
 
1>2>3 3>2>1 2>3>1 1=2=3  

14 一理想卡諾熱機在 77℃與 327℃之間運轉，在每次循環過程中，熱機可對外作功 10 kJ。問在每次循環中，

熱機須自高溫 327℃之熱庫吸收多少熱量？ 
3 4 kJ 2 7 kJ 2 4 kJ 2 1 kJ 

15 熱在一金屬片的傳導速率，與下列金屬片的何者因素無關？ 
兩端的溫度 比熱 截面積 熱導係數 

6 Ω 

3 Ω 10 V 

S 6 μF 

C2 C3

V 
+ 

－ 

C1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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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將一高溫物體與一低溫物體接觸，並與外界熱絕緣，直至熱平衡後，達到最後溫度。若 ΔSh, ΔSc 與 ΔStotal

分別代表高溫物體、低溫物體與全部系統的熵之變化量，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ΔSh>0, ΔSc>0, ΔStotal>0  ΔSh<0, ΔSc>0, ΔStotal<0 

ΔSh<0, ΔSc>0, ΔStotal>0  ΔSh>0, ΔSc<0, ΔStotal<0   

17 水平置放的一水管含有粗細兩部分，其截面直徑分別為 4.0 與 2.0 cm。若管中充滿可視為理想流體的水，

且在細管部分的水流速率為 8.0 m/s，則在粗管部分的水流速率為多少 m/s? 

2  4  8  16  

18 水可流過如下圖所示水平置放的水管，在截面積為 25.0 cm2 之 A 部分處的水流速度為 2.0 m/s，B 部分處

的截面積為 16.0 cm2。在上端的氣壓計為水銀柱，水銀密度為 13,600 kg/m3，則氣壓計的高度 h 為多少 cm？ 
 
 
 
 

1.3  2.2  2.8  3.4  

19 下圖中顯示理想氣體 P-V 圖，氣體初始狀態 i 溫度為 T1。最終狀態 a 和 b 具有較高的溫度 T2，比較沿 a, b

二路徑該氣體的熵變化，下列何者正確？ 
 
 
 
 
 

a>b a=b a<b 條件不足無法確定 

20 在空間中某位置處的電位為 20 V，一帶有+4.0 μC 的點電荷自該位置靜止釋放，到無限遠處的過程中，靜

電力對此電荷所作的功為多少？ 

-80 μJ 8 0 μJ -20 μJ 2 0 μJ 

21 關於下列離子化合物之命名，何者錯誤？ 

CuSO 3 稱為硫酸銅  KCN 稱為氰化鉀 

ZnI 2 稱為碘化鋅  NaH 2PO4 稱為磷酸二氫鈉 

22 下列八種常見的物質變化現象：水的沸騰、糖溶於水、樹葉腐化、光合作用、鐵器生鏽、酒精揮發、蠟

燭燃燒、水果發酵；其中屬於化學變化的有幾種？ 

3 種 4 種 5 種 6 種 

23 關於氧元素的三種同位素（16O、17O、18O），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三種同位素原子核外之電子數目相同 三種同位素原子核內之中子數目不同 

三種同位素之原子序不同 三種同位素之質量不同 

24 緩衝溶液可抑制溶液的酸鹼值（pH）的變化，在化學及生物系統中相當重要，下列何者不是緩衝溶液系

統？ 

KH2PO4/H3PO4  NH3/NH4Cl 

CH 3COONa/CH3COOH  NaClO 4/HClO4  

BA

h

a

b
i 

T1

T2

T2

Volume 

Pr
es

su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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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下列七種化合物：NaOH、C6H12O6、CH3COOH、NH3、HF、C2H5OH、HCl；屬於強電解質者有 a 種，屬

於弱電解質者有 b 種，屬於非電解質者有 c 種，則 a、b、c 之值為何？  
a=3, b=2, c=2 a=2, b=3, c=2 a=3, b=3, c=1 a=2, b=2, c=3 

26 二乙醚（或稱乙醚）在過去常用來當麻醉劑，在醫學上應用甚廣。但由於其易燃性，故使用時須小心。

下列何者為二乙醚的化學式？ 
CH 3OCH3 CH 3COCH3 CH 3OCH2CH3 CH 3CH2OCH2CH3 

27 丁烷是一種無色且易燃的氣體。關於丁烷的兩種結構異構物：正丁烷和異丁烷，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兩者分子量不同 兩者結構式不同 兩者沸點不同 兩者對水的溶解度不同 

28 考慮以下化學反應：2SO2(g)+O2(g)⇌2SO3(g)+熱量，下列何項因素可使平衡向右移動？ 
提高平衡系統的壓力 升高平衡系統的溫度 添加催化劑 降低平衡系統 O2 濃度 

29 乙 炔 （ C2H2 ） 為 焊 接 常 用 之 氣 體 ， 其 燃 燒 的 熱 化 學 方 程 式 為 ： 2C2H2(g)+5O2(g) → 4CO2(g)+2H2O(l), 
ΔH=-2600 kJ。若燃燒乙炔釋出 650 kJ 的熱能，則會產生 CO2 多少克？ 

2 2  4 4  6 6  8 8  
30 下列方程式中畫底線之物質，何者是作為氧化劑？ 

Al+HCl→ AlCl3+H2  CH4+O2→ CO2+H2O 
HNO3+H2S→ NO+S+H2O K 2Cr2O7+SnCl2+HCl→ CrCl3+SnCl4+KCl+H2O 

31 鉻原子（Cr，原子序為 24）的基態電子組態為： 
[Ar]4s 23d4 [Ar]4s 13d5 [Kr]4s 13d5 [Kr]5s 24d4 

32 將下列鹽類溶於水中，其中有幾種水溶液會呈現酸性？ 
NH4Cl, CH3COONa, FeCl3, NaNO3, NaHCO3 

1 種 2 種 3 種 4 種 
33 根據下列半反應的標準還原電位，判斷何者是最強的還原劑？ 

Cu2++2e-→Cu  Eo=+0.34 V; Zn2++2e-→Zn Eo=-0.76 V  
Cu2+ Cu Zn2+ Zn 

34 25.0 mL 未知濃度的稀硫酸以氫氧化鈉溶液滴定，至滴定終點需用去 26.38 mL 的 0.320 M 氫氧化鈉標準

溶液，則此稀硫酸的濃度為： 
0.33 8 M 0.67 5 M 0.30 3 M 0.16 9 M 

35 關於元素碳的敘述，何者錯誤？ 
碳有四個價電子，故可形成四個鍵 金剛石不導電、有高硬度、高折射率 
碳是非金屬，其所有形態都是不導電的 所有的有機化合物均含有碳 

36 關於反應速率及碰撞理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增加反應物濃度，碰撞次數增加，故反應速率增加 
溫度升高，會降低活化能，超越活化能的碰撞數增加，故反應速率增加 
加入催化劑會改變動能分布曲線，使超越活化能的碰撞數增加 
在非均相反應中，接觸面積與反應速率關係不大 

37 正丙醇、丙醛、丙酮、丁烷四種化合物，何者有最高的沸點？ 
丙醇 丙醛 丙酮 丁烷 

38 下列不飽和有機化合物，何者不能進行溴（Br2）的加成反應？ 
丁烯 乙炔 1 , 3-環己二烯 甲苯 

39 對於已經達到平衡的反應 N2(g)+3H2(g)⇌2NH3(g)+92 kJ，下列何種變因會使平衡移向右邊？ 
升溫 定容下加入 He 氣 增加壓力 加入 NH3(g) 

40 辛烷 C8H18 在氧氣中燃燒，會產生二氧化碳和水，其未平衡的反應式為：C8H18(l)+O2(g)⇌CO2(g)+H2O(g)，以

最小整數平衡此反應，則平衡反應式中氧的係數為： 
25  23  19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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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影響流體流經固體表面的對流熱傳係數，何者不相關？ 
固體的幾何性質  固體的密度 
流體的性質（熱傳導係數、密度、黏性等） 流動參數（速度和流動狀態） 

2 下列何者為表面燃燒？ 
汽油油盆燃燒 木材有燄燃燒 瓦斯燃燒 木炭無燄燃燒 

3 下列各類物質，依消防安全觀點何者最危險？A 物質：燃燒下限 4%，燃燒上限 75%，最低點火能量 0.01mJ（毫
焦耳）；B 物質：燃燒下限 5.3%，燃燒上限 14%，最低點火能量 0.04mJ（毫焦耳）；C 物質：燃燒下限 16%，
燃燒上限 36%，最低點火能量 0.10mJ（毫焦耳）；D 物質：燃燒下限 7.3%，燃燒上限 36%，最低點火能量 0.70mJ
（毫焦耳）。 
A 物質 B 物質 C 物質 D 物質 

4 若建築物內部空氣溫度為 27℃，著火房間溫度為 627℃，流入著火房間的空氣體積流率為 3m3/s，則流出著火房
間的煙氣體積流率約為： 
6m3/s 9 m3/s 12 m3/s 15 m3/s 

5 下列有關區劃空間發生閃燃時的敘述，何者不正確？ 
氧氣濃度驟降趨近至零  此時為燃料控制燃燒  
室內溫度可達 800℃以上  一氧化碳的濃度幾乎達最大值 

6 「閃火（引火）點」（flash point）表示可燃性液體表面所蒸發蒸氣與空氣混合所形成之混合氣體之濃度達到下列
何種條件？ 
達燃燒下限時之最低溫度 達燃燒下限時之最高溫度 
達燃燒上限時之最低溫度 達燃燒上限時之最高溫度 

7 下列針對可燃性氣體（或蒸氣）之「燃燒範圍」（flammability limits）受周遭環境因素（例如：溫度、壓力、空
氣成份……等）影響之敘述何者錯誤？ 
當溫度增加時其燃燒範圍將變小，特別是燃燒上限改變尤其明顯（一般其濃度百分比會提昇） 
除少數可燃性氣體之外，當壓力增加時其燃燒範圍將變大，特別是燃燒上限改變尤其明顯（一般其濃度百分比
會提昇） 
當加入之惰性氣體含量愈多時其燃燒範圍將會減少，且其最低閃火（引火）能量亦大幅提昇 
常存有可燃性氣體之場所應常保持周遭環境為低溫、低壓，並佈設有可瞬間大量放射惰性氣體之安全防護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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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長 9 公尺，寬 6 公尺，高 3 公尺的房間中燃燒 500 公克（gm）之聚氨酯泡綿座墊，其 Dm 值為 0.22m2/gm，試計
算火場中發光出口標示燈的能見度？ 
1.92 公尺 3.84 公尺 4.18 公尺 5.12 公尺 

9 一個加壓空間中存在三個面積分別為 0.1 m2、0.2 m2、0.2 m2 的開口前後串聯時，其等效流動面積為： 
0.082 m2 0.164 m2 0.246 m2 0.328 m2 

10 下列關於金原現象之描述，何者錯誤？ 
指橡膠或木材等絕緣物中電流流通之現象  
有機物之導電化現象 
木材受電氣火花而碳化時，碳化之部分因石墨化之故而導電 
又稱為碳化現象 

11 下列針對影響粉塵爆炸的敘述何者錯誤？ 
粉塵粒子之比表面積（表面積與質量比）愈大，表面能量愈大，反應也愈容易 
粉塵粒子直徑愈小，愈容易發火 
粉塵與空氣之均勻混合物，其爆炸界限（範圍）當然受到溫度與壓力所影響；通常壓力、溫度上昇時，爆炸界
限（範圍）變廣 
粉塵與空氣之均勻混合物，其爆炸界限（範圍）當然受到溫度與壓力所影響。通常壓力、溫度上昇時，最小發
火能量值變大 

12 下列何種物質具不燃性？ 
硫化氫（H2S） 苯（C6H6） 四氯化碳（CCl4） 丙烷（C3H8） 

13 閃燃時間之長短與使用裝潢材料之位置有關，其中同種類等面積之裝潢材料裝修於何處時，影響閃燃時間最大？ 
地板面 天花板面 牆壁面下部 牆壁面上部 

14 油池(液體)火災之放射熱，與下列何者因素無關？ 
火焰之溫度與距離 防油堤之高度 火焰之形狀與高度 燃燒速度 

多少時<0
2/1 / AHAgρ15 有關耐火建築物火災特性，火災達到閃燃進入最盛期後，當 ，則屬通風控制燃燒？（若已

知 ρ ：空氣密度， g ：重力加速度， A ：開口部面積，H ：開口部高度， ：可燃物表面積） 0A
0.52 0.378 0.290 0.235 

16 下列何者的熱傳導係數最小？ 
石膏 磚 玻璃板 混凝土 

17 乙炔是工業上常使用之化合物，有關乙炔瓶噴出之帶電特性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當乙炔噴出時，丙酮粒子亦一併噴出而發生靜電，其電荷可達 10000 V 以上 
高壓乙炔在管內輸送者，通常流速限於 5 m/sec 以下較為安全，否則將引起分解爆炸 
乙炔之分解爆炸，壓力達 15 ㎏/㎝ 2 以上時，最小點火能量降至 0.56mj 以上 
乙炔之分解爆炸，壓力越高，最小點火能量越低 

18 依據我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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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危險物品分類，硫磺與下列何種危險物
品無混合後之危險？ 
氯酸鉀 過氧化鈉 酒精類 重氮化合物 

19 下述何者與氧氣混合時的爆轟範圍（即爆轟上限與爆轟下限之差）最小？ 
氫氣 氨氣 丙烷 一氧化碳 

20 HFC125 滅火藥劑其化學組成分子式中，氟有多少個分子數？ 
3 5 7 12 

21 IG-541 滅火藥劑之溫室效應值（G. W. P）為多少？ 
0 0.08 2800 9000 

22 FM-200 滅火藥劑的特性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FM-200 臭氧層破壞值（O. D. P）為零 
FM-200 存留在大氣中的時間（A. L. T）為 31 至 42 年 
FM-200 在標準狀況下之沸點為 12.5℉ 
FM-200 在加壓至 360psi 時其最大充填密度為 72 磅/立方英呎 

23 有關液體之發火與引火特性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液體之燃燒係表面所生之蒸氣與空氣混合，產生混合氣之燃燒。液面上之蒸氣壓與液體溫度之間，有所謂「克
拉泊壤，克勞秀士方程式」（Clayperon- Clausius Equation） 

引火點高之物質，其燃燒點與引火點之差異較小 
通常引火點在 30℃以下者，在常溫下即有引火之危險，因此稱為引火性液體 
引火點在 100℃以下物質，富於流動性，一般較水為輕，與水難混合，有帶電性，故有靜電著火之危險 

24 T.N.T.炸藥（Trinitrotoluene）又稱黃色炸藥，其化學成分為下列何者？ 
C7H5N3O6 C3H5(NO3)3 C24H34O14(NO3)6 C3H5(NO3)2OH 

25 C2H4+ 2O2+ 8N2 混合氣體組成時，其混合燃燒產生爆炸之爆轟速度為多少 m/sec？ 
1264 1738 2416 2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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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憲法第 107 條規定，下列何者非專屬中央立法並執行之？ 
公用事業 國稅與省稅、縣稅之劃分 
國營經濟事業 幣制及國家銀行 

2 依據司法院釋字第 392 號解釋，下列關於司法之敘述何者正確？ 
凡法律上納入司法權限者，均屬實質意義之司法  
形式意義之司法，係指裁判權及輔助裁判權行使之作用 
依據現制，狹義之司法限於民、刑事訴訟之裁判 
檢察機關所行使之職權，係屬廣義司法之一 

3 依憲法之規定與司法院釋字第 33 號及第 262 號解釋，下列何者非監察院彈劾之對象？ 
中央與地方民意代表 軍人 司法院人員 考試院人員 

4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5 條之規定，副總統之彈劾案由下列何者負責審理？ 
立法院 監察院 憲法法庭 最高法院 

5 依憲法第 66 條規定，立法院院長係由下列何種方式產生？ 
人民直接選舉 總統任命 立法院之多數黨指定 立法委員互選 

6 依憲法第 70 條及司法院釋字第 39l 號解釋，有關立法院所為預算審議，下列何者正確？ 
為振興經濟必要時，可以就行政院所提預算案為增加支出之提議 
就行政院所提預算案，不得為增加支出之提議 
就行政院所提預算案，不得為增加支出之提議，但預算科目調整則不禁止 
立法院本身之預算，應與監察院合組特別委員會審議，以示超然 

7 依憲法本文及增修條文之規定，有關立法院會議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常會會期每年兩次，自行集會 
第一次會期自 2 月至 5 月底，第二次自 9 月至 12 月底，必要時得延長之 
得聽取總統國情報告 
關係院院長有列席陳述意見之義務 

8 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關於省政府委員以及省諮議會議員之提名及任命，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省政府委員以及省諮議會議員均由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 
行政院院長直接任命 
省政府委員由內政部部長提名，行政院院長任命 
省政府主席由省政府委員互選，省諮議會議員由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 

9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12 條之規定，立法院提出有關憲法修正案，至少須公告多久後交由自由地區選舉人複
決？ 
二個月 三個月 四個月 半年 

10 依憲法、憲法增修條文及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關於總統之職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總統不得以有妨礙國家安全為由，拒絕公開其職權範圍內有關之外交資訊 
總統對內政部部長之任命，須經行政院院長之副署 
總統為避免國家或人民遭遇緊急危難，得經立法院同意後發布緊急命令以為必要之處置 
總統為決定國家內政有關大政方針，得設國家發展委員會為其諮詢機關 

11 下列何者非財產權社會義務性之範圍？ 
菸品業者應於菸品外包裝標示警語 騎樓所有權人不得於騎樓擺設攤位 
徵收人民所有之土地興建科學園區 出版者應繳交出版品予國家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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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依司法院釋字第 715 號解釋，國防部預備軍士官班招生簡章規定曾受刑之宣告者不得報考，其規定： 
違憲，招生簡章非屬法律，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違憲，對於因過失受刑之宣告者，該規定限制其服公職權利過大，違反比例原則 
合憲，無論故意或過失受刑之宣告，其服公職權利同樣受到限制，不牴觸平等原則 
合憲，曾受刑之宣告的規定明確，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 

13 財政部函示：「同一建物、土地先後有數人申報，且各有其合法依據時，為避免日後可能發生糾紛起見，…

稅捐稽徵機關得暫緩就申報案件核發稅捐稽徵通知書」，致人民無從完成納稅手續憑以辦理所有權移轉

登記。此可能侵害下列何種基本權？ 
居住自由 工作權 生存權 財產權 

14 法律扶助制度使無資力者於訴訟上可獲得律師代理辯護，此實現訴訟權保障之何種內涵？ 
無漏洞的權利救濟 公平的權利救濟 有效的權利救濟 公開的權利救濟 

15 下列何者非屬憲法規定之人民基本義務？ 
納稅 服兵役 受國民教育 繳納社會保險費 

16 有關法律不許子女獨立提起否認親子關係之訴訟，不涉及到何人之何種基本權利？ 
母親之隱私權 母親之訴訟權 子女之人格權 子女之訴訟權 

17 A 社團因不滿交通部開放觀光賭場之政策，遂號召民眾包圍交通部。針對此一緊急性集會，下列敘述何

者正確？ 
因大法官解釋已宣告緊急性集會採許可制為合憲，故仍應申請許可 
因大法官解釋已宣告緊急性集會採許可制為違憲，故已毋庸申請許可 
因大法官解釋已宣告緊急性集會採許可制並未違憲，但立法者應檢討改進，在法律未修改前，仍應申

請許可 
因大法官解釋已宣告緊急性集會採許可制為違憲，並定期宣告失效，然於未失效前仍應申請許可 

18 某女性外籍勞工如廁時，遭甲拍攝裙下內褲，該勞工與甲發生爭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外籍勞工非國民，不受憲法保障 
外籍勞工只能因工作因素在我國居留，故僅享有工作權之保障 
題示情形，該外籍勞工亦享有隱私權之保障 
若當事人不服民事法院判決聲請釋憲，司法院大法官必須受理其聲請 

19 有關出版自由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出版自由保障範圍，包含從資訊取得到傳播報導甚至意見表達之過程 
出版自由所保護之意見或成果，必須對於社會有正面積極意義者 
出版自由所保護之出版品，亦包含流通於少數族群之刊物 
出版自由所保護之出版品，除書籍刊物外亦包含錄音、錄影及光碟等媒介物 

20 有關平等原則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禁止國家權力在無正當理由的情況下，對於相同事件為不同處理 
憲法強調婦女與原住民族之實質地位保障，以落實平等原則 
平等原則包含恣意禁止原則 
離島人民，僅金門、馬祖地區因曾為戰地之故，應予特別保障 

21 依憲法規定，法律與憲法有無牴觸發生疑義時，由何機關解釋？ 
司法院 最高法院民事庭 最高法院刑事庭 最高行政法院 

22 下列何種措施與原住民族之保障無關？ 
司法院推動設置原住民族專業法庭 原住民地區之鄉鎮市（區）長僅能由原住民擔任 
原住民族升學名額採外加方式 原住民族之政治參與亦有婦女保障名額之適用 

23 下列敘述，何者與憲法及憲法增修條文有關僑居國外國民之規定較無相關？ 
政府輔助海外華文教師或僑校經營者回台進修，給予僑校教師獎勵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規定，持有中華民國護照、現居國外之國民，得申請返國行使選舉權 
教育部依私立學校法授權訂定「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外國僑民學校及附設幼兒園設置及管理辦法」 
若我國政府與越南簽訂投資保障協定，使在越投資之台商因暴動所受之損害能夠獲得越方賠償或補償 

24 為落實憲法增修條文對於澎湖、金門及馬祖地區人民之保障，下列措施何者不屬之？ 
交通費用之補貼 
升大學名額之保障 
受國民義務教育之學生，其書籍費及雜費，由教育部編列預算補助之 
單獨為其舉辦地方公務人員特種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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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依司法院釋字第 3 號解釋「我國憲法依據孫中山先生創立中華民國之遺教而制定」，係記載於下列何處？ 
憲法前言 憲法增修條文前言 憲法附則 憲法增修條文附則 

26 下列法律條文文句，何者屬於任意法？ 
「應…」 「不得…」 「非…不得…」 「除契約另有訂定外…」 

27 國際法原則上係以下列何者為主要規範對象？ 
人民團體 家族 社會 國家 

28 我國民法之制定，主要是繼受自那一個國家？ 
美國 瑞士 英國 法國 

29 下列何者有法律案之提案權？ 
單一立法委員 考試委員 內政部 司法院 

30 下列關於自治法規之描述，何者錯誤？ 
自治條例經地方立法機關議決後，函送各該地方行政機關，地方行政機關收到後，除法律另有規定，

或依第三十九條規定提起覆議、第四十三條規定報請上級政府予以函告無效或聲請司法院解釋者外，

應於三十日內公布 
自治法規、委辦規則依規定應經其他機關核定者，應於核定文送達各該地方行政機關三十日內公布或

發布 
自治法規、委辦規則須經上級政府或委辦機關核定者，核定機關應於一個月內為核定與否之決定；逾

期視為核定，由函報機關逕行公布或發布。但因內容複雜、關係重大，須較長時間之審查，經核定機

關具明理由函告延長核定期限者，不在此限 
自治法規、委辦規則自公布或發布之日起算至第七日起發生效力 

31 有關憲法解釋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所有國家機關均有憲法解釋之權限 憲法解釋之效力拘束全國各機關與人民 
憲法解釋屬司法權之行使 司法院大法官是憲法解釋之機關 

32 甲因出國，將其愛狗 A 託給好友乙照顧，乙帶 A 狗散步時疏忽未將狗綁好，致 A 狗咬傷路人丙。關於丙

所受損害，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為狗之所有權人，甲對丙自應負動物占有人責任 
乙非狗之所有權人，而是出於友誼照顧狗，乙對丙則不須負賠償責任 
狗本身即具危險，丙應自行注意，甲、乙對丙均不須負賠償責任 
乙既占有 A 狗，又未盡保管義務，乙對丙應負動物占有人責任 

33 下列何者不是要物契約？ 
和解 寄託 使用借貸 消費借貸 

34 地上權登記之效力，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地上權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者，非經登記，不生效力 
因抵押權實行而發生之法定地上權，非經登記，不得處分 
約定地上權人不得將其權利讓與他人或設定抵押權者，非經登記，不生效力 
土地所有權讓與時，地上權人已預付之地租，非經登記，不得對抗第三人 

35 甲將其 A 地 50 公尺高至 100 公尺高之空間設定「區分地上權」於乙，其後再將 A 地設定「普通地上權」

於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地上不得同時設定二個以上之地上權 
丙可使用 A 地上全部空間，故可建造 60 公尺高之大樓 
丙須得到甲之同意，才能建造高度超過 50 公尺之大樓 
後設定之地上權不得妨害先設定之地上權，故丙不得建造超過 50 公尺高之大樓 

36 某地有父母於子女年幼時為之訂定婚約之習慣，父母因此為子女訂定婚約，該婚約之效力為何？ 
有效 無效 得撤銷 效力未定 

37 下列契約類型中，何種契約如當事人未另有訂定，關於債務人之賠償責任，民法設有總額之限制？ 
委任 承攬 保證 人事保證 

38 甲單獨所有一宗土地，想要出售，下列何人有優先購買權？ 
甲之哥哥、姐姐、弟弟、妹妹 甲之鄰地所有人及地上權人 
承租甲之基地建築房屋之人 借用甲之基地建築房屋之人 

39 下列何種犯罪類型不適用共同正犯之規定？ 
親手犯 純正身分犯 不純正身分犯 舉動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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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甲與乙皆為縣議員候選人，甲提供乙競選經費，代價為兩人當選後，於議長選舉時支持甲，下列敘述何

者錯誤？ 
甲所提供之競選經費仍可視為賄賂 
乙於收受金援時尚非公務員，因此無法成立不違背職務受賄罪 
依我國實務見解，乙仍可成立準受賄罪 
甲並不成立行賄罪 

41 關於易以訓誡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以受罰金之宣告為限 
須犯罪動機在公益或道義上顯可宥恕 
易以訓誡執行完畢者，其所受宣告之刑，以已執行論 
此類易刑處分亦可防止短期自由刑之流弊 

42 A 公司持有 B 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 60%之股份，B 公司持有 C 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

數 40%之股份，A 公司持有 C 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 15%之股份。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B 公司不得收買 A 公司之股份 
C 公司得自由收買 A 公司股份不受任何限制 
C 公司得自由收買 B 公司股份不受任何限制 
A 公司不得收買 B 公司股份 

43 下列有關消費者保護之敘述，何者正確？ 
通訊交易時，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得以約定延長或縮短七日之解約期限 
從事經銷之企業經營者，對於商品因設計瑕疵所生之損害，僅對購買商品之消費者負賠償責任，不包

括對第三人負責 
消費者向財團法人購買基於公益目的而義賣之商品，亦應適用消費者保護法 
企業經營者對於消費者因商品所生損害之賠償責任，得以契約約定僅就其過失行為負責 

44 根據勞工保險條例第 2 條規定，勞工保險之普通事故保險給付不包括下列那一項？  
生育給付 失能給付 老年給付 醫療給付 

45 根據勞動基準法第 2 條規定，下列那一項不屬於有關雇主的定義？ 
僱用勞工之事業主 
代表事業主處理有關勞工事務之人 
獨立從事勞動或技藝工作獲致報酬，且未僱用有酬人員幫同工作者 
事業經營之負責人 

46 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18 條之規定，第一類至第三類被保險人眷屬之保險費，由被保險人繳納；眷屬超過

幾口者，以該口數計？ 
二口 三口 四口 五口 

47 受僱者於育嬰留職停薪期滿後，申請復職時，除有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7 條第 1 項所列之情形，並經主管

機關同意者外，雇主不得拒絕。下列何者非屬雇主得拒絕復職之情形？ 
歇業、虧損 
雇主依法解散者 
發生不可抗力暫停工作在十天以上者 
業務性質變更，有減少受僱者之必要，又無適當工作可供安置者 

48 受僱於外僑學校甲之中文老師乙懷孕，甲因近年外僑學生減少，中文老師需求降低，有裁員之必要，既

然乙即將生產，甲乃告知乙聘僱其至產假期滿，八周產假薪資照給，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無論任何原因，懷孕生產期間及產後一年內，甲皆不得解僱乙 
甲必須證明對乙之解僱，非因懷孕生產之因素 
外僑學校老師無性別工作平等法之適用 
解僱乃甲之權利，乙只得依甲之決定 

49 受僱於僱用幾人以上雇主之受僱者，為撫育未滿三歲子女，得向雇主請求減少工作時間一小時或調整工

作時間？ 
十人 二十人 二十五人 三十人 

50 關於公法與私法之區分，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區分的實益之一在於訴訟救濟管道不同 公益說是區分方式之其中一種標準 
民法與民事訴訟法屬於私法 刑法與刑事訴訟法屬於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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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is is a good hotel to stay in because it provides many _________ such as a fitness center, swimming pools, a 

business center, and wireless internet connection for their guests to use. 

facilities staircases agencies vehicles 

2 The county government invites many musicians from the world to ______ in a jazz concert held over the 

weekend. 

memorize estimate perform transfer 

3 About Mozart's _____ musical talent, many books have been written ever since his death. 

optional legendary chaotic notorious 

4 After a brainstorming meeting, they ______ many good ideas. 

paid attention to put in for made use of came up with 

5 Julie really likes that red handbag, but she cannot __________ it. 

clarify afford twist echo 

6 The ______ works of William Shakespeare, an eminent dramatist in the 17th century, include plays, sonnets, 

narrative poems, verses, etc. 

complete internal patent rational 

7 Her ____ for learning French is quite strong because she is going to move to France after graduating from 

college. 

judgment fulfillment motivation information 

8 Louis Schwartzberg is best known for his time-lapse photography, a technique that __________ images on film 

very slowly. 

removes captures kidnaps slaughters 

9 Election is very competitive because many _________ are running for a position. 

applicants supporters candidates sponsors 

10 No one in John's school wants to play with or even talk to him, so going to school has become John's 

__________. 

nightmare nightingale movement monument 

11 In Kariba, it is very common to see many wild animals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Kariba is a very harmonic place 

that shows how humans and animals can live __________ together in the city. 

particularly peacefully innovatively harmfu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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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Reptiles, cold-blooded animals with backbones, ______ from amphibians about 340 million years ago. 
devolved evolved involved revolved 

13 Plenty of online information is now available to help people __________ in the job market and better sell 
themselves to companies. 
pioneer declare compete relieve 

14 After eating the tasty chocolate cake in the party, the boy felt extremely ____. 
content lonesome absent-minded heart-broken 

15 When I traveled by myself in Europe for two months, I received a lot of _______ from strangers. I appreciated 
their help very much. 
silence balance assistance intelligence 

16 The year 1998 saw many technological ______: Apple unveiled the iMac, Google was launched, and 
e-commerce took off on the Internet. 
destinations milestones possessions speculations 

17 Since he has a talent for ________ various sounds and noises, we should sign him up for the talent show. 
infusing informing imitating intimidating 

18 Kelly is a very ________ salesperson. She wants to become the chief manager of the company. 
ambiguous accessible ambitious infectious 

19 The Amazonian Rainforest, which is roughly the size of Europe, is the home of more than half the plant and 
animal _____ known to man. 
specters spectrums speckles species 

20 My grandfather got hearing aids implanted in both ears and he is __________ well to his bionic devices. 
retaining halting adapting pedaling 

21 The fashion industry has been promoting dangerously thin body image, which has caused some models to 
develop eating _______. 
disembarks disorders distributions dishonesty 

22 Sending too many attachments or photos by an email may accidentally ______ your receivers' computers when 
they open all the files at the same time. 
gum up make up stir up sum up 

23 The elevator is out of work due to some ________ problems. 
tactical technical vertical biological 

24 The _____ of pizza really exploded in the USA when American soldiers returned from Italy after World War II 
and raved about “that great Italian dish”. 
simplicity originality popularity hospitality 

25 I did not _____ Rita at our college class reunion at first last Saturday because she had changed so much. 
awaken comfort fail recognize 

26 After studying the data reported in the newspaper, the scientist figured out a possible __________ to the 
problem. 
solidity solution polution proposal 

27 Chris believes he has found his _____, so he is working hard towards qualifying as a teacher. 
vocation vacation vantage voyage 

28 The man is a _________ environmental activist dedicated to solving the problems of climate change. 
renowned criminal segmental plastic 

29 We all know that prevention is better than cure, but few people would take _______ in advance. 
processions prosperity performance preca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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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It is fun to take a trip to an open wildlife ______ in Australia, where you could play with animals such as 
kangaroos and koalas. 
boundary landmark sanctuary underground 

31 The man who was hit by a truck is now in ______ condition. He may die any minute. 
critical magical typical practical 

32 Middle-aged people may have a feeling of dissatisfaction with one's life and _______ for something fresh, 
exciting and different. 
stand answer display long 

33 We haven't booked our ______ because we have decided to find a hotel upon arrival. 
recommendation accommodation consolidation intimidation 

34 People want to stay inside on snowy days, because they cannot stand wind and snow __________ their faces. 
ranking looping backing stinging 

35 The _____ shop offers a variety of stylish school and office supplies to attract potential customers in the 
neighborhood. 
fashion stationery manicure barber 

36 It was impossible to remain ______ forever and in the course of time the true identity of George Eliot leaked out. 
formidable incognito redundant versatile 

請依下文回答第 37 題至第 41 題： 
Anne Frank kept a diary from 12 June 1942 to 1 August 1944. Initially, she wrote it strictly for herself. Then, one 

day in 1944, Gerrit Bolkestein, a member of the Dutch government in exile, announced in a radio   37   from 
London. After the war, he hoped to collect eyewitness accounts of the suffering of the Dutch people  38  the German 
occupation. As an example, he specifically mentioned letters and diaries.  Then, Anne Frank decided that when the 
war   39  over, she would publish a book based on her diary. She began rewriting and editing her diary, improving 
on the text,    40   passages she didn't think were interesting enough and adding others from   41  . 
37 outcry outcast broadcast broadway 
38 by for over under 
39 had was been being 
40 relating printing reading omitting 
41 memo model music memory 
請依下文回答第 42 題至第 45 題： 

In August 2015, Google announced Sundar Pichai to be the new CEO of the company. Born and growing up in 
India, Pichai first studied engineering in his home country and then moved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pursue an MS at 
Stanford University and an MBA at Wharton School of Business. Being the key person who runs Android, Pichai is 
also the moving power behind the creation of Google Chrome browser, one that can rival and even exceed Microsoft's 
Internet Explorer. Pichai's achievement in Chrome in particular built up his reputation in the company as well as 
greatly increased his chance of getting the promotion. On top of these, he also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helping Google 
purchase another company and resolved the tense relationship with a rival company. 

As a matter of fact, Pichai's great success lies not only in his professional capacity but also in his acquiring other 
essential skills. For instance, he is well-known as a team player and an excellent negotiator. He knows how to make the 
best of his team and can deal with many hard negotiations. Being a person who is talented in communication, Pichai is 
capable of interpreting the abstract ideas of Google's founder into something knowable and manageable to his 
colleagues. Therefore, he is actually the most significant person who assists in implementing the creator's idea. 
Moreover, he is also a courteous and sociable person who is well-liked by all of his colleagues. He dislikes creating 
enemies in the company and he is well-informed of the politics that is going on there. Pichai's successful story is, of 
course, not the only one. Well before Google, Microsoft has already appointed an Indian person to lead the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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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What is the main idea of this passage? 

To praise the great success of Google. 

To criticize the appointment of a new CEO. 

To inform the readers of a great man behind Google. 

To introduce a newly-developed product made by Pichai. 

43 Why could the making of Chrome secure Pichai’s high position at Google? 

Because it was the product invented by Pichai only. 

Because it was the best browser sponsored by Pichai. 

Because only Pichai knew how to use the product properly. 

Because it could beat a similar product made by a rival company. 

44 How important is Pichai’s role in carrying out the idea of Google’s founder? 

He knows how to deliver the founder’s idea to his colleagues. 

He is able to find the mistakes in the founder’s idea. 

He is the only one who is respected by his colleagues. 

He can help solve the conflicts between colleagues. 

45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true? 

Pichai was firstly educated in India. 

Pichai was an interpreter by profession. 

Pichai is good at playing politics in the company. 

Pichai is greatly admired for founding Google. 

46 Living in a crowded city can be very ____, especially during the rush hour. 

irrelevant stressful sensitive intentional 

47 Regular exercise of any kind and amount has been proven beneficial for ________ health as it could help reduce 

anxiety and negative mood. 

fiscal metal mental facial 

48 The extreme weather is becoming a(n) ________ problem that affects everyone in the world. 

innovative global superficial reliable 

49 Dogs can be tamed to respond to commands, and cats can also be trained to be __________. 

abnormal obedient traceable vigorous 

50 The EU’s chief foreign policy official called on the Iranian regime authorities “to fully respect and protect the 

rights of their citizens, including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the right to _______ in public peacefully.” 

assemble resume tremble cons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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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請依據災害防救法第 3 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2 條之規定，說明下列各類災害之定義

及其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每小題 5 分，共 25 分）  
爆炸 
海難 
森林火災 
生物病原災害 
輻射災害 

二、依據消防法第 28 條之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得編組義勇消防組織，協助

消防、緊急救護工作。試依消防法相關規定回答下列問題： 
參加義勇消防編組之人員，其服勤期間之相關津貼與權益為何？（10 分） 
其因接受訓練、演習、服勤致患病、受傷、身心障礙或死亡者，得請領之給付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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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管理權人未依消防法第 6 條第 4 項規定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於發生火災時致人重傷者，其罰則

為何？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得併科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金 

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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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消防法及消防法施行細則規定，液化石油氣零售業者必須定期向轄區消防機關申報之安全技術人員管

理資料，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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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下列何者錯誤？ 
安全技術人員管理資料，零售業者應至少保存一年，以備查核 
安全技術人員講習訓練時間不得少於十六小時 
安全技術人員每次複訓時數不得少於八小時 
安全技術人員每二年應接受複訓一次 

3 依消防法施行細則規定，有關消防防護計畫應包括事項，下列何者錯誤？ 
自衛消防編組：員工在十人以上者，至少編組滅火班、通報班及避難引導班 
自衛消防編組：員工在三十人以上者，應增編安全防護班及救護班 
防火避難設施之自行檢查：每月至少檢查一次，檢查結果遇有缺失，應報告管理權人立即改善 
滅火、通報及避難訓練之實施：每半年至少應舉辦一次，每次不得少於四小時，並應事先通報當地消

防機關 
4 災害防救基本計畫內容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中央災害防救會報認為有必要之事項  
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及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之重點事項 
每三年檢討調整一次 
整體且長期性之災害防救計畫 

5 根據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之規定，下列何者非甲類場所？ 
醫院 餐廳 室內停車場 酒吧 

6 依消防法施行細則規定，防火管理人應為管理或監督層次人員，並經中央消防機關認可之訓練機構或直

轄市、縣（市）消防機關講習訓練合格領有證書始得充任。前述講習訓練分為初訓及複訓，初訓不得少

於 X 小時；複訓不得少於 Y 小時，且防火管理人初訓合格後，每 Z 年至少應接受複訓一次。下列 X，Y，

Z 何者正確？ 
X=8，Y=2，Z=1 X=8，Y=4，Z=2 X=12，Y=6，Z=1 X=12，Y=6，Z=3 

7 依緊急救護辦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救護人員於執行救護緊急傷病患時，應依衛生主管機關所定之救護項目範圍及救護作業程序，施行必

要之緊急救護措施 
消防機關應訓練救護人員，使具初級、中級或高級救護技術員資格，以執行緊急救護工作 
消防機關應每二年舉辦教育訓練，使救護人員保持執行緊急救護所必要之技能及知識 
救護人員執行救護勤務時，應著制式服裝 

8 依消防法施行細則第 17 條之規定，有關山林、田野引火燃燒，以開墾、整地、驅除病蟲害等事由為限。

前項引火應在何時為之？ 
上午八時後下午六時前 上午六時後下午八時前 上午六時後下午六時前 上午八時後下午八時前 

9 依災害防救法規定，關於各種災害防救計畫，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各種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或各地區災害防救計畫間有所牴觸而無法解決者，應報請立法院協調之 
鄉（鎮、市）公所應依上級災害防救計畫及地區災害潛勢特性，擬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經各該災害

防救會報核定後實施，並報所屬上級災害防救會報備查 
直轄市、縣（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不得牴觸災害防救基本計畫及相關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直轄市、縣（市）災害防救會報執行單位應依災害防救基本計畫、相關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及地區災害

潛勢特性，擬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經各該災害防救會報核定後實施，並報中央災害防救會報備查 



代號：40240 
60240 

頁次：4－3  

10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研判有開設土石流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必要之時機為何？ 

中央氣象局連續發布豪雨特報，直轄市、縣（市）轄區內二十四小時累積雨量達二百毫米 

中央氣象局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報，預測颱風暴風圈將於十八小時內接觸陸地時 

五個以上直轄市、縣（市）政府災害應變中心二級開設後，災情嚴重 

估計有十五人以上受土石流災害影響並發生傷亡、失蹤，災情嚴重 

11 災區低收入戶未申請政府優惠融資或其他補助，經金融機構核放創業融資貸款者，得由那個單位對承辦

貸款之金融機構補貼利息？ 

勞動部 內政部 行政院 衛生福利部 

12 下列何者為毒性化學物質災害之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內政部 衛生福利部 經濟部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3 依災害防救法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設直轄市、縣（市）災害防救會報，下列何者非屬其任務範

圍？ 

核定各該直轄市、縣（市）災害防救基本計畫 核定重要災害防救措施及對策 

核定轄區內災害之緊急應變措施 督導、考核轄區內災害防救相關事項 

14 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依消防法調查火災原因後，應於火災發生後 X 日內完成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

必要時得延長至 Y 日，請問：X 及 Y 各為何？ 

X=10，Y=20 X=7，Y=15 X=15，Y=30 X=14，Y=30 

15 公共危險物品之第五類，其範圍為何？ 

氧化性固體  氧化性液體  

自反應物質及有機過氧化物 發火性液體及禁水性物質 

16 下列何種公共危險物品不包含在第六類氧化性液體範圍？ 

硝酸 酒精類 過氯酸 鹵素間化合物 

17 依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之規定，所稱高閃火點物品，指閃火點在攝

氏多少度以上之第四類公共危險物品？ 

五十度以上 一百度以上 二百度以上 三百度以上 

18 依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之規定，下列有關液化石油氣的敘述何者錯

誤？ 

液化石油氣容器串接使用場所串接使用量不得超過六百公斤 

液化石油氣販賣場所儲放之液化石油氣，總儲氣量不得超過一二八公斤 

液化石油氣備用量，供營業使用者，不得超過八十公斤 

液化石油氣備用量，供家庭使用者，不得超過四十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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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關於爆竹煙火監督人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爆竹煙火監督人，應為爆竹煙火製造場所或達中央主管機關所定管制量三十倍以上儲存、販賣場所之

管理或監督層次幹部 

爆竹煙火監督人任職期間，每三年至少應接受複訓一次 

爆竹煙火監督人，應經中央主管機關或其認可之專業機構施予訓練，訓練之時間，不得少於二十四

小時 

爆竹煙火監督人複訓之時間，不得少於八小時 

20 關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之爆竹煙火管理權責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爆竹煙火監督人講習、訓練之規劃及辦理 

爆竹煙火安全管理業務之規劃、自治法規之制（訂）定、修正、廢止及執行 

爆竹煙火製造之許可、變更、撤銷及廢止 

爆竹煙火製造及達中央主管機關所定管制量之儲存、販賣場所，其位置、構造、設備之檢查及安全

管理 

21 依爆竹煙火管理條例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施放專業爆竹煙火，其負責人應於施放幾日前填具申請書，並檢

附有關文件，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5 日 6 日 7 日 8 日 

22 依緊急醫療救護法規定，救護人員施行救護，應填具救護紀錄表，分別交由該救護車設置機關（構）及

應診之醫療機構保存至少幾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23 依緊急醫療救護法施行細則規定，所謂大量傷病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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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何者正確？ 

X=15，Y=15 X=15，Y=30 X=30，Y=15 X=30，Y=30 

24 依緊急醫療救護法規定，下列何者非屬緊急醫療救護人員？ 

救護技術員 醫師 護理人員 外籍看護工 

25 下列機關，何者不得設置救護車？ 

軍事機關 護理機關 消防機關 教育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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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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世紀中期，愛爾蘭有一醫生名叫布朗尼（Thomas Browne, 1605-1682），他每天夜裡

巡視完病房之後，就搬張椅子坐在病榻旁，自口袋裡掏出一張紙，低聲朗誦，附近的病人
也側耳而聽。那不是病人的病危通知書，也不是保險給付的最新規定，而是他給「病人的
一封信」，內容感人，用詞優美，一方面安慰病人的憂傷，一方面鼓勵病人懷抱希望。 

布朗尼醫生曾經研究雞蛋的胚胎結構，在科學史上被稱為「第一個胚胎學家」，但是他
影響後世的是他在夜裡為病人朗誦的信件，日後結集成為《給朋友的一封信》（A Letter to a 
Friend），布朗尼為什麼這麼做？他說，他期待存摺裡最多的不是錢，而是愛。 

請以「我的人生存摺」為題，作文一篇，申述己見。 
二、公文：（20 分） 

近日新聞媒體一再報導蔬果農藥殘留量過高，影響國民健康，造成社會恐慌。試擬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函各縣市政府農業局：請加強推動農作物安全用藥管理措施，公開相關資訊，
以減少國人疑慮，維護國民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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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文句中「」內的詞語應用錯誤的是： 
網路世界十分便利，提供的訊息有如「車載斗量」  
在「萬馬齊瘖」的時代，往往百家爭鳴，暢所欲言 
社會的正義之聲終於響起，一舉掃除這班「社鼠城狐」 
八零年代的臺灣猶如樸實的孩子，沒有「張牙舞爪」的兇惡勁 
那純粹是另一種玫瑰／自火焰中誕生／在蕎麥田裏他們遇見最大的會戰／而他的一條腿訣別

於一九四三年／他曾聽到過歷史和笑／什麼是不朽呢／咳嗽藥刮臉刀上月房租如此等等／而

在妻的縫紉機的零星戰鬥下／他覺得唯一能俘虜他的／便是太陽 
詩中「什麼是不朽呢／咳嗽藥刮臉刀上月房租如此等等」的意涵，下列選項錯誤的是： 
「咳嗽藥」代表主人翁長期身體欠佳 「刮臉刀」代表主人翁幫人修臉維生 
「上月房租」代表主人翁經濟狀況有問題 「不朽」意味主人翁永遠處在困窘的狀態 
「閒章其實不閒，其中暗藏玄機，展示趣味，傳達資訊，表明心跡……，什麼花樣都可以在

方寸之地，藉機表現。石濤的山水畫顛覆傳統，大概意識到自己的創作道路迥異前人，故每

鈐『搜盡奇峰打草稿』印，應該是繪畫哲理的夫子自道了。」下列選項正確的是：  
作者認為閒章的價值在展現畫中有我之境  
「方寸之地」是指石濤顛覆傳統的山水畫 
「搜盡奇峰打草稿」的繪畫哲理是藉物寄託心跡 
「搜盡奇峰打草稿」說明石濤縱覽名山，創作獨具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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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有一次，我進入一家新開張的涮涮鍋店，老闆娘招徠顧客十分殷勤，她特別向我解說，別
人家的火鍋料常常用包心菜魚目混珠，她卻堅持要用大白菜，大白菜的成本高，味道卻純正，
這是經營一家涮涮鍋起碼的敬業精神。我被她的大白菜精神所感動，幾乎天天光顧，吃了一整
個冬天，到了春天，她的菜盤裡的大白菜換成包心菜，我等著，大白菜一直都沒有回來，我知
道有些什麼無法繼續堅持下去了，於是，我也不繼續去那裡用餐了。老闆娘的大白菜精神卻變
成一個指標，我用這個指標去度量許多火鍋店，發現準確度還真高。下列敘述，何者最正確？ 
文章中的大白菜精神是敬業指標  
將大白菜改成包心菜是可行的態度 
讓一般店鋪能永續經營下去是大白菜精神  
文章指出就商業考量堅持食材品質是不可恃的精神 

「我獨坐在冥想。難得是寂寞的環境，難得是靜定的意境；寂寞中有不可言傳的和諧，靜默中
有無限的創造。我的心靈，比如海濱，生平初度的怒潮，已經漸次的消翳，只賸有疏鬆的海沙
中偶爾的迴響，更有殘缺的貝殼，反映星月的輝芒。此時摸索潮餘的斑痕，追想當時洶湧的情
景，是夢或是真，再亦不須辨問，只此眉梢的輕皺，唇邊的微哂，已足解釋無窮奧緒，深深的
蘊伏在靈魂的微纖之中。」 
下列選項與上文文意最為相近的是： 
雖無刎頸交，卻有忘機友 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 
春來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處尋 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 

「在日式的古屋裏聽雨，春雨綿綿聽到秋雨瀟瀟，從少年聽到中年，聽聽那冷雨。雨是一種單
調而耐聽的音樂是室內樂是室外樂，戶內聽聽，戶外聽聽，冷冷，那音樂。雨是一種回憶的音
樂，聽聽那冷雨，回憶江南的雨下得滿地是江湖下在橋上和船上，也下在四川在秧田和蛙塘下
肥了嘉陵江下濕布榖咕咕的啼聲。雨是潮潮潤潤的音樂下在渴望的唇上舐舐那冷雨。」本文所
敘述的情境是： 
思親 懷師 思鄉 憶友 

美國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教授比勒梅爾（Karl Pillemer）訪問了 1500 位 65 歲以上
的美國銀髮族，什麼是他們人生中最大的遺憾。比勒梅爾原本以為答案會是感情問題、生意失
敗、沈迷於某些壞習慣等，但令人驚訝的是，長者們最後悔自己以前花那麼多時間在擔心未來
不會發生、或是自身無法控制的事情。長者建議，如果希望人生中少點懊悔，就把時間花在解
決問題上，而不要浪費在擔心上，時間是最珍貴的禮物。「擔心的時候就想『這件事就像從前
一樣，都會過去的。』人總不能永遠在擔心，這會毀了你的人生。」 
根據上文長者的體悟，下列選項最接近的是：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車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橋頭自然直 桃花流水窅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 

吾聞竹工云：「竹之為瓦，僅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自翰林出
滁上，丙申，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己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
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幸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
樓之不朽也！（王禹偁〈黃岡竹樓記〉）依據上文，下列選項最符合文意的是： 
力爭上游，不後於人  與世浮沉，不論清濁  
任事轉移，不必預計  優游自在，不管俗事 

「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
者也。」（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下列選項，最能契合「其揆一也」的意旨是： 
以上諸君各自作出一種自我選擇 以上諸君各顯出人生的獨特風貌 
以上諸君行迹雖異而道理卻相同 以上諸君的價值觀可以融合為一 

歸有光〈項脊軒志〉：「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後秦皇帝築女懷清臺；劉玄德與曹操爭天
下，諸葛孔明起隴中。方二人之昧昧於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余區區處敗屋中，方揚眉、瞬
目，謂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謂與埳井之蛙何異？」作者以蜀清、孔明自比，其用意應是： 
以二人韜光養晦，反省自己的託大 以二人功成名就，抒發自己的委屈 
以二人先困後顯，抒發自己的懷抱 以二人高瞻遠矚，反省自己的淺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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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圖所示，一負電荷 q(q < 0)在 x-y 平面上自靜止由座標為(-b,0,0)之 A 點受固定於座標(0,a,0)及(0,-a,0)之
兩正電荷 Q(Q > 0)之靜電力作用開始運動至座標為(b,0,0)之 B 點。關於上述運動，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電荷 q 所受的合力方向為正 x-軸方向  
電荷 q 之動能先增加後減少 
兩正電荷 Q 對電荷 q 所做的功為 0  
電荷 q 之電位能先減少後增加 

2 如圖所示，一電池（電壓ε> 0）串連一電阻 R 後，再串接到一不知內容物為何的電路，則圖示中的電壓

V 和電流 I 的關係圖為下列何者？ 

   

   

3 若燈泡 A 之功率規格為 40 Watts，燈泡 B 之功率規格為 10 Watts，若兩者同時接上 l20 V 家用電源（並聯），

假設通過燈泡 A 之電流為 IA，通過燈泡 B 之電流為 IB，IA/IB之值為？ 
4 2 1/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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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
知
內
容
電
路 

I 

I 

I 

I 

V 

V V 

V 



代號：3402
頁次：4－2 

4 變壓器是利用什麼原理，來提高或降低電壓？ 
安培定律 電磁感應 庫倫定律 高斯定律 

5 下列電路中，電池所輸出之功率何者最大？ 
     

6 有 4 電容值為 C 之相同電容，將其中兩個串聯得一新電容，其電容值為 C1，再將其餘兩個電容並聯得另

一新電容，其電容值為 C2，則下列何者為 C1/C2之值？ 
4 2 1/2 1/4 

7 一筆記型電腦所需電源之輸入電壓為 20 伏特，輸入電流為 10 安培，若此電腦之使用者每日開機 10 小時，

若每月以 30 天計，此筆記型電腦每月需使用幾度電？ 
6 度電 12 度電 60 度電 120 度電 

8 某電池標示 3.7 V 6500 mAh，則此電池可儲存多少電能？ 
24.05 焦耳 86.58 焦耳 24050 焦耳 86580 焦耳 

9 某電鍋的規格為 110 V、880 W，則該電鍋在室溫未使用時其電阻值 r 的區間為下列何者？ 

 Ω<
8

110r   Ω<≤Ω
8

220r
8

110   Ω<≤Ω 110r
8

220   r110 <Ω  

10 若有一電感，其電感值為 L，下列何者交流電流信號通過此電感時，會產最大振幅之交流電壓信號？ 
   

   

11 某室內用水裝置在壓力 1.5 kgw/cm2以下可運作不漏水，則此裝置垂直距離大廈樓頂的水塔多少公尺就需

要用到減壓閥？ 
5 公尺 10 公尺 15 公尺 30 公尺 

12 水波爐中過熱水蒸氣主要是以什麼方式將熱傳給食物？ 
傳導 對流 輻射 對流和輻射 

13 一般設有鍋爐的工廠為何都有高煙囪？ 
增加對流  增加傳導 
利用阿基米德原理，來引導排放廢氣 增加廢熱的輻射 
 



代號：3402 
頁次：4－3  

14 關於水相變化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低於 0℃的冰，不能直接變化為氣態 低於 100℃的水，可以直接變化為氣態 
超過 100℃，不可能存在有液態水的狀態 低於 0℃，不可能存在有氣態水的狀態  

15 理想氣體在進行恆溫膨脹時，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理想氣體對環境做功  理想氣體之內能不變 
理想氣體之熵不變  理想氣體由環境得到熱能 

16 噴水池內有水管自地平面將水柱垂直噴向天空，若不計空氣阻力，則水柱之高度與水流在管口的速度平

方成正比，今若將水管內之水流量固定，但將管口之直徑減為原口徑之 1/2，則噴出之水柱高度為原水柱

高度之幾倍？ 
1/2 2 4 16 

17 某電鍋的規格為 110 V、880 W，該電鍋插入 110 伏特電壓時，要將 2.2 公升的水由 30℃加熱至 100℃最

少需多久時間？水的比熱為 4.2 J/g．℃： 
300 秒 335 秒 660 秒 735 秒 

18 假設一密閉容器內有 l.0 Kg 溫度為 0℃的冰，若將溫度為 100℃某質量之水蒸氣加入容器內，當熱力學平

衡達成時，容器內只有 0℃的水，若混合過程中無熱量損失，則所加入之水蒸氣之質量為何？（冰之熔化

熱為 80 卡/g，水之汽化熱為 540 卡/g） 
100 g 125 g 148 g 200 g 

19 雲梯消防車重 50 公頓，在執行任務時，以 4 具圓筒式油壓腳架將車體抬離地面，若油壓腳架圓筒的內徑

為 100 平方公分，則腳架內的油壓為何？ 
125 kgw/cm2 125,000 kgw/cm2 500,000 kgw/cm2 1,250,000 kgw/cm2 

20 如圖所示，為一皮托管流速計，其中淡色、暗色液體密度均為 ρ1，格子狀的液體密度為 ρ2，則圖中大管

內的流速 V 為何？ 

 112 /)(2 ρρρ gh−  

 121 /)(2 ρρρ gh−  

 12 /2 ρρ gh  

 112 /)(2 ρρρ gh+  

21 下列何者與水反應後，其溶液呈酸性？ 
 Na  SO2  Ca  CaO 

22 未知濃度的鹽酸溶液 10 毫升，需消耗 20 毫升 0.1 N 的氫氧化鈉水溶液完成酸鹼滴定，則此鹽酸水溶液濃

度為： 
 0.01 N  0.05 N  0.1 N  0.2 N  

23 化學反應方程式：aCH3CH2OH + bCr2O7
2- + cH+ →dCO2 + eCr3+ + fH2O 平衡完成後，各係數均以最小整數

表示，則其係數總和 a + b + c + d + e + f 為： 
 12  24  29  36 

24 下列那一種氣體，最常被使用為燃料電池之陽極氣體？ 
 H2  O2  CH4  C3H8 

25 下列化學反應何者為氧化還原反應？ 
 AgNO3 + NaCl→AgCl + NaNO3  NaOH + HCl→NaCl + H2O 
 CaCO3 + H2O + CO2→Ca(HCO3)2  Zn + H2SO4→ZnSO4 + 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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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NO(g) + 2H2(g)→N2(g) + 2H2O(g)的反應機構由兩步驟組成。其中第一步驟，2NO(g) + H2(g)→N2(g) + H2O2(g)，為

速率決定步驟，則此反應的速率方程式應為下列何者？ 

 R = k[NO][H2]  R = k[NO]2[H2]2  R = k[NO]2[H2]  R = k[NO][H2]2 

27 下列離子化合物之晶格能（lattice energy）大小順序，何者正確？ 

 KBr < MgO < LiF MgO < KBr < LiF  LiF < MgO < KBr  KBr < LiF < MgO  

28 在 20°C 時，0.1M 乙酸水溶液之解離平衡常數(Ka)為 10-5，則其氫離子濃度約為： 

 10-1M  10-2M  10-3M  10-4M 

29 將二級醇氧化會得到下列那類型之化合物？ 

醚類 酮類 醛類 酯類 

30 有一反應的反應速率式為：反應速率 = k[A][B]3，請問反應速率常數 k 的單位應為下列那一項？ 

M s-1 M-1 s-1 M-2 s-1 M-3 s-1 

31 取 2.10 g 的酸（分子量為 210 g/mol）溶於適量水中，用 1.0 M 的氫氧化鈉水溶液滴定，需要 30.0 毫升才

能達到滴定終點，請問此酸是幾質子酸？ 

單質子酸 二質子酸 三質子酸 四質子酸 

32 乙烷(C2H6)的燃燒反應方程式為：2C2H6+ 7O2→ 4CO2 + 6H2O，對於此燃燒反應，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碳被氧化，氫被還原 碳被還原，氧被氧化 氫被氧化，氧被還原 碳被氧化，氧被還原 

33 已知 Cd(OH)2在 25℃水中的溶解度為 2.0× 10-5 M，試求出在 25℃下，Cd(OH)2的 KSP值大小： 

 4.0× 10-10  8.0× 10-15  3.2× 10-14  8.0× 10-10 

34 有一 25℃水溶液其 pH 值由 3.0 上升到 5.0，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最終溶液(pH=5.0)的[OH-]濃度是 10-9 M 最初溶液(pH=3.0)可以是 0.001 M HNO3(aq) 

溶液的 pOH 值由 11.0 降為 9.0 溶液中的[H+]濃度下降了 1/2 

35 有一化學反應平衡方程式：H2(g) + I2(s)  2HI(g)  ΔH=+ 68.0 KJ/mol，關於此反應的平衡，下列敘述

何者錯誤？ 

移除 HI(g)可促使平衡向右 加入更多的 H2(g)可增大平衡常數 

加熱此反應系統，平衡趨向右邊 此反應是一非均相平衡 

36 下列那一類化合物具有-C-NH2的官能基？ 

醇類 醛類 酯類 胺類 

37 下列那一個元素需要 3 個電子來填滿它的價殼層？ 

矽 鈣 砷 鋁 

38 硝酸鈉（NaNO3）、乙醇（C2H5OH）、正丁烷（C4H10）以及氬氣（Ar），四個化合物的沸點依序為： 

氬氣＜正丁烷＜硝酸鈉＜乙醇 氬氣＜正丁烷＜乙醇＜硝酸鈉 

正丁烷＜氬氣＜硝酸鈉＜乙醇 氬氣＜乙醇＜正丁烷＜硝酸鈉 

39 在 25℃，一大氣壓下，四個體積相同的 2.0 公升容器分別裝有氧氣、氬氣、乙烷及氯氣，請問那一個氣

體具有最高密度（重量/體積）？ 

氬氣 氧氣 乙烷 氯氣 

40 下列那一個反應不是氧化還原反應？ 

 LiOH + HI → H2O + LiI  Mg + 2HI → MgI2 + H2 

 Ca + 2H2O → Ca(OH)2 + H2  CH4 +2O2→ 2H2O + 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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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四等一般消防特考 

科目：火災學概要 

一、申論題部分：（50 分） 

 電氣設備因素引起之火災，一直高居臺灣火災原因之首，常用「電線走火」來泛

指發生於用電線路上之事故引起之火災，請說明電線走火之原因？（25 分）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火災學概要】 

 

 原油或重質油之沸溢（Boilover）是消防隊進行搶救時可能會發生危險之情

形，預測工作至為重要，請說明其發生之徵兆及注意事項有那些？（25 分）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火災學概要】 

 

 測驗題部分：（50 分）  

1  消防搶救時，考慮熱傳導現象而進行冷卻降溫，下列何者不是影響熱傳導的因

素？  

(A)體積   

(B)溫度差   

(C)熱傳導係數   

(D)距離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火災學概要】 

A 

2  搶救鐵皮屋火警時，常利用上方開口，以自然熱對流原理進行排煙，有關自然

熱對流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開口越大，對流速度越快   

(B)開口位置越高，對流速度越快  

(C)燃燒越猛烈，對流速度越快   

(D)開口越接近中性帶，對流速度越快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火災學概要】 

D 

3  常溫常壓下，進行可燃性液體圓形油池火災燃燒實驗時，若燃燒時直徑為 1 公

尺，且熱釋率為 1.5 MW，依 Heskested 的火焰高度計算公式，則該火焰大約

會有多高？（已知：15002/5=18.64, 15001/2=38.73）  

(A)1.6 公尺   

(B)2.2 公尺   

(C)3.2 公尺   

(D)4.2 公尺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火災學概要】 

C 

4  火焰高度為 1 公尺，點火源模式下，距離火焰中心 4 公尺，所接受到輻射熱

通量為 8 公尺位置的幾倍？  

(A)2   

(B)4   

(C)16   

(D)32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火災學概要】 

B 

5  界面活性系泡沫滅火藥劑，主要具有下列何種功能？  A 



(A)在油面產生起泡作用  

(B)遮斷連鎖反應   

(C)在油面產生聚合作用  

(D)在油面產生分解作用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火災學概要】 

6  在體積 V 的空氣中（氧容積濃度約為 21%），加入 0.4 V 的不燃性氣體，氧容

積濃度會降至約多少？  

(A)13%   

(B)15%   

(C)17%  

(D)19%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火災學概要】 

B 

7  下列何者物質燃燒範圍（即燃燒上下限之差值）最大？   

(A)丙烷   

(B)乙炔   

(C)乙醇  

(D)乙醚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火災學概要】 

B 

8  靜電放電導致火災或爆炸之前提條件，下列何者正確？  

(A)放電能量小於可燃性物質之最小點火能量  

(B)帶電體為導體，通常蓄積靜電能量均能化為放電能量  

(C)帶電體為非導體者，通常蓄積靜電能量均能化為放電能量  

(D)放電能量與帶電體是否為導體無關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火災學概要】 

B 

9  棉被悶燒屬於何種燃燒型態？   

(A)快速燃燒   

(B)混合燃燒   

(C)無焰燃燒   

(D)完全燃燒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火災學概要】 

C 

10  純物質從固態轉換成液態，或自液態轉換成氣態，吸收之熱量稱為：  

(A)顯熱   

(B)潛熱   

(C)活化能   

(D)輻射熱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火災學概要】 

B 

11  通風控制燃燒時，通風口面積增加 1 倍，通風口高度增加 3 倍，若仍維持通

風控制燃燒，理論上燃燒速度會增加 

多少倍？  

(A)1   

D 



(B)2   

(C)3   

(D)4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火災學概要】 

12  研究火災特性時，一般學者經常會以熱釋放率來設計火源的大小，熱釋放率的

單位為何？  

(A)卡   

(B)焦耳   

(C)攝氏溫度   

(D)瓦特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火災學概要】 

D 

13  火載量經常被拿來評估燃燒時間長短，以及建築物起火影響，下列何者為火載

量的定義？  

(A)單位面積的可燃物量 

(B)單位體積的發熱量   

(C)單位時間的燃燒量  

(D)單位時間的可燃物量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火災學概要】 

A 

14  假設有一居室空間長 6 公尺、寬 5 公尺、高 3 公尺，該居室若有一開口尺寸

寬 1 公尺、高 1.96 公尺，依據學者 

Thomas 的研究，則該居室發生閃燃所需之熱釋放率約為多少？（已知： 1.96 

=1.4, 3 =1.732）  

(A)1.0 MW   

(B)2.0 MW   

(C)3.0 MW   

(D)4.0 MW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火災學概要】 

B 

15  防火構造建築物外牆，具有相同面積不同開口型式，下列何種比例型式（即垂

直高度：水平寬度）較容易形成火 

焰向上延燒？  

(A)3：1   

(B)1：3   

(C)3：4   

(D)4：3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火災學概要】 

B 

16  火場常見之有毒氣體中，同為 100 ppm 濃度下，下列何者對人體具有最強烈之

毒性？  

(A)CO   

(B)HCN   

(C)HCl   

B 



(D)NO2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火災學概要】 

17  不同導體之間以導線結合，使二者之電位差消除，以防止放電的方法稱為：  

(A)接地   

(B)接線   

(C)中和   

(D)條狀放電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火災學概要】 

B 

 

18  液體油料使用管路輸送時，發生靜電的現象稱為：  

(A)流動帶電   

(B)電暈放電   

(C)沿面放電   

(D)撞擊帶電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火災學概要】 

A 

19  下列何者為液化天然氣（LNG）的主要成分？  

(A)甲烷   

(B)乙炔   

(C)丙烯   

(D)丁烷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火災學概要】 

A 

20  有關地下建築物的防火的相關措施或規劃，下列何者並不適當？  

(A)嚴密的火源管理     

(B)萬一停電，亦能維持最低限度的運作機能  

(C)確認防火門上鎖，以預防火災時誤開啟   

(D)設置與外氣相通的地下廣場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火災學概要】 

C 

21  海龍滅火藥劑因會破壞環境而被禁用，取代的 IG-541 潔淨滅火藥劑，比例最

高的成分為何？  

(A)氮氣   

(B)氬氣   

(C)二氧化碳   

(D)一氧化碳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火災學概要】 

A 

22  重質油類火災所產生的沸溢（boilover），屬於下列何種現象？  

(A)混合爆炸   

(B)蒸氣爆炸   

(C)分解爆炸   

(D)化學爆炸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火災學概要】 

B 



23  處理高壓乙炔時，為防止其爆炸，通常以其他氣體稀釋，使乙炔濃度降低，下

列敘述何者正確？  

(A)稀釋用的氣體僅限於不活潑氣體  

(B)稀釋的氣體分子熱愈小，其添加效果愈大  

(C)工廠中使用的乙炔鋼瓶，常利用浸泡丙酮的多孔性物質，使乙炔溶解於其中

以防止爆炸  

(D)稀釋用的氣體無論任何種類，其界限壓力均相同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火災學概要】 

C 

24  通常粉塵之最小發火能量比可燃性氣體之最小發火能量：  

(A)高   

(B)低   

(C)相同   

(D)無法比較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火災學概要】 

A 

25  若一爆炸性粉塵需添加較多的不活潑性氣體，才能使其不爆炸時，即表示此粉

塵爆炸性為：  

(A)容易爆炸   

(B)不容易爆炸   

(C)不活潑   

(D)無法判定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火災學概要】 

A 

 



107年度四等一般消防特考 

科目：法學知識 

1  依憲法前言，下列何者非制定中華民國憲法之目的？   

(A)保障民權   

(B)增進人民福利   

(C)奠定社會安寧  

(D)維護疆域完整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D 

2  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省應承何機關之命，監督縣自治事項？   

(A)總統   

(B)省主席   

(C)行政院   

(D)立法院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C 

3  關於憲法基本國策中社會保險制度之落實，下列何者不屬之？   

(A)勞工保險   

(B)農民健康保險   

(C)強制汽車責任險   

(D)國民年金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C 

4  下列何者於憲法總綱中有明文規定？  

(A)國歌   

(B)國徽   

(C)國旗   

(D)國都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C 

5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之規定，關於原住民族之保障，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要求員工逾百人之政府採購得標廠商，應進用一定比例原住民，不違反平等

原則  

(B)應進用一定比例原住民之政府採購得標廠商，可選擇以繳納代金取代之  

(C)為保障原住民族的政治參與，國家不得保障其他特定族群之政治參與  

(D)國家得立法保障原住民族之工作權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C 

6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下列有關人身自由之敘述，何者錯誤？  

(A)基於遣送所需合理作業期間，對外國人暫時收容之處分，尚無須經由法院為

之，合憲  

(B)大陸地區人民受強制出境處分者，於強制出境前得暫予收容之規定，與法律

明確性原則相符，合憲  

(C)遣送所需合理作業期間之暫時收容部分，未賦予受暫時收容之外國人有即時

之司法救濟，違憲  

B 



(D)逾越遣送所需合理作業期間，對外國人暫時收容之處分，非由法院審查決

定，違憲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7  下列關於人性尊嚴之敘述，何者錯誤？  

(A)維護人性尊嚴與尊重人格發展，乃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核心價值  

(B)每個人皆具有其獨特性與不可替代性，因此人之價值無法、亦不應被量化  

(C)基於尊重人的自由意志，應保障被告緘默之自由  

(D)為回復名譽而命加害人公開道歉，則應考量名譽受侵害之形式、程度定相當

之方式，縱涉及加害人自我羞辱，亦非憲法所不許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D 

8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意旨，下列何者非屬憲法第 15 條工作權之保障範圍？  

(A)選擇在住宅區開咖啡店之自由   

(B)公務人員選擇分發單位之自由  

(C)執業藥師在多處藥局、醫療院所兼差之自由  

(D)公費醫學生畢業違約拒絕在偏鄉服務之自由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B 

9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有關憲法平等權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係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等  

(B)所謂「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亦指法律之制定與適用，均應注意平等權之要求  

(C)性傾向分類亦屬憲法第 7 條禁止之歧視事由  

(D)對相同事物給予差別待遇，必然違反平等原則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D 

10  下列何者為憲法第二章明文列舉之權利？  

(A)受國民教育之權   

(B)隱私權   

(C)契約自由   

(D)婚姻自由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A 

11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關於國家徵收人民土地，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得基於公用或其他公益目的為之   

(B)徵收之土地得依政策需要，移轉予第三人所有  

(C)應注意是否為 後手段，即符合必要性原則  

(D)應儘速給予合理補償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B 

12  下列何者為我國現行選舉制度所採行？  

(A)政黨輪替代表制         

(B)單記可讓渡式投票制  

(C)多人選區絕對多數選舉制   

(D)單一選區相對多數選舉制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D 



13  依憲法及增修條文規定，總統所發布之命令，下列何者須經行政院院長副署？  

(A)緊急命令 

(B)解散立法院之命令 

(C)考試院院長之任命令 

(D)大法官之任命令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A 

14  依司法院釋字第 627 號解釋，關於總統之國家機密特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總統於憲法職權範圍內，亦為憲法上之 高行政首長  

(B)總統依其固有之權能享有國家機密特權  

(C)總統依其國家機密特權，就國家機密事項於刑事訴訟程序享有拒絕證言權  

(D)總統於民事訴訟程序中，不享有國家機密特權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D 

15  關於行政院院長，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行政院院長之任命無須立法院同意  

(B)行政院院長對於各部會首長有任命權  

(C)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院長，與憲法未盡相符  

(D)立法院得經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一以上連署，對行政院院長提出不信任案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B 

16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有關行政院覆議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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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逕行移請立法院覆議  

(B)行政院應於該決議案送達行政院 10 日內，移請立法院覆議  

(C)立法院對於行政院移請覆議案，應於送達 15 日內作成決議。如為休會期

間，立法院應於 7 日內自行集會，並於開議 15 日內作成決議  

(D)覆議時，如經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以上決議維持原案，行政院院長應即接

受該決議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A 

17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立法委員之報酬或待遇，應以何層次的規範定之？  

(A)憲法   

(B)法律   

(C)立法院決議   

(D)命令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B 

18  依憲法及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關於立法委員言論免責權之敘述，何者正

確？  

(A)僅立法委員享有言論免責權，地方議會議員無此特權  

(B)立法委員之言論免責權，僅限於會期內與行使職權有關之言論  

(C)原選舉區選舉人得因立法委員在院內之不當言論而罷免之  

(D)言論免責權為民、刑事責任的豁免，但無法免於受監察院彈劾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C 



19  憲法第 134 條規定：「各種選舉，應規定婦女當選名額，其辦法以法律定

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保障婦女當選名額，其目的在促進兩性地位實質平等  

(B)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依政黨名單投票選舉的全國不分區及僑選立委，各政

黨當選名單中，婦女不得低於二分之一  

(C)規定婦女當選名額的法律，其合憲性審查須採 嚴格之審查基準  

(D)此條規定不構成修憲界限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C 

20  下列何種言論之內容限制，應適用寬鬆的審查基準？  

(A)政治性言論   

(B)商業性言論   

(C)宗教性言論   

(D)誹謗性言論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D 

21  下列有關司法院大法官之敘述，何者錯誤？  

(A)大法官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  

(B)並為院長、副院長之大法官，不受任期之保障  

(C)大法官除法官轉任者外，不適用有關法官終身職待遇之規定  

(D)司法院副院長出缺時，由總統就大法官中指定一人代理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D 

22  下列何者非屬司法院大法官之職權？  

(A)解釋憲法     

(B)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  

(C)組成憲法法庭審理總統、副總統之罷免事項  

(D)組成憲法法庭審理政黨違憲之解散事項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C 

23  依司法院釋字第 530 號解釋，何者應為我國之 高審判機關，方符合制憲本

旨？  

(A)司法院   

(B)高法院   

(C)高行政法院   

(D)憲法法院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A 

24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7 條規定，下列何者並非監察院之職權？  

(A)彈劾權   

(B)糾舉權   

(C)審計權   

(D)同意權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D 

25  下列何者為憲法明定之 基層地方自治團體？  C 



(A)村（里）   

(B)鄉（鎮、市）   

(C)縣   

(D)省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26  關於犯罪之預備階段，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犯罪的預備已經開始對法益產生可能危險，一般性犯罪都有處罰規定  

(B)預備殺人罪以殺人行為基本構成要件實現作為其目的，未達著手實行  

(C)為加強刑法的保護功能，全部犯罪都應該從預備階段起開始處罰才是  

(D)先為犯罪預備行為，後著手該犯罪，屬於二個行為，應該分別處罰之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B 

27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下列情形何者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A)公立學校高中以下教師敘薪，以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定之  

(B)地方自治團體就其自治事項，於合理範圍內以自治條例限制居民之基本權  

(C)大學於合理及必要之範圍內，訂定有關取得學位之資格條件  

(D)航空人員體格檢查之合格標準，以航空人員體格檢查標準定之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A 

28  下列何者不是行政救濟？  

(A)訴願   

(B)行政訴訟   

(C)陳情   

(D)申請復查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C 

29  內政部於民國 106 年 6 月 22 日發布「租屋服務事業認定及獎勵辦法」，明定

該辦法自發布日施行。該辦法自何日起發生效力？  

(A)106 年 6 月 22 日  

(B)106 年 6 月 24 日   

(C)送達立法院之日     

(D)總統公布之日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B 

30  自民國 98 年 6 月 12 日起，民法繼承編有何項重大變革？  

(A)改以限定繼承為原則，概括繼承為例外  

(B)概括繼承顯失公平者，繼承人皆拋棄繼承  

(C)各類遺囑均須經公證，始生法律效力  

(D)自書遺囑不以手寫為限，電腦打字亦有效力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A 

31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之規定，關於法規適用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法規對其他法規所規定之同一事項而為特別之規定者，應優先適用之。其他

法規修正後，仍應優先適用  

(B)法規對某一事項規定適用或準用其他法規之規定者，其他法規修正後，適用

D 



或準用修正後之法規  

(C)各機關受理人民聲請許可案件適用法規時，除依其性質應適用行為時之法規

外，如在處理程序終結前，據以准許之法規有變更者，適用新法規。但舊法規

有利於當事人而新法規未廢除或禁止所聲請之事項者，適用舊法規  

(D)法規因國家遭遇非常事故，一時不能適用者，必須暫停適用其全部，不得暫

停適用其一部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32  甲向乙借用望遠鏡，未得其同意，以乙之名義出售於善意之丙，並本於讓與之

合意交付該望遠鏡，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甲所為之買賣契約效力未定  

(B)如果乙不承認該契約，則不論甲有無過失，均須對丙負損害賠償責任  

(C)丙得定相當期限，催告乙確答是否承認，如乙逾期未為確答，視為拒絕承認  

(D)不論乙是否已經承認，丙均得為撤回之意思表示，以阻止買賣契約生效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D 

33  依全民健康保險法之規定，家庭責任醫師制度之給付應採下列何者為實施原

則？  

(A)論人計酬   

(B)論件計酬   

(C)論時計酬   

(D)論次計酬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A 

34  下列法規中，何者之位階最高？  

(A)法規命令   

(B)自治條例   

(C)緊急命令   

(D)委辦規則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C 

35  保險法第 83 條規定：「海上保險人對於保險標的物，除契約另有規定外，因海

上一切事變及災害所生之毀損、滅失及費用，負賠償之責。」此一規定屬於下

列何者？  

(A)強行法之命令規定  

(B)強行法之禁止規定  

(C)任意法之補充規定  

(D)任意法之解釋規定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C 

36  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其逮捕機關應於 24 小時內移送該管法院審問，屬於

何種層級化法律保留﹖  

(A)憲法保留       

(B)絕對法律保留   

(C)相對法律保留   

A 



(D)非屬法律保留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37  依地方制度法之規定，下列事項何者無須以自治條例規範？  

(A)市立棒球場之使用規範        

(B)使用牌照稅之稽徵  

(C)電子遊戲場業設置之許可事項   

(D)市民利用市立公園之管理、限制事項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A 

38  進行法律解釋時，原則上應從何種解釋方法開始進行？  

(A)歷史解釋   

(B)比較法解釋   

(C)文義解釋   

(D)合憲性解釋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C 

39  定有施行期限之法規，其施行期間得否延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法規定有施行期限者，期滿之日起，算至第三日起失效，主管機關不得延長

適用  

(B)法律定有施行期限，主管機關認為需要延長適用時，應於期限屆滿兩個月前

送立法院審議  

(C)法律定有施行期限，期限於立法院休會期內屆滿者，主管機關認為需要延長

適用時，應於立法院休會一個月前送立法院  

(D)行政命令定有施行期限，主管機關認為需要延長適用時，應於期限屆滿兩個

月前送立法院審議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C 

40  私立大學為下列何種行為時，視為行政機關？  

(A)核發入學許可   

(B)解聘教師   

(C)減免學生學雜費   

(D)提供宿舍與學生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A  

41  行政程序法第 36 條規定：「行政機關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

束，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項一律注意。」其採職權調查主義設計之主要根據

為下列何者？  

(A)依法行政原則   

(B)行政行為明確性原則  

(C)信賴保護原則   

(D)正當法律程序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A  

42  甲出售並交付機器一部給乙，但甲未告知機器之特殊使用方法，導致乙因使用

方法不當，引起機器爆破，乙之身體、機器和廠房受到損害。此際，甲對乙應

C 



負何種債務不履行之責任？  

(A)給付不能之損害賠償責任   

(B)給付遲延之損害賠償責任  

(C)不完全給付之損害賠償責任  

(D)受領遲延之損害賠償責任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43  下列何種受僱人之行為，僱用人應負連帶賠償責任？  

(A)郵局對郵差侵占包裹所生之損害  

(B)客運公司因司機未阻止乘客間的互毆行為所生之損害  

(C)保險公司對業務員和客戶太太的通姦行為所生之損害  

(D)醫院對護理人員院外的竊盜行為所生之損害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A 

44  甲基於委任契約而授與乙代理權，擬由乙代理甲向丙購買並移轉登記位於臺北

市之公寓 A 戶，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為求省事，乙可以同時為丙之代理人，直接辦理 A 戶買賣與所有權移轉登

記等事宜  

(B)甲得以口頭，亦得以書面方式授與乙代理權辦理移轉登記  

(C)甲與乙之委任契約，須以書面為之  

(D)甲必須以書面方式授與乙代理權辦理移轉登記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D 

45  甲、乙為夫妻，約定分別財產制。生有一子丙（6 歲），其後乙又懷孕，有胎兒

丁。甲、丙因交通事故同時死亡。甲身後留有積極財產新臺幣 150 萬元，丁依

法可分得甲多少遺產？  

(A) 50 萬元   

(B) 75 萬元   

(C) 25 萬元   

(D) 35 萬元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B 

46  關於刑法之違背職務受賄罪，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仲裁人非違背職務受賄罪之行為主體  

(B)「性行為」也可以構成受賄罪中的不正利益  

(C)目前實務見解認為，「職務行為」僅採法定職權之認定  

(D)非公務員居中協助公務員收受賄賂不構成公務員受賄罪的共同正犯或幫助犯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B 

47  關於刑法第 21 條第 1 項，依法令行為不罰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為維護整體法律秩序之一致性而設   

(B)本條定位為阻卻犯罪行為之違法性  

(C)為避免法律規定既允許又禁止之矛盾  

(D)所依照之法令，不以明文規定為必要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D 



48  依勞動基準法規定，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節日、勞動節稱為：  

(A)例假日   

(B)休息日   

(C)休假日   

(D)特別休假日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C 

49  家庭暴力防治法中所稱之保護令，分為那 3 種？  

(A)危急保護令、臨時保護令、長期保護令   

(B)緊急保護令、暫時保護令、通常保護令  

(C)短期保護令、中期保護令、長期保護令   

(D)緊急保護令、展延保護令、通常保護令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B 

50  甲為網路二手書籍賣家，在其拍賣網頁上以文字聲明「採貨到付款者，如經拆

封，一律不辦理退貨」，該聲明之法律效果為何？  

(A)該聲明有效，因二手書籍買賣已知交易物品內容，並非通訊交易  

(B)該聲明無效，因此為通訊交易，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第 19 條規定  

(C)該聲明有效，因當事人特約應當首先尊重，無論是否為通訊交易  

(D)該聲明無效，因此為訪問交易，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第 19 條規定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B 

 



107年度四等一般消防特考 

科目：英文 

1  He dislikes me, and I loathe him. The feeling of resentment between us 

is_____.  

(A)regular   

(B)wrecked    

(C)mutual     

(D)blurry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C 

2  According to research, children under 12 are not_____ enough to 

recognize dangers and risks. That’s why they cannot be left alone 

without the company of adults.  

(A)mature   

(B)qualified   

(C)accurate   

(D)aggressive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A 

3  Negotiators must attempt to probe below the_____ of their opponent’s 

position to discover underlying needs.  

(A)surface   

(B)ground   

(C)reason   

(D)purpose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A 

4  No mammal, other than_____ mammals such as whales, was previously 

known to travel such great distances to breed.  

(A)amphibian   

(B)nocturnal   

(C)vegetarian   

(D)marine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D 

5  Emily’s father has_____ of what can be happening as a police 

official in order to persuade Emily from becoming such one.  

(A)not spared her the details    

(B)denied her efforts  

(C)belittled her achievement    

(D)congratulated her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A 

6  Short of fresh food usually happens to many poor families, so 

eating_____, becomes their only choice.  

C 



(A)hangover   

(B)take-out   

(C)left-over   

(D)hanging-in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7  After a strong 7.8 earthquake in Ecuador, dozens of_____ climbed on 

to the rubble and sift through broken stones to recover whatever 

belongings remain intact.  

(A)ancestors   

(B)innovators   

(C)residents   

(D)treasurers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C 

8  Education is a priority in Asian countries. Most students face_____ 

university entrance exams to be accepted into prestigious 

universities.   

(A)competent   

(B)comfortable    

(C)complete   

(D)competitive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D 

9  In his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President Obama called upon 

Congress to_____ federal minimum wage to $9 an hour by 2015, up from 

the current $7.25.  

(A)boost   

(B)decrease   

(C)revoke   

(D)veto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A 

10  Political leaders keep talking about the future of Europe, yet none 

seems able to offer a clear_____.  

(A)fashion   

(B)hobby   

(C)melody   

(D)vision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D 

11  Pets are a luxury not often seen in Morocco. Animals are kept for 

their_____ benefits, as working animals or as sources of food.  

(A)compatible   

(B)edible   

D 



(C)tangible   

(D)utilitarian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12  The boys shuddered at the thought of being caught in any act of_____ 

by their harsh teacher.  

(A)generosity   

(B)appreciation   

(C)mischief   

(D)courtesy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C 

13  A true friend is someone who keeps you_____ when you are down and who 

shares your joy in the good times.  

(A)sorrow   

(B)relationship   

(C)shelter   

(D)company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D 

14  A NEET (Not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 refers to someone 

that chooses to_____ parents instead of looking for a steady job or 

enrolling in training.  

(A)let down   

(B)live off   

(C)pick up   

(D)bring about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B 

15  Jimmy_____ his courage, walked toward the girl, and asked for her 

phone number.  

(A)stood for   

(B)took after   

(C)plucked up   

(D)saw through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C 

16  The building_____ when the quake hit and several people were killed.  

(A)collided  

(B)collapsed  

(C)collected  

(D)constructed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B 

 請依下文回答第 17 題至第 19 題：   



  The imaginative worlds presented in science fiction may not be so 

far-fetched as readers think they are.  17  Mary Shelly completed 

Frankenstein in 1818, science fiction has been the precursor of new 

scientific discoveries and inventions. Robots, organ transplants, 

space travel, and other scientific inventions  18  considered wild 

imagination are now realities. Will all those odd-looking species we 

see in the movie series Star Wars be actually found somewhere in a 

remote corner of the universe? Will there be  19  one day launching 

attacks from the skies to destroy human beings or will they knock on 

our doors to say hello? Will human beings eventually scatter the 

universe with space colonies? Or can we travel to and fro freely 

between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with a time machine? All of these 

questions are still waiting to be answered with the passing of time.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17  (A)Even when   

(B)Ever since   

(C)Even though   

(D)Ever after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B 

18  (A)once   

(B)never   

(C)to be   

(D)always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A 

19  (A)territories   

(B)galaxies   

(C)shuttles   

(D)aliens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D 

 請依下文回答第 20 題至第 23 題：  

  To be healthy, people need to have a balanced diet. That is why we 

need to eat a variety of foods to give us the  20  carbohydrates, 

proteins, fats, minerals, and vitamins we need.  

  Vegetables, containing a great deal of water, are an excellent  21  

of vitamins and minerals. Vegetables also provide fiber, which helps 

our digestive systems to function properly. Most vegetables contain 

very little fat.  

  When vegetables are overcooked, the minerals and vitamins in them 

are  22 . Vegetables that are  23  or lightly cooked are more 

nutritious than those that are cooked for a long time.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20  (A)anxious   

(B)essential   

(C)delicious   

(D)unusual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B 

21  (A)cause   

(B)kind   

(C)outcome   

(D)source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D 

22  (A)increased   

(B)lost   

(C)released   

(D)produced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B 

23  (A)frozen   

(B)delicious   

(C)ripe   

(D)raw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D 

 請依下文回答第 24 題至第 27 題：  

  Barbie dolls have been part of the American culture since they were 

first sold in 1959. Aimed at six-to-nine-year-old girls, Barbie is 

made by Mattel. The company has sold more than a billion dolls 

worldwide. The Barbie line includes Malibu Barbie, Babysitter Barbie, 

and Wedding Barbie. Every year a new Barbie arrives on the market. 

But anyone can make a mistake,  24  Mattel shows. The company 

introduced a  25  of Barbie that they said would be “every mother’s 

nightmare.” Butterfly Art Barbie came with a butterfly tattoo on its 

stomach and a set of temporary transfer tattoos for the owner. A 

Mattel spokesperson said, “Nowadays, tattoos are classed as art.” 

Although the company acknowledged that the new toy might inspire 

young girls to want real tattoos, it argued it was only  26  fashion. 

The spokesperson said, “Ask any cool girl, and she’ll tell you that 

tattoos are one of the latest fashion crazes.” Mattel was right 

about one thing. Parents were  27 . And the company took Butterfly 

Art  

Barbie off the market.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24  (A)as   

(B)for   

(C)since   

(D)until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A 

25  (A)piece   

(B)case   

(C)version   

(D)token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C 

26  (A)standing up to   

(B)letting go of   

(C)giving up on   

(D)keeping up with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D 

27  (A)hospitable   

(B)puzzled   

(C)supportive   

(D)furious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D 

 請依下文回答第 28 題至第 31 題：  

  The beautiful scenery and amazing creatures found below the waves 

are what draw most divers to the ocean. Some divers take up 

photography as a hobby. Diving magazines have been known to buy 

photographs of rare sea life from regular divers.  

  Above the surface, hired boats take tourists on whale watching 

trips. Whale watching during the right season allows people to see 

not only a variety of whale species, but seals and other sea animals 

as well. Some of the more eager watchers may even travel hundreds of 

miles to follow the paths of individual whales. Meanwhile, bird 

watchers work hard to discover new bird species. Serious bird 

watchers bring along their life lists, in which they record every 

species of bird that they have seen in the wild. Like whale watchers, 

“birders” sometimes hop continents on their mission to add new 

species to their lists.  

  Collecting parts of animals is a common hobby. While buying or 

selling ivory is illegal, it can be made into profitable items such 

as chess sets, piano keys, and jewelry. Animal skins and furs and 

entire stuffed animals are often found at homes as decorating items. 

And the hobby of butterfly collecting is one of the oldest in the 

 



world. Russian author Vladimir Nabokov was known for his life-long 

passion for collecting butterflies. The world’s largest collection 

is found in Costa Rica, a nation with more butterfly species than the 

entire Africa.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28  What is this passage mainly about?  

(A)Animal lovers’ efforts to protect rare species.   

(B)Making money by watching and selling animals.  

(C)The land and sea animals that people like most.  

(D)The popular activities among animal lovers.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D 

29  If you were a butterfly expert, which of the following places would 

you recommend to a butterfly lover?  

(A)America.   

(B)Russia.   

(C)Costa Rica.   

(D)Africa.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C 

30  If you are a regular diver, you would probably_____.  

(A)hire boats and take tourists to watch whales   

(B)take plenty of pictures and sell them to magazines  

(C)track down the paths of individual whales   

(D)check the life list of sea animals every year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B 

31  Why are some “birders” traveling far away from home?  

(A)To watch a larger number of birds.   

(B)To find a greater number of bird species.  

(C)To bring along more bird life lists.   

(D)To hop from continent to continent.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B 

 請依下文回答第 32 題至第 35 題：  

  Recent researches have shown that how you breathe can tell you how 

relaxed or how tense you are. So if you want to keep a tranquil mind 

and not to feel anxious all the time, you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your breathing. For example, when you are calm, your breathing is 

deep and steady. Your breath mainly comes from the stomach, not the 

chest. But when you are nervous, excited, or under pressure, your 

breathing changes. It becomes shallow and ragged; that is, it is 

short and quick. It comes mainly from the chest or throat. Sometimes, 

when upset, you may even catch yourself holding your breath without 

 



knowing it. Or you may exhale more quickly than you inhale. So 

whenever you want to calm down, try to breathe to a rhythm. Inhale to 

the count of three; exhale to the count of four. Then get in the 

habit of checking your breathing from time to time to make sure you 

stay relaxed and at your best.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32  What is the best title for this passage?  

(A)How to Hold Your Breath   

(B)Why Your Breathing Changes  

(C)The Habit of Checking Your Breathing   

(D)Breathing and the State of Your Emotion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D 

33  When you feel relaxed,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about your 

breathing is true?  

(A)It is quick and short.     

(B)It is deep and steady.  

(C)You exhale more quickly than you inhale.   

(D)Your breath comes mainly from your chest.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B 

34  Which of the following best explains the word “rhythm” in this 

passage?  

(A)A regular movement of body in dancing.   

(B)A regular pattern of sound in poetry.  

(C)A regular pattern of sound in music.   

(D)A regular flow of air in breathing.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D 

35  According to this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NOT 

true when you are angry?  

(A)You may breathe out air faster than you breathe in.  

(B)You may calm down by checking your breathing.  

(C)You may inhale more quickly than you exhale.  

(D)You may hold your breath without knowing it.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C 

 請依下文回答第 36 題至第 40 題：  

  If you pull on a door handle, the door opens. If you sit on a bed, 

the springs in the mattress compress and,  36  of the compression, 

exert an upward force on you. We know from experiences that some sort 

of force is  37  to do these jobs. There are two basic classes of 

forces,  38  whether the agent touches the object or not. Contact 

forces are forces that act on an object by touching it at a point of 

 



contact. The majority of forces are contact forces. Long-range forces 

are forces that act on an object  39  physical contact. Magnetism is 

an example of a long-range force. You have undoubtedly held a magnet  

40  a paper clip and seen the paper clip leap up to the magnet. A 

coffee cup released from your hand is pulled to the earth by the 

long-range force of gravity.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36  (A)as a consequence  

(B)at the expense   

(C)on the verge   

(D)for a change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A 

37  (A)purchased   

(B)landed   

(C)required   

(D)equated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C 

38  (A)referring to  

(B)depending on  

(C)looking into  

(D)tearing from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B 

39  (A)without   

(B)against   

(C)towards   

(D)through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AD 

40  (A)beneath   

(B)within   

(C)through   

(D)over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請依下文回答第 41 題至第 45 題：  

  Small businesses are common in many countries and are operated by 

many young entrepreneurs around the world. Although they don’t have 

deep pockets to  41 , small businesses have certain advantages over 

large companies.  

  First of all, small businesses are easy to start because it 

doesn’t require a large amount of capital to  42  them. This is 

particularly helpful to those entering the field of business with 

 



limited resources.  

  Secondly, a small firm can provide dedicated products or services  

43  the specific demands of its customers. For example, a small shop 

can offer custom-made products that are not available in large chain 

stores. A small business’s ability to meet the true needs of the 

consumer is much higher than it is with big companies.  

  Finally, operating a small business allows the owner to  44  of 

his/her labor. The owner has the sole right to the profits earned. He 

is not required to divide it with co-owners (shareholders) as  45  

many bigger businesses. A small business’s owner is his own boss.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41  (A)cut corners       

(B)weather storm   

(C)face the music   

(D)climb the ladder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42  (A)run   

(B)bear   

(C)cost   

(D)guide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A 

43  (A)brought out   

(B)called upon   

(C)refrained from   

(D)tailored to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D 

44  (A)take the floor     (B)pick up speed   

(C)make both ends meet (D)reap all the fruits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D 

45  (A)by the name of   

(B)by the contrary of   

(C)in the case of   

(D)for the sake of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C 

 請依下文回答第 46 題至第 50 題：  

  El Niño is coming and people in every part of the world are getting 

worried. El Niño is a mysterious weather pattern. It begins about 

every four years with a sudden warming of the eastern Pacific Ocean 

along the equator.   El Niño is caused by changes in air movements. 

These changes disrupt ocean currents. The warm water in the Pacific 

 



Ocean moves south along the west coast of South America. It makes the 

cold water off the coast of Peru and Ecuador warmer. The warming of 

the ocean water kills many fish, sea animals, and sea birds. But El 

Niño’s effects are not limited to the local area. The warming of the 

ocean affects weather patterns throughout the world.  

  El Niño is a Spanish term. It means “the male child” and usually 

refers to the baby Jesus. Fishermen in Peru began calling the strange 

weather event El Niño because it usually arrived around Christmas 

time. Today the term El Niño is only used when the weather event is 

big enough and warm enough to bring worldwide effects.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46  According to this passage, how often does El Niño occur?  

(A)every two years       

(B)every three years   

(C)every four years   

(D)every five years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C 

47  According to this passage, where does El Niño occur originally?  

(A)North America   

(B)South America   

(C)Spain   

(D)Belgium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B 

48  According to this passage, what does the term El Niño mean in 

Spanish?   

(A)the cold weathe   

(B)the equator   

(C)the male child   

(D)the warm water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C 

49  According to this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TRUE?  

(A)Only the Spanish are worried about El Niño.  

(B)El Niño usually arrives in summer.  

(C)El Niño is caused by the cooling of ocean waters.  

(D)Today the term El Niño is used only when it has global effects.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D 

50  According to this passage, who first used the term El Niño to refer 

to the strange weather pattern?  

(A)fishermen   

(B)linguists   

A 



(C)scientists   

(D)technicians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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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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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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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為便於災害搶救之進行，要劃定警戒區，依消防法之規定，那些情形要劃定警戒區？

並詳細說明其有那些區別？（25 分）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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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種販賣場所，如設有調配室者，應符合那些規定？（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6402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25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自衛消防編組是落實火災預防很重要的工作，依消防法施行細則之規定，一定規模以上供公眾使用建築

物其員工人數為 30 人，其自衛消防編組為下列何者？①救護班 ②滅火班 ③通報班 ④避難引導班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③④  ②③④  

2 熱顯像儀是重要之裝備，依消防法相關子法，直轄市縣市消防車輛裝備及其人力配置標準之規定，熱顯

像儀屬於下列何種裝備？ 

救火裝備 救生裝備 勤務裝備 救災裝備 

3 依消防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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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防機關得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所定各類場所之危險程度，分類列管檢查及複查 

不屬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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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期限

屆期後，未設者，處其管理權人新臺幣 6 千元以上 3 萬元以下罰鍰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設置之消防安全設備，其設計、監造應由消防設備師為之；其裝置、

檢修應由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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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依消防法施行細則之規定，有關消防防護計畫內容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自衛消防編組：員工在 10 人以上者，至少編組滅火班、通報班及避難引導班  

滅火、通報及避難訓練之實施，每次不得少於 8 小時，並應事先通報當地消防機關  

滅火、通報及避難訓練之實施；每半年至少應舉辦一次  

防火避難設施之自行檢查：每月至少檢查一次  

5 依消防法之規定，人民因消防人員進行搶救火災作為而導致其財產遭受特別犧牲之損失時，得請求補償。

損失補償自知有損失時起，A 年內請求之。但自損失發生後，經過 B 年者，不得為之。A 與 B 各為何？ 

 A=1  ,  B=2  A=2  ,  B=3  A=2  ,  B=5  A=3  ,  B=5 

6 依消防法第 14 條之 1 所定明火表演安全管理辦法規定，表演場所應於表演活動開始 X 日前，報請主管機

關審查，主管機關應於受理申請次日起 Y 日內實地勘查，表演經許可後，其有限期限為 Z 個月。X、Y、

Z 為下列何者？ 

 30、10、1  15、30、1  30、20、2  30、15、3 

7 依消防法及其相關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地下建築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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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面樓層達 6 層以上建築物，應使用防焰物品 

高層建築物之定期檢修，應委託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辦理 

消防設備師、消防設備士不實檢修，依消防法第 38 條第 3 項處分 

8 依災害防救法之規定，為緊急應變所需，訂有各種警報訊號，未經許可不得擅自使用，違反者應處何罰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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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高雄市曾發生丙烯油料管線之火災爆炸案例，造成多人死亡，下列何者為管線災害之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

管機關？ 

內政部 經濟部 交通部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 依災害防救法之規定，有關災害防救工作事宜，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各級政府編列之災害防救經費，如有不敷支應災害發生時之應變措施及災後之復原重建所需，應視需

要情形調整當年度收支移緩濟急支應，不受預算法第 62 條及第 63 條規定之限制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成立後，得視災情研判情況或聯繫需要，通知直轄市、縣（市）政府立即成立地方

災害應變中心 

直轄市、縣（市）災害防救會報置召集人 1 人、副召集人 1 至 2 人，分別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正、

副首長兼任 

人民因第 24 條第 2 項之處分、強制措施或命令，致其財產遭受損失時，得請求補償。損失補償應自知

有損失時起，1 年內請求之。但自損失發生後，經過 4 年者，不得為之 

11 依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之規定，徵調書應記載事項，下列何者錯誤？ 

徵調期限  徵用物數量及規格 

報到時間及地點  處分機關名稱及其首長署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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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依災害防救法之規定，有關火山災害、懸浮微粒物質災害之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分別為下列何者？ 

內政部、衛生福利部  經濟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交通部、經濟部  內政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3 依災害防救法之規定，行政院設中央災害防救會報，下列何者非屬其任務範圍？ 

決定災害防救之基本方針 

核定重要災害防救政策與措施 

督導、考核中央及直轄市、縣（市）災害防救相關事項 

核定各該直轄市、縣（市）災害防救基本計畫 

14 依災害防救法之規定，當有重大災害發生，決定開設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時，其指揮官由下列何者擔任？ 

行政院院長 行政院副院長 行政院院長指定 內政部消防署署長 

15 依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之規定，下列物品何者非屬所定災害防救物資、器材？ 

急救用醫療器材及藥品   

營建機具、建材及其他緊急應變措施之必需品 

資訊、通信等器材、設備  

人命救助器材及裝備 

16 依爆竹煙火管理條例之規定，下列辦理事項何者屬於中央主管機關之權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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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違法製造、輸入、儲存、解除封存、運出儲存地點、販賣、施放、持有或陳列爆竹煙火之成品、半成

品、原料、專供製造爆竹煙火機具或施放器具之取締及處理 

爆竹煙火監督人講習、訓練之規劃及辦理 

17 依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之規定，過碘酸屬於何類危險物品？ 

第一類危險物品 第三類危險物品 第五類危險物品  第六類危險物品 

18 依爆竹煙火管理條例之規定，未經許可擅自製造爆竹煙火之裁處，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未經許可擅自製造爆竹煙火，處負責人及實際負責執行業務之人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併科新臺

幣 50 萬元以上 300 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擅自製造爆竹煙火因而致人於死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200 萬元

以上 1000 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擅自製造爆竹煙火因而致人重傷者，處 2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00 萬元

以上 500 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擅自製造爆竹煙火所得之利益超過法定罰金最高額者，仍應受法定罰金最高額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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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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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化石油氣串接使用量 200 ㎏者，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設置氣體漏氣警報器   

設置緊急遮斷裝置 

以書面向當地消防機關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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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以上 

20 依爆竹煙火管理條例施行細則之規定，輸入待申請個別認可之一般爆竹煙火者，應運至合格儲存地點放

置及辦理封存，其下列程序何者錯誤？ 

核對輸入之一般爆竹煙火與型式認可證書記載內容是否相符 

封存以封條為之，封條應加蓋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關防並註明日期 

核對進口報單與申請輸入許可相關文件記載事項是否相符 

確認儲存場所為合格者，且與申請輸入許可相關文件記載相符 

21 依爆竹煙火管理條例之規定，爆竹煙火製造場所其負責人應登記進出之爆竹煙火原料、半成品等項目，

以備稽查；其紀錄應至少保存多少年？ 

 1  3  5  7 

22 依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之規定，六類危險物品製造場所或一般處理

場所四周保留空地寬度應在多少公尺以上？ 

 3  5  7  9 

23 依緊急醫療救護法之規定，救護車之設置，下列何者不在明定之設置機關（構）？ 

軍事機關 警察機關 護理機構 消防機關 

24 依緊急救護辦法之規定，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為實施救護業務，對所轄之區域應進行下列何項調查？ 

地勢及交通狀況  天然災害潛勢區域  

老舊建物所在區位  人口年齡結構 

25 依緊急醫療救護法之規定，有關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之救災救護指揮中心處理事項，下列敘述何

者正確？ 

建置區域內災害醫療資源之資料庫 督導救護技術員 

轉診爭議事項之審查  建立緊急醫療救護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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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四等一般消防特考 

科目：普通物理學概要與普通化學概要 

 

一、單一選擇題：(共 40題，每題 2.5分) 

1  有甲、乙兩個位置固定的點電荷相距 L，帶正電量分別為 +4Q 與 +9Q。若想在甲、乙兩個

點電荷之間放入一個帶負電的點電荷丙，使得丙受靜電力為零，則點電荷丙的位置應該距

離甲為多遠？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普通物理學概要與普通化學概要】 

A 

2  有長度相同的甲、乙兩條電阻線，皆由相同材質組成。甲電阻線截面積為 1 mm2；乙電

阻線截面積為 

3mm2。考慮電阻產生發熱效應時，則下列關於電阻線走火危險性的敘述，何者正確？  

(A)若兩條電阻線並聯後接上電源，則乙電阻線最危險  

(B)兩條電阻線並聯後接上電源，危險性都相同  

(C)不論兩條電阻線串聯或並聯後接上電源，乙電阻線都是最危險  

(D)不論兩條電阻線串聯或並聯後接上電源，甲電阻線都是最危險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普通物理學概要與普通化學概要】 

A 

3  如圖所示，二平行帶電平板間有均勻電場，量值為 E，電場內有 A、B、C 三個點，排列

成直角三角形，角 B 為直角，AB 邊與電場平行。今將一電量為 Q 的正電荷由 A 緩慢

等速地移動到 C，應作功若干？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普通物理學概要與普通化學概要】 

A 

4  一個 LC 振盪系統，在特定頻率下電抗為零，該頻率稱為系統的振盪頻率。今有電感器 

10 mH、電容器 4.0 μF，經由這兩個元件可以組合出電抗為零的振盪系統，則該系統的

振盪頻率 f 為多少？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普通物理學概要與普通化學概要】 

D 

5  如圖所示，有二理想電池（內電阻為零）與三電阻 R1、R2、R3 連結，其中 R1= 2Ω，

R2= 1Ω，流過 

R1、R3 的電流分別為 2 A、4 A，求電池 V1 的電壓為何？  

(A)6 伏特   

(B)8 伏特   

C 



(C)10 伏特   

(D)12 伏特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普通物理學概要與普通化學概要】 

6  甲、乙、丙三個點電荷位於正三角形的三個頂點上，所帶的電荷分別為 q、q、-q。若以

箭頭代表甲、乙、丙受到的靜電力方向，則下列何圖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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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7  一個孤立的系統內含有 A 和 B 兩個子系統。假設在某一過程中兩個子系統之間發生功

與熱的交換，使 

得 A 和 B 的內能變化量分別為ΔUA 和ΔUB，而熵的變化量分別為ΔSA和ΔSB，下列

敘述何者正確？  

(A)Δ +ΔUA UB必定大於零   

(B)Δ +ΔSA SB必定不能小於零  

(C)ΔUA 和ΔUB必定都要等於零   

(D)ΔSA和ΔSB 必定都要大於零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普通物理學概要與普通化學概要】 

B 

8  核二發電廠第一號機的平均輸出功率為 985 MW，在正常工作下它可供每月用電 600 度的

用戶多少戶？  

(A)11820  

(B)1182000  

(C)2364000  

(D)23640000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普通物理學概要與普通化學概要】 

B 



9  有關家用電器使用電源的常識，下列何者正確？  

(A)多個家用電器係以並聯方式插接在插座中  

(B)除電熱器外，其他電器均以串聯方式插接在不同的插座中  

(C)將標記為 110 V、600 W 的電熱器插在 220 V 之插座上，效果加倍  

(D)將標記為 220 V、600 W 的電器插在 110 V 的插座上，除可正常使用外，電器壽命

尚可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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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0  下列那一方式可使平行板電容器的電容增大？  

(A)兩平行板的面積減小     

(B)兩平行板間的間距增大  

(C)兩平行板間塞入絕緣的介電質    

(D)同一電容器兩板間的電位差越小，其電容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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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1  在絕熱容器中，以 100 克 0℃的冰和同質量的水混合，冰完全熔化成為水後，最終水溫

為 0℃。冰的熔化熱為 80 卡/克，求冰與水混合之前，水原來的溫度為多少℃？  

(A)50   

(B)60   

(C)70   

(D)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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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12  一鋼製圓柱桿，半徑 r、長 l，圓桿兩端溫度差固定且桿的周圍為熱絕緣，當圓柱半徑

變為 2r 且長度不變，則經由圓桿導熱的傳熱率變為原來的多少倍？  

(A)4   

(B)1/4   

(C)2   

(D)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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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3  一重量為 300 gw 的實心銅塊，懸掛於彈簧秤的下方，若將其一半體積沒入水中，彈簧

秤讀數為 200 gw；若將銅塊完全沒入水中，而銅塊未接觸容器底部，則彈簧秤讀數為多

少 gw？  

(A)100   

(B)150   

(C)200   

(D)250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普通物理學概要與普通化學概要】 

A 

14  一水壓機大小活塞直徑比為 7:1，想要在大活塞上舉起重量為 W 的物體時，則在小活塞

上施力的最小值為多少？  

(A)W/7   

(B)7W   

(C)W/49   

C 



(D)49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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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若某工廠內的汽電共生發電裝置使用理想熱機，由 1000 K 的鍋爐汲取熱量，再將餘熱

排放到 300 K的環境中，則此理想熱機的熱效益為何？  

(A)0.3   

(B)0.7   

(C)0.9   

(D)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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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6  某一台消防車上使用升壓馬達，使消防車上的馬達出水口水壓維持在 4.0×105 N/m2。若

用一條消防水 

管連接馬達出水口之後，消防員拿著消防水管坐著雲梯升到較馬達出水口高 6 公尺處，

假設大氣壓力為 1.0×105 N/m2，重力加速度為 10 m/s2。當消防水管前端的噴嘴關緊

時，其管口所受的水壓力為多大？  

(A)1.2×105 N/m2  

(B)2.2×105 N/m2  

(C)3.4×105 N/m2  

(D)4.0×105 N/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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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7  承上題，若馬達出水口截面積遠大於噴嘴截面積，當噴嘴完全被扭開時，噴嘴出口的水

流速約為多少？  

(A)22 m/s   

(B)15 m/s   

(C)10 m/s   

(D)4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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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8  一長度為 60 厘米的金屬線，使之彎成一圓圈，留一空隙為 1.000 厘米。金屬線圈的溫

度經由加熱均勻增加 100℃後，此時空隙的距離為 1.002 厘米。假設在加熱之前後均無

應力現象，則此金屬線之線膨脹係數約為若干℃-1？  

(A)1×10-5   

(B)2×10-5   

(C)3×10-5   

(D)6×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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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9  如圖所示，有一水管的右端 A2 處半徑為左端 A1 處的 3 倍。若水為理想流體，當水穩

定流經此水管時，在 A1 處的壓力 P1 為 8000 Pa，流速為 9 m/s，則在 A2 的流速為

多少 m/s？  

(A)27   

(B)9   

(C)3   

D 



(D)1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普通物理學概要與普通化學概要】 

20  已知冰的熔化熱為 334 kJ/ kg，而水的凝固點為 273.15 K 。若將 1.50kg、溫度在

273.15 K 的水放入冰箱，使水經由熱流失以致完全凍結，而成為溫度在 273.15 K 的

冰，則對此凍結過程而言，水-冰系統的熵變化為下列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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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21  純鐵有金屬光澤但是在其表面容易生成鐵鏽，鐵鏽易溶於強酸，估計一莫耳的鐵生鏽

後，可以與多少莫耳的鹽酸反應？  

(A) 4   

(B) 3   

(C) 2   

(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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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22  關於同位素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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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23  下列有機化合物的官能基團中，那些可以被 KMnO4 氧化？①醇 ②醛    ③ 酮    ④

羧酸  

(A) ①②   

A 



(B) ①③   

(C) ②③   

(D) 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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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潛水員在海面下常使用由氦與氧混合的氣體呼吸，為避免身體不適，須調整所呼吸的

混合氣體比例，使氧的分壓維持在 0.2 atm。假設某日海平面為一大氣壓 (76 cm-

Hg，水銀密度為 13.6 g/cm3)，潛水員下潛至海水深度 10 公尺深作業，海水密度為 

1.0336 g/cm3，此時氣桶中氧的莫耳分率為多少？  

(A) 0.1   

(B) 0.2   

(C) 0.4   

(D)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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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5  關於海龍 1211 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化合物可命名為溴氯氟甲烷  

(B)不會破壞臭氧層因此近年被廣泛使用  

(C)常溫常壓下為氣態  

(D)海龍 1211 主要用途是作為冰箱或冷氣機的冷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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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26  為維持外層電子數為 8 的穩定組態，鎂（Mg）最有可能形成下列何種離子？  

(A)Mg2＋   

(B)Mg2－   

(C)Mg6＋   

(D)Mg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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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7  下列何者為高山上食物不易煮熟的原因？  

(A)高山上溫度較低      

(B)高山上氧氣稀薄燃燒不易  

(C)高山上因大氣壓力較低，導致沸點下降    

(D)高山上因大氣壓力較低，導致凝固點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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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28  下列何種化合物的結構中未包含醯胺鍵？  

(A) 尿素   

(B) CH3CONH2   

(C) CH3NH2   

(D) 乙醯苯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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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29  下列各組化合物之酸性大小的比較，何者正確？  

(A) BCl3＞BF3     

(B) H3AsO4＞H3PO4  

D 



(C) CH3COOH＞CH2ClCOOH   

(D) H3PO4＞H3P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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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對於水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固態水的密度小於液態水的密度    

(B)在 0℃時將 50 公克的冰變為水液體所需能量是在 100℃時將 50 公克水液體變為

水蒸氣的能量之 1/2  

(C)水凝固時體積會減少  

(D)水由固態轉為液態到氣態的過程中有化學共價鍵結被打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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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31  光合作用中，二氧化碳與水結合產生葡萄糖（C6H12O6）與氧氣，此反應若消耗 3 莫

耳的水，應會產 

生多少莫耳的氧氣？  

(A) 1   

(B) 1.5   

(C) 3   

(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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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32  單質子酸在溶液中解離：HA ⇌ H+ + A－，若某一濃度為 1.0 M 的單質子酸溶液其 pH 

= 3.0，則此弱 

酸的 Ka 最接近下列那一數值？  

(A) 10－3   

(B) 10－4   

(C) 10－5   

(D)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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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33  混合碳酸鈣（CaCO3）與鹽酸（HCl），將會有氣體生成，下列何者不是此反應的產物？  

(A) CaO   

(B) CaCl2   

(C) CO2   

(D) H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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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34  在標準狀態下，一個鋅-銀電池測得的電動勢為 1.56 V，其氧化還原反應式為 Zn(s) 

+ 2Ag＋(aq)→Zn2＋(aq) + 2Ag(s)。若已知鋅離子的標準還原電位為 -0.76 V，則銀

離子的標準還原電位為多少 V？  

(A) 2.32   

(B) 0.8   

(C)-0.4   

(D)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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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35  下列反應：2NO(g) + O2(g) → 2NO2(g) 的反應速率定義式為 rate = k[NO]2[O2]，

針對此反應若將 NO 及 O2 的濃度都各增加為兩倍時，反應速率應增加為多少倍？  

(A) 2   

(B) 4   

(C) 8   

(D)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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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36  下列單一因素引起的小型火災事件，處理原理何者錯誤？  

(A)一般木製品起火，以水滅火能夠降低可燃物的溫度  

(B)油品起火時，以消防砂掩蓋能夠隔絕助燃物  

(C)活性金屬如鈉鉀起火時，以水滅火能夠與其進行中和反應  

(D)可燃性液體火災，以海龍滅火能夠抑制燃燒的鏈鎖反應 

【107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普通物理學概要與普通化學概要】 

C 

37  桶裝瓦斯（液化石油氣）含有 60%丙烷和 40%丁烷（重量百分率），若燃燒一公斤的液

化石油氣可產生多少熱量？（分子量：丙烷 44；丁烷 58。莫耳燃燒熱：丙烷= 2200 

KJ/mol；丁烷= 2900 KJ/mol）  

(A) 2480000 KJ   

(B) 50000 KJ   

(C) 2480 KJ   

(D) 50 K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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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38  在 0.1 M CuSO4 溶液中，置入一鋅片，放置隔夜，發現溶液顏色變淡，且在原鋅片表

面，有許多新產生的金屬物質附著。則此變化過程中，下列何者為氧化劑？  

(A)銅離子   

(B)硫酸根   

(C)鋅片   

(D)鋅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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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39  定溫時，PCl3(g) + Cl2(g) ⇌  PCl5(g)在一容器內達成平衡，進行下列何種動作，可

以使平衡後的 Cl2(g)的莫耳數增加？  

(A)加入 PCl3(g)     

(B)加入 PCl5(g)    

(C)將容器體積減半     

(D)將容器內灌入大量的氮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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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40  在 20℃時製備硫化鎳（NiS）的飽和溶液，每公升約可溶解 3.6×10－4 克的硫化鎳，

硫化鎳的莫耳質量為 90.77 克。在 20℃下硫化鎳的溶解度積常數（Ksp）為多少？  

(A) 4.2×10－11   

(B) 1.6×10－11   

(C) 1.6×10－10   

B 



(D) 4.2×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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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四等一般消防特考 

科目：火災學概要 

                                                        一、申論題部分：（50分） 

 物質因熱量之蓄積常造成自然發火或自燃，請說明影響熱量蓄積之因素。（25

分）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火災學概要】 

 

 請說明粉塵爆炸的條件及過程？並分析 2015年八仙樂園派對大量傷病患事件是

否為粉塵爆炸？（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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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測驗題部分：（50分）  

1  下列何種氣體的比重小於 1？ 

(A)天然氣  

(B)液化石油氣  

(C)丙烷  

(D)丁烷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火災學概要】 

A 

2  牆壁兩側的溫度分別為 20oC與 500 oC，下列何者熱通量最小？ 

(A)牆厚 0.1 m，熱傳導率為 0.5 W/m-K  

(B)牆厚 0.1 m，熱傳導率為 0.3 W/m-K 

(C)牆厚 0.2 m，熱傳導率為 0.5 W/m-K  

(D)牆厚 0.2 m，熱傳導率為 0.6 W/m-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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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3  俗稱「電線走火」之火災起因，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延長線過負載      

(B)電暖器發熱部位引燃附近可燃物 

(C)電風扇電線半斷線  

(D)冰箱插頭積污導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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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4  熱透過流動介質，將熱量由空間中一處傳到另一處的現象為何？ 

(A)熱傳導  

(B)熱對流  

(C)熱輻射  

(D)熱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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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5  依史帝芬－波茲曼公式之定義，輻射熱量與輻射物體表面積的幾次方成正比？ 

(A)一次方  

(B)二次方  

(C)三次方  

(D)四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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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6  火場鐵捲門外 2公尺輻射熱值如達到 25 kW/m2 ，再接近鐵捲門 1公尺時，其

輻射熱為多少 kW/m2 ？ 

(A)50  

(B)75  

(C)100  

(D)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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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7  火場情境模擬常以「熱釋放率」（Heat release rate）作為火源大小的設定，

其單位為下列何者？ 

(A)焦耳（J）  

(B)瓦特（W）  

(C)溫度（K）  

(D)牛頓（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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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8  消防人員於火場經常利用灑水降溫的防護方式進行搶救，試問每公升水的蒸發

潛熱約為多少 kcal？ 

(A)340  

(B)540  

(C)740  

(D)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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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9  硫化氫接觸氯氣後，在適當條件下如產生燃燒甚至爆炸之反應，化學反應方程

式如下：H2S＋Cl2→2HCl＋S，此反應中氯氣為燃燒四面體之何種燃燒要素？ 

(A)熱能  

(B)可燃物  

(C)連鎖反應  

(D)助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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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10  一個氣密性佳的空間發生火災時，會因為缺氧而產生悶燒的情況。當開啟門、

窗等開口時，會導入新鮮空氣而產生爆炸之現象，稱為： 

(A)氣爆（gas explosion）  

(B)閃燃（flashover） 

(C)複燃（backdraft）      

(D)爆轟（deto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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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1  某一混合氣體乃氣體 A 與氣體 B以體積 1：1混合，此混合氣體之燃燒下限（氣

體 A燃燒下限 5%，氣體 B燃燒下限 10%）？ 

(A)3.3%  

(B)6.7%  

(C)7.5%  

B 



(D)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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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石蠟之燃燒係屬下列何種型態燃燒？ 

(A)表面燃燒  

(B)分解燃燒  

(C)非均一系燃燒  

(D)混合燃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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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氣體燃燒後之爆炸，如產生燃燒速度大於音速之現象，稱之為： 

(A)液體沸騰膨脹蒸氣爆炸（BLEVE）  

(B)爆燃（deflagration） 

(C)爆轟（detonation）             

(D)突沸（boilover）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火災學概要】 

C 

14  根據現行消防法規，對易燃液體物質判定基準中，可依下列何者之溫度高低判

斷？ 

(A)閃火點  

(B)爆燃點  

(C)沸點  

(D)發火點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火災學概要】 

A 

15  靜電之危險性，由其釋放之能量與物質最小發火能量之值而定。試問靜電火花

之能量非由下列何者決定？ 

(A)電壓  

(B)電荷  

(C)靜電容量  

(D)物質最小發火能量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火災學概要】 

D 

16  火災發生後至到達閃燃發生的時間稱為閃燃時間（Flashover time），下列何者

非直接影響閃燃時間的重要原因？ 

(A)可燃物的數量與尺寸  

(B)房間開口部的尺寸與位置 

(C)空氣密度            

(D)房間的形狀及尺寸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火災學概要】 

C 

17  供公眾使用建築物設置之撒水頭，在火災初期暴露於熱煙氣中而動作，其與熱

煙氣間的熱交換現象，主要為何種熱傳現象？ 

(A)熱傳導  

(B)熱輻射  

(C)熱對流  

C 



(D)熱裂解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火災學概要】 

 

18  有關海龍（Halon）滅火劑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滅火原理以抑制連鎖反應為主 

(B)滅火效果良好，適用於各類火災，但因對環境有害而遭替代 

(C)同時具有稀釋作用及冷卻效果 

(D)常見之鹵素抑制連鎖反應，效果以碘>溴>氯>氟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火災學概要】 

B 

19  在煙控系統設計中，兩開口面積分別為 1/3和 1/4 m2，相互串聯後，再與開口

面積為 1/5 m2並聯後，其等效流動面積為何？ 

(A)0.1m2  

(B)0.2m2  

(C)0.3m2  

(D)0.4m2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火災學概要】 

D 

20  老王家裡有一張小沙發，有時放置於客廳中央，有時放置於書房中央。已知客

廳高度為 10公尺，書房高度為 5公尺，通風都良好。若小沙發因故起火燃燒，

在燃燒起始天花板處，相同時間內，下列何者正確？（假設小沙發在二處的燃

燒釋熱率均相同） 

(A)放在客廳時，煙產生量較大          

(B)放在書房時，煙產生量較大 

(C)無論放在客廳或書房，煙產生量相同  

(D)無法比較煙產生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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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1  絕緣物體外表因附著少量水分或灰塵等電解質物質，產生小規模放電，形成異

極電流，致使絕緣物體喪失絕緣性質者，稱為： 

(A)短路  

(B)焦耳熱  

(C)結晶現象  

(D)積污導電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火災學概要】 

D 

22  有關自然發火物質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活性碳屬於氧化熱蓄積而發火之物質 

(B)硝化綿屬於吸著熱蓄積而發火之物質 

(C)油脂屬於分解熱蓄積而發火之物質 

(D)醋酸乙烯屬於聚合而發熱之物質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火災學概要】 

D 

23  火場火勢自成長期至全盛期後，溫度會隨時間上升，如著火建築物未塌陷，且

開口面積未受救災等外力改變，一般中性帶將如何變化？ 

C 



(A)往上移  

(B)不變  

(C)往下移  

(D)與火場溫度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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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五用氣體偵測器為火場救災裝備之一，下列何者非其偵檢對象？ 

(A)可燃性氣體  

(B)硫化氫  

(C)氦  

(D)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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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25  依美國防火協會估算，下列何項爆炸威力所造成危害可達 1000 公尺？ 

(A)複燃  

(B)沸溢 

(C)閃燃  

(D)液體沸騰膨脹蒸氣爆炸 BLEVE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火災學概要】 

D 

 



108年度四等一般消防特考 

科目：法學知識 

1  依司法院釋字第 719 號解釋，有關政府採購得標廠商員工逾百人者，應進用一定

比例原住民，未進用者令繳代金之規定，係：  

(A)合憲，相關規定對於財產權及營業自由之限制，符合憲法第 7 條平等原則及

第 23 條比例原則  

(B)違憲，相關規定優惠原住民族，牴觸憲法第 5 條民族平等原則  

(C)合憲，得標廠商未僱用一定比例之原住民而須繳納代金，其金額如超過政府採

購金額者，已有適當之減輕機制，故未違反比例原則  

(D)違憲，以國內員工總人數是否逾 100 人為分類標準，在政府採購市場形成因

企業規模大小不同而有差別待遇，違反平等原則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A 

2  有關預算案提出與審議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行政院應於會計年度開始 3 個月前提出預算案於立法院  

(B)立法院對行政院所提預算案，不得為增加支出之提議  

(C)對公務員之報酬為年度通案增加，此增加待遇之規定不適用於本屆立法委員  

(D)立法院對行政院所提預算案，不得比照審議法案之方式逐條逐句增刪修改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C 

3  憲法基本國策章關於國防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現役軍人不得兼任文官  

(B)任何黨派不得以武裝力量為政爭之工具  

(C)全國陸海空軍須超出黨派關係以外，效忠國家  

(D)國家應照顧退伍軍人，輔導其就業，相關經費優先編列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D 

4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意旨，部分憲法條文與原則具有本質重要性而為規範秩

序存立之基礎，不得予以變更，下列何者不屬之？  

(A)憲法第 1 條之民主共和國原則  

(B)憲法第 25 條國民大會代表全國國民行使政權  

(C)憲法有關權力分立與制衡之原則  

(D)憲法第 2 章保障人民權利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B 

5  釋字第 711 號解釋宣告當時藥師法第 11 條「藥師經登記領照執業者，其執業

處所應以一處為限。」規定違憲，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上述規定是對職業自由主觀條件之限制  

(B)上述規定的規範目的是為實施醫藥分業，防止租借牌照之不法情事，但考量

我國藥師人數不足，並非正當立法目的  

(C)上述規定所採取的手段，未設有合理的例外規定，違反比例原則  

(D)相較於其他各類醫事人員並未限制於單一處所執業，上述規定違反平等原則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C 

6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關於憲法上平等之敘述，何者錯誤？  A 



(A)憲法第 7 條所宣示之平等，係保障人民在社會地位上之實質平等  

(B)法規範是否符合平等，應視其目的是否合憲，及其分類與目的之達成間是否

存有一定程度之關聯性而定  

(C)憲法第 7 條所拘束者不限於立法機關，也包括行政與司法機關  

(D)國家在合乎立法目的之下，得依據事物本質，為合理差別對待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7  依據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意旨，有關大陸地區人民權利保障之敘述，下列何者

錯誤？  

(A)大陸地區人民於強制出境前得暫予收容之規定，涉及憲法人身自由之限制  

(B)大陸地區人民經主管機關許可、合法入境臺灣地區後，不得主張遷徙自由之

保障  

(C)兩岸關係事務，涉及政治、經濟與社會等諸多因素之考量與判斷，對立法機

關就此所為之決定，如非具有明顯之重大瑕疵，釋憲機關宜予尊重  

(D)對原設籍大陸地區人民設籍臺灣地區未滿 10 年者，擔任公務人員之資格與

其他臺灣地區人民予以區別對待，與憲法第 7 條之平等原則並無違背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B 

8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意旨，關於國家徵收人民土地之敘述何者錯誤？  

(A)可能涉及居住自由之限制   

(B)徵收若構成特別犧牲應予補償  

(C)僅限於公用目的始得徵收   

(D)徵收應符合正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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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9  下列何者依大法官解釋意旨非屬對於憲法第 10 條居住遷徙自由之限制？  

(A)外籍移工依法每 3 年應出境並重新申請來臺簽證  

(B)欠稅之法人代表依法限制出境  

(C)役男出境前應經主管機關許可   

(D)民法規定夫妻應以住所為履行同居義務之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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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0  關於憲法所保障之自由及權利，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仍得基於公共利益保護之目的而為限制   

(B)以憲法中明文列舉的自由及權利為限  

(C)以不會造成他人權利或自由之限制者為限   

(D)以有增進公共利益之效果者方受憲法保障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A 

11  關於司法院釋字第 737 號解釋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羈押審查程序未必有武器平等原則之適用  

(B)犯罪嫌疑人於偵查中羈押審查程序，獲知卷證資訊之方式，限於檢閱卷證  

(C)偵查中羈押係起訴前拘束人民人身自由最為嚴重之強制處分，應予最大之程

序保障  

(D)偵查不公開原則不應妨礙正當法律程序之實現 

B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12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集會自由之保障，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國家不得劃定集會遊行之禁制區   

(B)國家應提供適當集會場所，保護集會遊行安全  

(C)國家得對緊急、偶發性集會採取許可制   

(D)主張共產主義之集會遊行應予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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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3  下列何者不是我國全國性公民投票所允許的事項？  

(A)憲法修正案之複決  

(B)法律之複決   

(C)法律之創制   

(D)重大政策之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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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4  下列何者並非憲法第 129 條所稱「本憲法所規定之各種選舉」而應以普通、平

等、直接及無記名投票之方法行之？  

(A)總統、副總統選舉  

(B)縣長選舉  

(C)縣議會議長選舉   

(D)立法委員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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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5  依憲法規定及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有關總統刑事豁免權之敘述，何者正

確？  

(A)總統任職期間，檢察官仍得以總統為內亂、外患罪之犯罪嫌疑人進行傳喚  

(B)副總統任職期間亦受刑事豁免權之保障  

(C)總統任職期間，檢察官不得傳喚總統為刑事偵查程序之證人  

(D)總統卸任後 4 年內，仍受刑事豁免權之保障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A 

16  下列何者非屬「言論自由」保障之對象？  

(A)廣告     

(B)商業性言論  

(C)批評政府言論  

(D)具有明顯與立即危險之言論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D 

17  下列關於信仰宗教自由之意義，何者有誤？  

(A)人民有信仰與不信仰任何宗教之自由  

(B)人民有參與或不參與宗教活動之自由  

(C)為促進良好社會風氣，國家得依法定程序提供經費鼓勵特定宗教發展  

(D)國家不得強迫人民信仰特定宗教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C 

18  總統授予外國國家元首勳章時，是在行使總統之那一項職權？  D 



(A)媾和權     

(B)國家安全大政方針決定權  

(C)統帥權     

(D)授與榮典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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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下列何者不屬於立法院之職權？  

(A)人事同意權   

(B)預算議決權   

(C)行政監督權   

(D)宣布戒嚴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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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20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監察院對公務人員提出彈劾案，至少須經監察委員幾人

以上之審查與決定，始得提出？  

(A) 7 人   

(B) 9 人   

(C) 11 人   

(D) 1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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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21  有關行政院院長之不信任案，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由監察院經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一以上之連署提出  

(B)不信任案提出 72 小時後，應於 48 小時內以不記名投票表決之  

(C)不信任案如經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以上贊成，行政院院長應於 10 日內提

出辭職  

(D)不信任案如未獲通過，得由立法委員於 6 個月內再度進行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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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22  下列有關司法院大法官之敘述，何者正確？  

(A)非屬憲法第 80 條規定之法官  

(B)不得支領司法人員專業加給  

(C)非受刑事或懲戒處分，或禁治產之宣告，不得免職  

(D)立法院於預算案審議中得刪減大法官之俸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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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23  依憲法及增修條文規定，下列何者非屬司法院大法官之職權？  

(A)審理副總統彈劾案     

(B)審理政黨違憲之解散事項  

(C)審理總統罷免案     

(D)統一解釋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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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24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法官應受判例之拘束  

(B)法官可以在個案判決中，逕行宣告法律牴觸憲法無效  

C 



(C)法官在個案判決中，得逕行拒絕適用牴觸法律之法規命令  

(D)法官認為命令違憲時，應聲請大法官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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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何種情形，地方自治團體或其監督機關，不得向司

法院大法官聲請解釋？  

(A)地方行政機關，對同級立法機關議決事項發生執行之爭議  

(B)有監督地方自治團體權限之主管機關，對自治法規是否牴觸憲法存有疑義，

而未逕予函告無效  

(C)地方自治團體之立法機關，對有監督權限之主管機關函告自治條例無效，持

不同意見  

(D)有監督地方自治團體權限之主管機關，對地方自治團體行政機關辦理自治事

項，認有違背憲法之疑義，而未予撤銷、變更、廢止或停止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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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6  關於依法行政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依法行政包括「法律優位原則」與「法律保留原則」  

(B)「法律優位原則」指行政機關之行為不得與法律有所牴觸  

(C)「法律保留原則」指行政機關限制人民權利須有法律授權  

(D)依法行政之「法」，不包括自治條例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D 

27  依一般之見解，關於習慣法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法律已有規定者，不適用習慣法  

(B)習慣法之成立須經法院之承認  

(C)行政法領域不適用習慣法  

(D)須特定人確信長久之慣行具有法之效力，才會成為習慣法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A 

28  有關臺灣行政法的發展，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法治國原則雖無憲法或法律明定，但已透過司法院解釋成為憲法與行政法基

本原則  

(B)為貫徹法律保留原則，法律規範密度增加，法規命令規範密度減少  

(C)作成行政處分的程序正當性及合法性日益受到重視  

(D)為充分提供權利救濟，行政訴訟法承認多種訴訟類型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B 

29  下列何者非屬行政程序法所定法規命令無效之原因﹖  

(A)牴觸憲法、法律或上級機關之命令者   

(B)無法律之授權而剝奪或限制人民之自由、權利者  

(C)其訂定依法應經其他機關核准，而未經核准者  

(D)未於訂定後即送立法院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D 

30  下列何者不屬於判斷餘地之情形？  

(A)各機關訴願委員會之決定   

A 



(B)具有高度政策或計畫性決定  

(C)專家所為之判斷        

(D)關於考試成績之評定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31  關於地方自治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縣市政府得就其自治事項，依法定職權訂定自治規則  

(B)自治條例係由地方立法機關訂定，若有罰則規定，基於憲法保障地方自治，

得逕自發布執行  

(C)針對上級機關委辦之事項，地方自治團體得訂定委辦規則，惟須受委辦機關

之監督  

(D)地方自治團體所需處理之事項，除了自治事項外，亦包括上級機關委辦之事

項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B 

32  依地方制度法之規定，有關自治法規之生效，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地方行政機關收到地方立法機關議決之自治條例後，縱使提起覆議，仍應於 

30 日內公布  

(B)自治法規依規定應經其他機關核定者，於核定文送達各該地方行政機關後生

效  

(C)自治法規須經上級政府核定者，核定機關於 1 個月內未為核定者，視為不

予核定  

(D)自治法規，如未定有施行日期者，自公布或發布之日起算至第 3 日起發生

效力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D 

33  主管機關查獲某公司違法而命其限期改正，於期限屆滿前，又再次前往該公司

檢查並直接課處罰鍰，主管機關此等行為係違反下列何種原則？  

(A)明確性原則   

(B)平等原則   

(C)法律優位原則   

(D)誠信原則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D 

34  某市自治條例規定，辦理公共工程拆除建築改良物時，對於善意之非法建物所

有人亦予以適當之金錢補償，以減少其損失。若該非法建物所有權人係在土地

已經公告徵收後始予建築，以圖獲補償，則該行為最可能違反下列何種原則？  

(A)信賴保護原則  

(B)誠實信用原則  

(C)平等原則  

(D)不當聯結禁止原則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B 

35  國家基於特定重大公益之目的而大規模蒐集、錄存人民指紋，涉及下列何種基

本權利之限制？  

C 



(A)人身自由   

(B)行動自由   

(C)資訊隱私權   

(D)秘密通訊自由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36  下列有關代理之敘述，何者正確？  

(A)表見代理之本質為無權代理             

(B)無權代理行為之效力為無效  

(C)代理人有數人時，其代理行為應分別為之    

(D)代理人得代為事實行為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A 

37  民法關於社團的社員及其表決權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社員對於總會決議事項，因自身利害關係而有損害社團利益之虞時，該社員

不得加入表決  

(B)不得授權他人代理為社員表決權的行使  

(C)社員有平等的表決權  

(D)除章程限定外，社員得隨時退社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B 

38  下列何種情形，結婚為無效？  

(A)甲精神恍惚，由家人安排結婚以沖喜治病  

(B)乙相親結婚後，才發現配偶婚前即已經醫師確診罹患癌症末期  

(C)丙結婚後，才發現妻子與其前配偶的兩願離婚證人欄位係由其前配偶自行簽

署  

(D)丁 19 歲，未得法定代理人的同意而結婚，婚後 1 個月丁即懷孕，婚後 3 

個月丁的父母發現丁未得其同意而結婚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C 

39  甲、乙簽訂 A 車的買賣契約，但就該契約乙非因其過失致意思表示內容錯誤。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乙得因其錯誤而解除買賣契約   

(B) A 車的買賣契約為無效  

(C)乙得撤銷其 A 車買賣契約的意思表示   

(D) A 車的買賣契約經乙承認，始生效力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C 

40  下列有關侵權行為責任之敘述，何者錯誤？  

(A)買到仿冒名牌包，可以向出賣人主張侵權行為  

(B)職棒球員打出全壘打，致觀眾受傷，必須對該觀眾負起侵權行為賠償責任  

(C)租來的車子被竊，承租人就無法使用車輛之利益，可以向竊賊主張侵權行為

賠償  

(D)在職場被同事性騷擾，該同事必須負起侵權行為責任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B 



41  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原則上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下列敘述

何者錯誤？  

(A)租賃契約雖定有期限，承租人若死亡，其繼承人仍得終止契約  

(B)使用借貸契約存續期間，借用人若死亡，貸與人得終止契約  

(C)合夥契約若無特約約定，合夥人死亡時，其繼承人得繼承之  

(D)定期給付之贈與，因贈與人或受贈人之死亡，失其效力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C 

42  甲為受輔助宣告之人，於其父死亡後，未經輔助人同意，與其兄弟姊妹訂立遺

產分割之協議契約。試問：甲訂立協議契約之行為，效力如何？  

(A)有效   

(B)無效   

(C)得撤銷   

(D)效力未定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D 

43  關於普通抵押權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抵押權之設定須以書面為之，並辦理設定登記  

(B)於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全部受清償時，則抵押權消滅，抵押權登記應予塗銷  

(C)以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經分割其一部者，抵押權不因此而受影響  

(D)抵押標的物僅能以債務人所屬不動產為限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D 

44  關於正當防衛，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正當防衛不需要有防衛意思亦可成立  

(B)誤想防衛（錯覺防衛）亦可成立正當防衛  

(C)防衛行為所保全之法益必須明顯優越於所侵害之法益  

(D)為保護他人的利益而攻擊不法侵害者，仍屬於正當防衛的範圍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D 

45  下列有關罰金刑的敘述，何者正確？  

(A)罰金刑與褫奪公權皆屬從刑規定   

(B)罰金刑主要為剝奪犯罪預備之物  

(C)罰金刑最低從新臺幣 1 千元起算   

(D)罰金刑依刑法規定不可易服勞役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C 

46  甲為 A 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東，下列何者應召開股東會決議之，若甲不同意該決

議事項且放棄表決權，可請求 A 公司買回其股份？  

(A) A 公司決議變更為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  

(B) A 公司與 B 公司進行股份交換，使 A 公司成為 B 公司持有股份總數 90%

之子公司  

(C) A 公司進行減資，減資後，甲所持有股份不足一股  

(D) A 公司進行物的分割，新設公司成為 A 公司持有股份總數 100%之子公司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D 



47  依消費者保護法之規定，關於企業經營者未經消費者要約而對其郵寄或投遞之

商品，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消費者得請求償還處理寄送物所支出之必要費用  

(B)消費者仍負保管義務  

(C)寄送後逾 2 個月未經消費者表示承諾，視為拋棄商品  

(D)消費者有定相當期限通知對方取回商品之義務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A 

48  下列關於著作人格權之敘述，何者錯誤？  

(A)著作人格權專屬於著作人本身，不得讓與或繼承  

(B)著作人享有禁止他人竄改其著作之內容致損害名譽之權利  

(C)著作人死亡或消滅者，其著作人格權亦消滅  

(D)共同著作之著作人，得於著作人中選定代表人行使著作人格權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C 

49  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27 條之規定，關於民營事業受僱者之保險費負擔之敘

述，下列何者正確？  

(A)被保險人及其眷屬自付百分之三十，投保單位負擔百分之七十  

(B)被保險人及其眷屬自付百分之三十，投保單位負擔百分之六十，其餘百分之

十，由中央政府補助  

(C)被保險人及其眷屬自付百分之六十，其餘百分之四十，由中央政府補助  

(D)被保險人及其眷屬自付全額保險費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B 

50  依家庭暴力防治法之規定，下列事件之陳述何者錯誤？  

(A)甲女每月薪水均全部交給配偶管理，所有花費需控制在 2 千元內，還得逐

筆核銷，符合家庭暴力經濟上之不法侵害行為  

(B)乙男常以電子通訊設備長期持續性監視以掌控同居女友行蹤，構成精神上不

法侵害及跟蹤行為  

(C)丙男在國中就讀，經常遭受男同學以警告、嘲弄或辱罵之言語及動作，造成

丙男心生畏怖，丙男母親得向法院提出保護令之聲請  

(D)丁女對子女施以虐待行為，法官得依職權核定保護令中加害人處遇計畫，並

要求實施認知教育輔導、親職教育輔導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C 

 



108年度四等一般消防特考 

科目：英文 

1  John is a______worker. He arrives on time and leaves no mess behind.   

(A)conceited    

(B)confident   

(C)conscious   

(D)conscientious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D 

2  We will be grateful if you______receipt of this message at your 

earliest convenience.  

(A)acknowledge   

(B)recommend    

(C)recognize   

(D)suspend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A 

3  Wrong combinations of food can be not only unhealthy but_____.   

(A)pointless   

(B)tempting   

(C)prosperous   

(D)toxic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D 

4  Sam felt a sudden______to get a run, so he put on the sneakers and 

set out.   

(A)impulse   

(B)inspection   

(C)imitation   

(D)implication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A 

5  The whole country was in a state of shock when the national football 

team was______from the World Cup right after the first game.  

(A)alleviated   

(B)relieved   

(C)eliminated   

(D)despised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C 

6  Many plants______water through their roots from the soil and emit it 

from their leaves into atmosphere.  

(A)convey   

(B)absorb   

(C)recall   

B 



(D)hijack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7  For all the comfort that air-conditioning provides, home air 

conditioning is a(n)______in hot climates.  

(A)curiosity   

(B)extensity   

(C)intensity   

(D)necessity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D 

8  I ordered the latest edition of a pronunciation handbook, but I 

received an old______of it instead.  

(A)version   

(B)virgin   

(C)vision   

(D)venture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A 

9  Lake Baikal, famous for its______winter scenery, is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places on the planet.  

(A)unconscious   

(B)voluntary   

(C)pessimistic   

(D)magnificent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D 

10  Optimists are more likely to see good and bad events occurring in 

their lives as being______rather than permanent.  

(A)enduring   

(B)pessimistic   

(C)temporary   

(D)vigorous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C 

11  The only______of the car crash was a little boy and all the other 

passengers got killed on the spot.  

(A)survivor   

(B)publisher   

(C)formula   

(D)literature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A 

12  Students in Taiwan usually take a short nap after lunch 

to______themselves.   

(A)refresh   

A 



(B)reserve   

(C)repel   

(D)resign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13  Roger likes to go to see a movie to get relaxed in his______time.    

(A)stray   

(B)sparkle   

(C)spare   

(D)stroke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C 

14  The workers should be very______when they handle flammable gas.   

(A)cautious   

(B)conscious   

(C)precious   

(D)previous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A 

15  Empathy and patience are crucial when we console those who are in the 

midst of______over the loss of their loved ones.  

(A)grieving   

(B)oppressing   

(C)persisting   

(D)strolling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A 

16  Dozens of buildings in the town were destroyed in the earthquake; 

fortunately the 100-year-old church remained_______.  

(A)neutral   

(B)edible   

(C)intact   

(D)mortal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C 

17  You______take care of that cut on your hand soon, or it will get 

infected.  

(A)would rather  

(B)have better   

(C)had better   

(D)would better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C 

18  Learning that he was______to Harvard University, Shawn didn’t show 

any sign of excitement but worry because he couldn’t afford it.  

(A)transmitted   

C 



(B)permitted   

(C)admitted   

(D)submitted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19  The super model has extremely rigorous exercise habits. Her apartment 

is even______with a gymnasium.  

(A)acquainted   

(B)scattered   

(C)identified   

(D)equipped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D 

20  The salesperson______Mom to buy a new pot which she didn’t need.   

(A)persuaded   

(B)proved   

(C)pursued   

(D)permitted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A 

 Jack pursues his wealth and fame at the______of his health and 

family.   

(A)extension   

(B)expansion   

(C)expense   

(D)experience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C 

21  It is not easy to______tigers from leopards. They look so similar.   

(A)distinguish   

(B)extinguish   

(C)observe   

(D)establish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A 

22  The design of the new sneakers______to teenagers. Everyone wants to 

buy a pair.  

(A)resorts [ 

(B)contributes   

(C)appeals   

(D)reveals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C 

23  If an earthquake occurs while you are driving, the standard 

operating______to be followed is to stop the car and stay in it until 

the shaking stops.  

D 



(A)potential   

(B)precaution  

(C)preservation   

(D)procedure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24  House cats like to sleep in the sun because they like to feel warm 

and secure before they fall to sleep,______cats in the wild.  

(A)and do so   

(B)do so and   

(C)so do and   

(D)and so do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D 

25  Amanda Johnson,______, grows beautiful roses in her front yard.  

(A)my next-door neighbor        

(B)has been my next-door neighbor  

(C)is my next-door neighbor   

(D)who my next-door neighbor is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A 

26  With his outstanding skills and extraordinary physical strength, the 

young basketball player will______become a super star someday.  

(A)fortunately   

(B)generally   

(C)constantly   

(D)undoubtedly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D 

27  Jenny believed that it was her_____, not a mere coincidence, that she 

had come all the way to this faraway place to meet and marry her 

husband.  

(A)destiny   

(B)splendor   

(C)potential   

(D)compassion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A 

 請依下文回答第 29 題至第 31 題  

In June of 1991, the Economist magazine reported that “a pair of 

Nike sports shoes that sells for $150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made by 

Indonesian women paid the   29   of 58 cents a day.” The British 

weekly noted that   30   women on the line seemed glad for their 

jobs, the Indonesian government manpower minister had admitted that 

the nation’s official minimum   31   was below what was needed to 

 



make a living.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28  (A)balance   

(B)equivalent   

(C)equipment   

(D)charge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B 

29  (A)as   

(B)until   

(C)though   

(D)so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C 

30  (A)fee   

(B)wage   

(C)cost   

(D)weight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B 

 請依下文回答第 32 題至第 35 題  

In many American cities public transportation is a political issue. 

So many people live in these cities that it is impossible for them 

all to drive cars. Besides, many of them cannot afford cars. Many 

people want to ride fast subways and clean buses,   32    nobody 

wants to pay for them. This is a problem for city politicians, who 

want to be elected and reelected. Some cities pay for part of the 

cost of public transportation from taxes. However, the costs   33   

as the price of fuel increases, and the politicians do not want to 

increase taxes. The rest of the cost has to come from fares that the 

passengers pay.  

The fare system   34   from city to city. In some, such as New York, 

every passenger pays the same amount   35   he or she takes a short 

ride or a long one. In other cities, such as Washington, there is a 

system of zones. A passenger who only wants to go a short distance 

pays one amount. A passenger who goes through more zones pays more.  

In all systems, passengers complain that politicians let fares get 

too high. Other people complain that politicians let taxes get too 

high. Everybody blames the politicians.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31  (A)but   

(B)so  

(C)or   

A 



(D)for 

【108 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32  (A)get up   

(B)give up   

(C)turn up   

(D)go up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D 

33  (A)ranges  

(B)varies  

(C)travels  

(D)depends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B 

34  (A)not only  

(B)no matter  

(C)whether  

(D)if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C 

 請依下文回答第 36 題至第 40 題  

Television is a major source of news for many people. Media outlets 

such as TV broadcasting companies   36   professional journalists to 

supply them with news stories. So, what makes a good journalist? 

First, a good journalist should get a lot of information about an 

event or situation. To do this, a journalist usually interviews   37   

people. This way, s/he can tell the whole story, and not just one 

side, or opinion of it. Besides, a good journalist is   38   a 

breaking news story as quickly as possible. This means the journalist 

can report the story as soon as possible. In fact, professional 

journalists often   39   pride in being the first to report a story. 

A journalist’s job can be very interesting and exciting because s/he 

often gets to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However, it is important to 

point out that a journalist’s job can also be very dangerous. 

Reporting a breaking news story often means being in place where 

there are wars, earthquakes, or tsunamis.   40   the situation around 

them is crucial for journalists in order to avoid getting hurt or 

killed. Being a good journalist requires a lot of hard work, an 

ability to evaluate information carefully, a willingness to take 

risks.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35  (A)rely on  

(B)pick up   

A 



(C)take over   

(D)point out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36  (A)a herd of  

(B)a scope of  

(C)a big bunch of  

(D)a wide range of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D 

37  (A)behind the scene   

(B)on the scene of   

(C)for the scene of   

(D)under the scene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B 

38  (A)take   

(B)takes   

(C)taken   

(D)taking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A 

39  (A)Beware   

(B)Beware of   

(C)Become aware   

(D)Being aware of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D 

 請依下文回答第 41 題至第 45 題  

Do you DIY, upcycle or craft? If so, come get free materials from the 

Spokane City Center this Saturday on April 22. Let's celebrate the 

Earth Day by saving things from going to the dump!  

If your sewing machine never gets tucked away, your toolbox, glue and 

scissors are always ready for the next project, or you're just 

looking for some creative inspiration, we have you all covered.  

We have collected expired and unwanted material samples for reuse and 

creative upcycling by educators, artists, DIY-ers, and crafters. Some 

of the things you might find include fabric, carpet, wall covering, 

wood, tile, stone, glass, rubber, and much more. Crafting with 

children is always fun, so there will be free activities for the kids 

too, such as bead crafts, clay modeling, collage, etc. Come join us!  

The event goes from 9 am to 2 pm at FloForm, 5320 E. Sprague Ave., 

Spokane, WA.  

NOTE: If you want first dibs, you've got to register by 5 pm this 

Wednesday to get in the door 30 minutes early. It's free, so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Don't forget, the event is also BYOB — bring your 

own bag or box to carry your finds home.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40  What is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message?   

(A)To ask people to clean up the trash in the city together.  

(B)To support artists' new projects with waste materials.  

(C)To persuade people to make good use of sewing machines and 

scissors.  

(D)To encourage people to save materials from going to the landfills.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D 

41  What should the participants do in order to get the best free 

materials?  

(A)To bring your own bag or box.  

(B)To join the children's activities.  

(C)To sign up before 5 pm on Wednesday.  

(D)To wait in line at 9:30 am on Saturday.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C 

42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NOT likely to be available for people to 

take away in this activity?   

(A)scissors   

(B)glass   

(C)carpet   

(D)tiles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A 

43  Which of the following can be the best title for this message?  

(A)DIY and Save the Earth    

(B)Get Free Materials This Saturday  

(C)Recycle and Earn Money   

(D)Craft Ideas from Designers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B 

44  What does the word "upcycle" mean in the passage?  

(A)To update the recent information.  

(B)To upgrade the usage of the material.  

(C)To uphold the education for children.   

(D)To upload a cyclist's picture to a website.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B 

 請依下文回答第 46 題至第 50 題  

London is one of the top travel destinations in the world, but for a 

first time visitor, navigating this large city can be overwhelming. 

Using an Oyster card is an easy way to save time and money if you are 

 



planning to use public transportation in London. An Oyster card is a 

blue credit-card-sized contactless smartcard that can be used on 

every form of public transportation within London, including public 

bus, underground, railway, and some river boat services.  

The Oyster card was first issued on June 30, 2003. The name was 

decided after a lengthy discussion. Two other proposed names were 

“Pulse” and “Gem.” “Oyster” was chosen because it sounded like 

a fresh name that was not directly linked to transportation; also, 

the hard shell of an oyster and the concealed pearl symbolize 

security and value. But perhaps the best reason is William 

Shakespeare’s quote “ The world is your oyster,” which means one 

has the ability and freedom to do anything or go anywhere. So far 

more than 60 million cards have been issued and over 85% of rail and 

bus travel in London is paid by using an Oyster card. The card never 

expires. It can be used after any length of time. Besides, deposits 

can be refunded on return of the card.  

The best reason to get an Oyster card is cost savings and 

convenience. It is cheaper to travel in London with this card than it 

is to purchase individual paper tickets for each trip. The card 

allows 40 people to pass through a ticket gate per minute, 15 more 

than with paper tickets, and also makes boarding a bus three times 

faster. For London Underground and the railway system, passengers 

have to touch the card on an electronic reader when entering and 

leaving the transport system. The reader will show either a green or 

a red light. The former indicates that you have sufficient credit for 

your journey while the latter indicates you do not have enough credit 

and you have to purchase more credit before you can continue your 

journey. For the public bus service, which has fixed price, 

passengers only need to touch the reader at the start of the journey 

when boarding. If you touch the reader again when you get off the 

bus, you will be charged an additional fare.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45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he passage most likely to be taken from?  

(A)A city guidebook.     

(B)A technology magazine.  

(C)A travel safety report.     

(D)An instruction book for bus drivers.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A 

46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he best definition of the word "expire" in 

the passage?  

C 



(A)To make efforts.    

(B)To receive money.  

(C)To come to an end.  

(D)To remain unknown.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47  What does a passenger have to do when taking the bus with an Oyster 

card?  

(A)To touch the reader only once.   

(B)To wait for the green light to show.  

(C)To show the card to the bus driver.  

(D)To pay the fare when getting off the bus.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A 

48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in what way is an Oyster card a better 

choice than a paper ticket?  

(A)It prevents passengers from being charged twice.  

(B)The electronic ticket is mor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C)It can save the time passengers pass through the gate.  

(D)The more a passenger travels, the more refunds he or she can get.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C 

49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about the Oyster card is correct?  

(A)The card cannot be returned.  

(B)The name “Oyster” is associated with efficiency.  

(C)The pink smartcard is the same size as a credit card.  

(D)The name of the card was inspired by a Shakespeare’s quote.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英文】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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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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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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危險物品一般處理場所之定義為何？該一般處理場所之構造應符合

那些規定？（25 分） 

二、依緊急醫療救護法之規定，試問救災救護指揮中心之任務為何？請詳述之。

（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6402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25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依消防法之規定，使用燃氣之熱水器及配管之承裝業違反規定，要處負責人或行為人新臺幣 1 萬

元以上 5 萬元以下之罰鍰，下列何項非屬違反之項目？ 

未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 

未僱用領有合格證照者從事熱水器及配管之安裝 

未依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熱水器及配管安裝標準從事安裝工作者 

違反或逾越營業登記事項而營業者 

2 依消防法之規定，應設置消防安全設備之場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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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檢修結果應依限報請當地消防機關備查，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檢修：指消防安全設備施工完成後之功能測試，並製作消防安全設備測試報告書 

綜合檢查：經由消防安全設備整體性之運作或使用，判別其機能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之甲類場所，每年應實施檢修申報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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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由地方消防機關聘用或委託消

防專業人員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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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次：4－2 

 

3 依消防法之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實施認可之消防機具、器材及設備，非經中央主管機關所

登錄機構之認可，並附加認可標示者，不得銷售、陳列或設置使用，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經公告應認可之消防安全設備，應依序實施型式認可及個別認可。但因性質特殊，經中央主管

機關認定者，得不依序實施 

登錄機構辦理認可所需費用，由申請人負擔，其收費項目及費額，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 

經公告應實施認可之消防安全設備，未經認可而銷售或設置者，處其銷售或設置人員新臺幣 2

萬元以上 10 萬元以下罰鍰 

經公告應實施認可之消防安全設備，未經認可而陳列者，經勸導改善仍不改善，處其陳列人員

新臺幣 1 萬元以上 5 萬元以下罰鍰 

4 依消防法之規定，基於救災及緊急救護需要，下列何者得調度、運用政府機關、公、民營事業機

構消防、救災、救護人員、車輛、船舶、航空器及裝備？ 

各級消防主管機關  鄉（鎮、市、區）公所 

各級消防機關  直轄市、縣（市）政府消防局 

5 依消防法之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實施認可之消防機具、器材及設備，非經中央主管機關

所登錄機構之認可，不得銷售、陳列或設置使用。此規定中，登錄機構辦理認可所需費用由下列

何者負擔？ 

申請人 登錄機構 地方消防局 內政部消防署 

6 依消防法施行細則之規定，總樓地板面積在 X 平方公尺以上之餐廳、Y 平方公尺以上之超級市

場、Z 平方公尺以上之補習班，應遴用防火管理人。X+Y+Z 之和為下列何者？ 

 300  500  1000  1200 

7 依消防法之規定，某餐廳業者若欲使用火焰進行表演性質之活動，應由下列何者向主管機關申請

許可？ 

該餐廳管理權人  該餐廳防火管理人 

該餐廳委託之消防設備師 該次活動表演人 

8 依消防法之規定，地面樓層達多少層以上建築物，其管理權人應使用附有防焰標示之地毯、窗簾、

布幕、展示用廣告板及其他指定之防焰物品？ 

 11 層  15 層  16 層  25 層 

9 依消防法之規定，液化石油氣零售業者應備置容器儲存場所管理等相關資料，並定期向轄區消防

機關申報，零售業者應至少保存多久，以備查核？ 

 1 年  2 年  3 年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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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依消防法規定，有關消防栓之設置及管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由自來水事業機構本權責選擇地點設置 

設置費用地方政府應酌予補助 

設置費用由自來水事業機構負責 

保養維護由消防單位負責 

11 依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之規定，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實施下列何項作為，應予公告？ 

徵調相關專門職業、技術人員及所徵用物資之操作人員協助救災 

緊急應變措施之宣示、發布及執行 

指定道路區間、水域、空域高度，限制或禁止車輛、船舶或航空器之通行 

危險建築物、工作物之拆除及災害現場障礙物之移除 

12 依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之規定，徵調書應記載事項，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支援地區 報到時間及地點 處分機關名稱  徵用物名稱及規格 

13 依災害防救法之規定，為執行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核定之災害防救政策，推動重大災害防救任務與

措施，行政院設立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何人兼任？ 

行政院院長 行政院副院長 內政部部長  消防署署長 

14 依災害防救法規定，下列何者為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的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經濟部 環保署 內政部 交通部 

15 依災害防救法之規定，有關各級災害防救組織及計畫，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主任委員，由行政院院長兼任 

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決定災害防救基本方針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為行政院院長 

直轄市、縣（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應報由中央災害防救會報備查 

16 依爆竹煙火管理條例之規定，下列何者非中央主管機關之權責？ 

爆竹煙火製造之許可、撤銷及廢止 一般爆竹煙火認可相關業務之辦理 

爆竹煙火監督人講習、訓練之規劃及辦理 爆竹煙火輸入之許可 

17 依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之規定，有關六類物品製造場所設置

位置，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外牆或相當於該外牆之設施外側，與廠區外鄰近古蹟場所之距離，應在 50 公尺以上 

外牆或相當於該外牆之設施外側，與廠區外鄰近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或

處理場所之距離，應在 20 公尺以上 

四周保留空地寬度應在 3 公尺以上；儲存量達管制量 10 倍以上者，四周保留空地寬度應在 5

公尺以上 

與加油站之距離應在 15 公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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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依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之規定，有關瓦斯行之儲存場所下列

敘述何者正確？ 

通路面積至少應占儲存場所面積之 20%以上 

採用不燃材料構造之地面二層建築物，屋頂應以輕質金屬板或其他輕質不燃材料覆蓋，屋簷並

應距離地面 2.5 公尺以上 

灌氣容器、殘氣容器及逾期鋼瓶，應分開儲存，並直立放置，且不可重疊堆放 

周圍 3 公尺範圍內，應嚴禁煙火，且不得存放任何可燃性物質 

19 依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之規定，下列何者非為各級政府對於被徵調之協助救災人員之供給項目？ 

公假 改發代金 交通工具 膳宿 

20 依爆竹煙火製造儲存販賣場所設置及安全管理辦法之規定，所定之防火牆，其與倉庫外牆之距離

須在多少公尺以上？ 

 1  2  3  5 

21 依爆竹煙火管理條例施行細則之規定，下列物品何者非為一般爆竹煙火種類？ 

火花類 旋轉類 舞臺煙火類 摔炮類 

22 依爆竹煙火管理條例之規定，下列何種爆竹煙火場所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①爆竹煙火製

造場所 ②一般爆竹煙火施放場所 ③ 達管制量之爆竹煙火販賣場所 ④達管制量之爆竹

煙火儲存場所 

②④ ①②③ ②③④ ①③④ 

23 依緊急醫療救護法施行細則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醫院收治一定傳染病或疑似一定傳染病之病人，經依傳染病防治法規定報告該管主管機關並經

其證實後，應於 72 小時內將結果及應採行之必要措施，通知運送救護車所屬之機關（構） 

單一事故、災害發生之傷病患人數達 15 人以上，或預判可能達 15 人以上者，稱為大量傷病患 

救護車設置機（關）構規定收取費用時，應掣給收費憑證 

直轄市、縣（市）衛生主管機關應每年至少辦理一次轄區內醫療機構緊急醫療業務督導考核 

24 依緊急救護辦法之規定，有關救護車輛及裝載物品之消毒或去污處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運送輻射物質污染之傷病患，每 2 次消毒 1 次 

每次運送受化學污染之傷病患後，進行去污處理 

當日有 2 次以上使用，應於當日消毒 1 次 

每 2 個月定期消毒 1 次 

25 依緊急醫療救護法之規定，下列何者非為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之救災救護指揮中心處理之

緊急救護事項？ 

緊急傷病患救護作業程序之諮詢  

聯絡醫療機構接受緊急傷病患  

提供緊急傷病患送達醫療機構前之緊急傷病諮詢  

聯絡救護運輸工具之設置機關（構）執行緊急救護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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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四等一般消防特考 

科目：普通物理學概要與普通化學 

 

一、單一選擇題：(每題 2 分，共 40 分) 

1  如圖所示，甲、乙、丙三個相同規格的燈泡與電池連接成一電路。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甲兩端電位降與丙兩端電位降相同   

(B)通過乙的電流與通過丙的電流相同  

(C)丙燈泡的電功率最高     

(D)甲乙丙三者的電功率相同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普通物理學概要與普通化學】 

C 

2  一台儀器上標明 110 V, 300 VA，這台儀器連續使用 12 小時，所消耗的最大電能為多少

度？  

(A)25   

(B)2.5   

(C)36   

(D)3.6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普通物理學概要與普通化學】 

D 

3  一個帶+q 的點電荷，在均勻電場中受到往東的靜電力 F 作用，則-2q 的點電荷在這個均

勻電場中所受的靜電力為下列何者？  

(A)2F，往東   

(B)2F，往西   

(C)4F，往西   

(D)4F，往東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普通物理學概要與普通化學】 

B 

4  一個半徑為 1.0 公尺的金屬球，球上的帶電量為 1.0×10-3 庫侖，假設無窮遠處的電位

為零，則該球表面的電位為多少 V？（庫侖常數 k＝9.0×109 N-m2/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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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5  有一條可塑性電熱絲在接上 220 V 電壓時，消耗的功率為 1000 W。若在體積不變的情況

下，將此電熱絲均勻拉成原長度的兩倍後，接上 220 V 電壓，則它在 1 秒內消耗約多少

焦耳的電能？  

D 



(A)2000    

(B)1000    

(C)500   

(D)250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普通物理學概要與普通化學】 

6  一個筆記型電腦所用的整流器電源，標示出它的交流電輸入規格為 100-240 V, 1.6 A, 

50-60 Hz，而輸出的直流電規格為 20 V, 3.2 A。若接上電壓為 100 V 的交流電，而輸

入與輸出電流分別為規格標示值，則這個整流器的電功率轉換效率約為下列何者？  

(A)20%   

(B)30%   

(C)40%   

(D)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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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7  一個電路上使用的舊電熱器，是由三個電阻值為 r 的電阻器並聯所組成，但在汰舊換新

時，新的電熱器換成是由兩個電阻值為 R 的電阻器串聯所組成。為了使電路上其他部分

的電流不致改變，電阻值 r 與 R 之間的關係應為下列何者？  

(A)6R = r   

(B)3R = 2r   

(C)2R = 3r   

(D)R = 6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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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8  將一電阻為 40 Ω的電熱器，插在正弦波形的交流電源插座上，其電壓峯值為 240 V、頻

率為 60 Hz，則該電熱器消耗的平均電功率為下列何者？  

(A)2200 W   

(B)1440 W   

(C)720 W   

(D)220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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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9  下列那一情况，電感器 L 在電路中不會産生感應電動勢？  

(A)L 與交流電源串接時    

(B)L 與直流電源串接成通路而有穩定電流通過時    

(C)L 與直流電源串接且在開關按下成通路的那一瞬間   

(D)L 與直流電源串接成通路且在開關打開成斷路的那一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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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0  已知不鏽鋼的線膨脹係數為 1.7×10-5/℃，當消防員攜帶容積為 10 公升的不鏽鋼瓶進入

火場進行救援，鋼瓶的溫度由室溫（25℃）上升為 75℃，則鋼瓶容積變化可達多少？  

(A)減少約 8 毫升   

(B)增加約 8 毫升   

(C)減少約 26 毫升   

(D)增加約 26 毫升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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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若在 1 大氣壓下的密閉房間中發生瓦斯氣爆，在極短時間內將化學能轉換為氣體的內

能，使溫度由 300 K 急速上升為 450 K。假設空氣可視為理想氣體，且氣爆前後氣體分

子數量大致不變；估計氣爆後瞬間，房間氣壓約為多少？  

(A)1 大氣壓   

(B)1.5 大氣壓   

(C)3 大氣壓   

(D)4.5 大氣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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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2  如圖所示，某人欲使用橡皮水管澆花，因長度不足所以連接了甲、乙、丙三段不同粗細的

水管；箭頭表示水流方向。已知甲、乙、丙管內直徑分別為 5 cm、4 cm、3 cm；若水流

充滿水管，且水管不漏水，則甲、乙、丙內的水流速率比 V 甲：V 乙：V 丙為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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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3  一木塊放入水中，達到平衡後有 體積沒入水面下。改放入油中，達到平衡後有 體積沒入

油面下，則油之密度為若干 g/cm3？  

(A)0.6   

(B)0.8   

(C)0.9   

(D)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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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4  裸露的人體皮膚在空氣中的散熱方式，主要是靠下列那一項方式傳播？  

(A)傳導   

(B)傳導和對流   

(C)傳導和輻射   

(D)對流和輻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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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15  假設水面下每增加 10 m，水壓力約增加一大氣壓力。水面下 30 m 處一個氣泡，體積為 

Vo，當這個氣泡上升至水面瞬間，若溫度不變，則氣泡體積變為多少？  

(A)Vo/4   

(B)Vo   

(C)3Vo   

(D)4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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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16  密閉的容器內裝有氦氣，容器上端有一活塞，達熱平衡後此容器在定壓的狀況下加熱，容 A 



器內的氣體推動活塞使活塞移動，在沒有熱量散失到周遭環境的情況下，下列敘述何者正

確？  

(A)氣體內能變大  

(B)氣體溫度變小  

(C)氣體體積不變  

(D)活塞對氣體做正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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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將 100℃、質量為 90 公克的水蒸汽，與 0℃、質量為 810 公克的冰置於一絕熱密閉容

器內。假設水的汽化熱固定為 540 卡/公克、冰的熔化熱固定為 80 卡/公克。當達到熱

平衡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容器內全都是液態水    

(B)容器內全部是固態冰    

(C)容器內液態水之質量小於固態冰之質量   

(D)容器內液態水之質量大於固態冰之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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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18  40公克的水在 0℃的環境中全部結成冰，已知冰在 0℃的熔化熱為 80卡/公克，水-冰系

統的熵值變化為何？  

(A)減少 117 cal/K  

(B)增加 117 cal/K  

(C)減少 11.7 cal/K  

(D)增加 11.7 c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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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9  關於溫度與熱傳播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冰冷的物體一定不會輻射能量   

(B)任一純物質之熔點與凝固點的溫度是相同的    

(C)當攝氏溫度變為兩倍時，華氏溫度也變為兩倍 

(D)當熱量被加入到一系統後，該系統的溫度必定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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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20  如圖所示的壓力計，可以量出細導管前端 S 點處的壓力。使用時，將壓力計置入水平流

動速率為 v、壓力 

為 p、密度為ρ的穩定水流中，並使細導管與流線平行，則除了正對著 S 的流線 1，其

餘流線（包括 2、3）近乎不受影響，而流線 1 在 S 點的速率 vS 為零。根據白努利定

理，此壓力計測得的壓力 PS 為下列何者？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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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鈉、鎂、鋁、矽四種元素中，下列何者電負度最高？  

(A)鈉   

(B)鎂   

(C)鋁   

(D)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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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22  某氣體在 26.5℃和 680.2 mmHg 壓力下，其密度為 1.60 g/L，則該氣體為

何？ 

(原子量：H = 1，He = 4， C = 12，Xe = 131，理想氣體常數 R = 0.082 L･

atm/K･mol）  

(A)He   

(B)C2H6   

(C)CO2   

(D)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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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23  下列水溶液濃度皆為 0.01 M，何者的導電性最佳？  

(A)氯化鈉    

(B)甲酸   

(C)葡萄糖   

(D)乙醇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普通物理學概要與普通化學】 

A 

24  關於碳元素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碳有四個價電子，只能形成四面體結構   

(B)碳是金屬元素，其所有型態都可導電    

(C)石墨不導電且具有高硬度   

(D)所有有機化合物均含有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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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25  有關沸點大小比較，下列何者正確？  

(A)HI＞HBr＞HCl＞HF  

(B)HF＞HI＞HBr＞HCl  

(C)N2＞O2   

(D)CH3OCH3＞CH3CH2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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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26  下列氧化物中，何者可溶於水且呈鹼性？  

(A)CO2    

(B)P4O10   

(C)K2O    

(D)Al2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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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27  下列何種元素不是過渡金屬？  

(A)金（Au）   

(B)銀（Ag）   

(C)銅（Cu）   

(D)錫（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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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28  下列何種元素不是製作半導體材料的重要素材？  

(A)矽（Si）   

(B)鎵（Ga）   

(C)鋰（Li）   

(D)砷（As）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普通物理學概要與普通化學】 

C 

29  下列有機化合物中，何者為極性分子？  

(A)甲烷（CH4）  

(B)苯（C6H6）   

(C)丙酮（CH3COCH3）  

(D)四氯化碳（CCl4）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普通物理學概要與普通化學】 

C 

30  二乙基醚（diethyl ether）是在合成甲基安非他命（methamphetamine）過程

中所使用的易燃物，下列二乙基醚結構式何者正確？  

(A)CH3CH2O   

(B)CH2CH3   

(C)CH3CH2OCH2CH3  

(D)CH3OCH2CH2CH3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普通物理學概要與普通化學】 

C 

31  下列分子中氯原子的氧化數何者最高？  

(A)HCl   

(B)ClF   

D 



(C)Cl2   

(D)KClO4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普通物理學概要與普通化學】 

32  在一酸鹼滴定中，250.0 mL 未知濃度的鹽酸和 0.10 M 的氫氧化鈉水溶液 

36.0 mL 達到當量點，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鹽酸溶液的濃度比氫氧化鈉溶液的濃度還要低    

(B)滴定過程中，當氫氧化鈉溶液加入 25 mL 時，溶液的 pH 小於 7    

(C)在當量點時 pH 接近於 7    

(D)當滴入 18 mL 氫氧化鈉溶液時，溶液為一緩衝溶液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普通物理學概要與普通化學】 

D 

33  化學反應：N2O4(g)   2NO2(g)，下列何種操作可以使平衡向左移動？  

(A)增加系統的體積   

(B)降低反應槽的溫度  

(C)在系統中加入氮氣  

(D)從系統中移除二氧化氮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普通物理學概要與普通化學】 

B 

34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普通物理學概要與普通化學】 

C 

35  關於醋酸（CH3COOH）的性質中，下列何者可以說明它是弱電解質？  

(A)醋酸可與水互溶      

(B)醋酸與強鹼 NaOH 進行中和反應時，二者當量比為 1:1    

(C)CH3COOH 為單質子酸   

(D)0.1M 的 CH3COOH 水溶液 pH = 3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普通物理學概要與普通化學】 

D 

36  有關反應 Ca(s)+Cl2(g)→CaCl2(s)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Ca 是氧化劑   

(B)Cl2是氧化劑   

(C)Ca 得到電子   

(D)獲得電子的物質是還原劑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普通物理學概要與普通化學】 

B 

37  下列何種組合可以配成緩衝溶液？  

(A)HCl, NaCl   

(B)CH3COOH, CH3COONa  

(C)HNO3, KNO3   

(D)NaOH, NaCl 

B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普通物理學概要與普通化學】 

38  過錳酸根離子與亞鐵離子在酸性條件下，發生氧化還原反應的反應式如下：

MnO4- + 5 Fe2++ 8H+ → Mn2+ + 5Fe3+ +4H2O，下列何者是氧化劑？  

(A)MnO4-   

(B)Fe2+   

(C)Mn2+   

(D)H+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普通物理學概要與普通化學】 

A 

39  下列何種混和溶液的組合，會產生沉澱？  

(A)NaCl + KNO3   

(B)CaCl2 + KNO3   

(C)CaCl2 + Na2CO3   

(D)KCl + Na2CO3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普通物理學概要與普通化學】 

C 

40  關於粉塵爆炸的相關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鋁塊在常溫下不可燃，因此鋁粉並不會引起粉塵爆炸  

(B)粉塵爆炸是因為粉塵顆粒小接觸面積大，燃燒反應速率增快所致  

(C)引起粉塵爆炸必須要有氧化劑的存在，例如空氣中的氧氣  

(D)引起粉塵爆炸不一定要有明火，高溫或摩擦產生的靜電亦可能引起粉塵爆炸 

【108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普通物理學概要與普通化學】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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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科組別：消防警察人員 

科目：火災學概要  

一、申論題部分：（50 分） 

一 請以氣體燃燒為例，詳細說明各燃燒要素、環境壓力及發火條件。

（25 分） 

 

二 請分別說明液化氣體容器發生蒸氣爆炸前之現象，與原油或重質油發生沸溢

（Boilover）前之現象。（25 分） 

 

                         測驗題部分：（50 分）  

1  熱傳導係數是材料導熱能力重要的影響因素之一，有關熱傳導係數，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 

(A)固體物質比液體具有較高熱傳導係數 

(B)氣體比液體具有較高熱傳導係數 

(C)熱傳導係數愈大，物質傳熱速度愈慢 

(D)金屬材料熱傳導係數比非金屬材料熱傳導係數小 

【110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火災學概要】 

A 

2  海龍滅火藥劑主要的滅火原理，係控制下列何種燃燒要素？ 

(A)可燃物     (B)氧氣 

(C)連鎖反應    (D)熱能 

【110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火災學概要】 

C 

3  燃燒產生的高溫氣體向上浮起，為下列何種力造成的？ 

(A)重力     (B)庫倫力 

(C)表面張力    (D)強作用力 

【110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火災學概要】 

A 

4  建築物發生火災時，煙的流動方向，主要受到下列何種因素的影響？ 

(A)濃度     (B)亮度 

(C)可視度     (D)壓力 

【110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火災學概要】 

D 

5  有關高樓防火避難安全設計原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內部裝潢儘量不燃化  (B)足夠的結構耐火性能 

(C)適當的防火區劃   (D)「單一方向避難原則」的逃生設計 

【110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火災學概要】 

D 

6  有關粉塵爆炸，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粉塵爆炸係發生於粒子內部之燃燒反應 

(B)浮游粉塵含水分超過一定程度時，爆炸威力會降低 

(C)粉塵爆炸可如氣體般均勻濃度分布 

(D)浮游粉塵，粒徑愈小，發火溫度愈高 

B 



【110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火災學概要】 

7  有關硫化氫（H2S）之性質，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具毒性       (B)具可燃性 

(C)密度同甲烷，易自然散失 (D)易產生靜電火花引火 

【110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火災學概要】 

C 

8  下列何種材料之熱傳導係數最低？ 

(A)銅  (B)岩棉  (C)混凝土  (D)低碳鋼 

【110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火災學概要】 

B 

9  下列何種材料之熱傳導係數最低？ 

(A)銅  (B)岩棉  (C)混凝土  (D)低碳鋼 

【110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火災學概要】 

C 

10  高溫物體與低溫物體之間，無媒介物質，熱直接傳至對方之現象稱為： 

(A)熱輻射 (B)熱對流 (C)熱傳導  (D)熱反應 

【110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火災學概要】 

A 

11  物體溫度為 227℃，輻射率為 0.1，其輻射強度約為： 

(A) 0.015 KW/m2   (B) 15 KW/m2  

(C) 0.354 KW/m2   (D) 354 KW/m2 

【110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火災學概要】 

C 

12  某烷類氣體燃燒時與理論氧氣量的體積比為 1：2，該氣體的燃燒下限約為多

少？ 

(A) 18.3%  (B) 9.5%  (C) 5.2%  (D) 0.052% 

【110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火災學概要】 

C 

13  有關有焰燃燒，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分解燃燒與蒸發燃燒不屬於有焰燃燒 (B)火焰係發生於氣相燃燒區 

(C)僅發生於可燃性氣體    (D)僅發生於可燃性液體 

【110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火災學概要】 

B 

14  有關混合燃燒與擴散燃燒的一般特性，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混合燃燒的燃燒速度比擴散燃燒慢 

(B)室內火災引燃天花板煙氣所致之閃燃現象，可視為混合燃燒型態 

(C)蠟燭燃燒為混合燃燒 

(D)瓦斯漏氣燃燒後起火爆炸為擴散燃燒 

【110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火災學概要】 

B 

15  下列那一個易燃性氣體之燃燒範圍，其危險性相對較高？ 

(A) 10%~60%  (B) 6.0%~75%  (C) 16%~50%  (D) 8%~70% 

【110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火災學概要】 

B 

16  下列何種物質的特性，有較高的可燃性傾向？ 

(A)較高的熱傳導係數（thermal conductivity） 

(B)較低的比熱（specific heat capacity） 

(C)較高的密度（density） 

(D)較高的熱慣性（thermal inertia） 

B 



【110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火災學概要】 

17  室內發生閃燃（Flashover）或複燃（Backdraft）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閃燃觸發主因是氧氣   (B)複燃引發的關鍵機制是輻射熱 

(C)閃燃一般發生於火災衰退期  (D)複燃發生前一般處於悶燒狀態 

【110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火災學概要】 

D 

  

18  可燃性物質置於室內燃燒時，可發生閃燃，置於室外燃燒時則否；造成此種差

異現象，與下列何 

者關聯性較高？ 

(A)兩者火勢大小之差異   (B)兩者燃燒速率高低之差異 

(C)兩者火焰是否產生熱輻射  (D)兩者是否產生輻射能回饋效應 

【110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火災學概要】 

D 

19  當非導體之帶電物體，接近接地體時，除帶電物體與接地體之間發生放電外，

幾乎同一時間，沿 

著非導體表面發生如樹枝狀發光之放電，此現象稱為： 

(A)火花放電     (B)條狀放電 

(C)電暈放電     (D)沿面放電 

【110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火災學概要】 

D 

20  不易累積靜電之導體，係指體積電阻係數（Ω cm）為多少以下之物質？ 

(A) 1015  (B) 1013  (C) 1011  (D) 109 

【110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火災學概要】 

D 

21  影響自然發火之因素，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熱傳導度愈大，愈容易傳導熱，愈易起火 

(B)氣體熱傳導度大於液體及固體，故愈易引起燃燒 

(C)同一物質，粉狀蓄熱條件較整塊為佳，故較易起火 

(D)物質含大量水分時，熱傳導度小，故易蓄熱起火 

【110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火災學概要】 

C 

22  有關乙炔及其容器之危險性，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乙炔之分解爆炸，壓力越高，最小點火能量越小 

(B)高壓情況下，乙炔易生聚合反應，升溫發熱，促使分解爆炸 

(C)當乙炔噴出時，丙酮粒子亦一併噴出而發生靜電，其電荷可達 10,000 V 以

上 

(D)界限壓力隨容器管徑增加而上升 

【110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火災學概要】 

D 

23  有關家用天然氣事故之處置方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關閉天然氣開關     (B)熄滅附近火源 

(C)迅速打開門窗，使室內空氣流通  (D)立即關閉電氣開關並拔除電源 

【110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火災學概要】 

D 

24  下列無外力加工之事故現象，何者非屬蒸氣爆炸？ 

(A)鍋爐破裂       (B)原油槽之沸溢（Boilover） 

D 



(C)鹽槽爆炸       (D)天然氣管線外洩爆炸 

【110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火災學概要】 

25  爆炸對於消防救災產生潛在之危害，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依能量大小分為爆燃及爆轟 

(B)火焰面和衝擊波發展成同一波，稱為爆轟 

(C)氣體燃燒形成之爆炸主要是指擴散燃燒 

(D)爆燃對於人體及周遭物體造成之影響大於爆轟 

【110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火災學概要】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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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1  1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何者屬人格權之保障範圍？ 

(A)選擇配偶之婚姻自由    (B)免於身心傷害之身體權 

(C)人民受國民教育以外教育之權利 (D)姓名權 

【110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D 

2  有關公職人員罷免制度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有時間、人數之門檻，以及一定條件下不得再罷免之限制 

(B)罷免權之行使是追究當選人之政治責任 

(C)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之當選人，適用罷免之規定 

(D)罷免投票得與其他各類選舉之投票，同時舉行  

【110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C 

3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意旨，下列何者不屬於國家為多數人福祉而對少數人基

本權利加以限制之情形？ 

(A)都市更新計畫之審核程序規定 

(B)稅捐稽徵法有關應納稅捐之強制執行規定 

(C)刑法處罰散布猥褻出版品之規定 

(D)傳染病防治法有關強制隔離之規定 

【110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B 

4  下列何者之任命，無須經立法院同意？ 

(A)行政院院長  (B)司法院院長  (C)考試院院長  (D)監察院院長 

【110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A 

5  有關憲法法庭審理政黨違憲解散案，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憲法法庭認為聲請無理由，應以裁定駁回 

(B)憲法法庭認為聲請有理由，應以判決為之 

(C)憲法法庭認為聲請在程序上不合法，應以判決駁回 

(D)當事人對於憲法法庭之裁判，得聲明不服 

 【110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B 

6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之規定，軍人退役後之保障，除學業、工作、醫療之

外，尚包括下列何者？ 

C 



(A)選舉   (B)返鄉   (C)就養   (D)休閒 

【110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7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意旨，下列何者不在憲法第 11 條之保障範圍內？ 

(A)廣告自由  (B)大學自治  (C)新聞採訪自由  (D)信仰自由 

【110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D 

8  依司法院釋字第 445 號解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國家應保護集會遊行安全 

(B)集會自由屬於表現自由 

(C)集會遊行對不易接近或使用媒體管道之人，是重要之公開表達意見管道 

(D)國家不得設置集會遊行禁制區 

【110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D 

9  依司法院大法官有關平等權之解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基於事物之本質得為合理差別待遇 

(B)憲法之平等係保障人民法律地位之實質平等 

(C)憲法第 7 條未明文規定之性傾向歧視，不受憲法平等權保障 

(D)基於憲法之價值體系得為合理差別待遇 

 【110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C 

10  依司法院釋字第 716 號解釋，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處罰違規交易行為金額

1 至 3 倍之罰鍰規定，過度限制人民何種基本權利？ 

(A)服公職權   (B)財產權   (C)工作權   (D)平等權 

【110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B 

11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何者與憲法保障人民工作權之意旨並無牴觸？ 

(A)國家應尊重軍人對社會之貢獻，並保障其退役後之就業 

(B)教師法規定行為不檢有損師道者，一律終身不得再任教職 

(C)藥師經登記領照執業者，其執業處所應以一處為限 

(D)限制非視障者選擇以按摩為職業之自由 

【110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A 

12  依憲法規定，外國人不享有下列何種基本權利？ 

(A)選舉權   (B)生存權   (C)訴願權   (D)財產權 

【110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A 

13  關於立法委員提出不信任案，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立法院得經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一以上連署，對行政院院長提出不信任案 

(B)不信任案提出 72 小時後，應於 48 小時內以無記名投票表決之 

(C)如經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以上贊成，行政院院長應於 10 日內提出辭職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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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B 

14  下列何者為立法委員得兼任之職務？ 

(A)考選部政務次長     (B)公營事業機構董事 

(C)公立大學校長     (D)財團法人基金會董事 

【110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D 



15  某搖滾樂團因不滿政府施政，於某廟宇前大唱其創作曲，警方勸阻無效後，依

社會秩序維護法處以罰鍰。 

於訴訟中，承審法官認為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規定違憲。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承審法官得裁定停止訴訟，聲請大法官解釋 

(B)承審法官聲請大法官解釋時，僅需表明法律有違憲之疑義即可 

(C)法官得逕行拒絕適用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規定 

(D)地方法院法官聲請大法官解釋須經最高法院層轉 

【110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A 

16  關於健康權與國民健康之維護，下列何者錯誤？ 

(A)為憲法所保障之基本權利 

(B)為國際人權公約所承認之權利 

(C)法律規定醫事人員應符合一定的執業資格，僅涉及人民職業自由之限制，與

國民健康無關 

(D)立法設立藥害救濟制度，係對健康權之保障 

【110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C 

17  有關司法獨立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司法院所提出之年度司法概算，行政院不得刪減 

(B)免除庭長之行政兼職，侵害其擔任法官之審判獨立 

(C)法官為終身職 

(D)法官非依法律，不得停職、轉任或減俸 

【110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B 

18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意旨，下列何者非屬憲法保障宗教自由之內涵？ 

(A)宗教中立原則    (B)宗教平等原則  

(C)宗教寬容原則    (D)宗教謙抑原則 

【110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D 

19  下例何者非司法院釋字第 499 號解釋明文指出之修憲界限？ 

(A)民主共和國原則    (B)國民主權原則 

(C)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   (D)法治原則 

【110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D 

20  依現行制度，關於考試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考試院為國家最高考試機關 

(B)考試委員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 

(C)考試委員由總統提名，經監察院同意任命之 

(D)考試院關於所掌事項，得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 

【110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C 

21  依現行制度，下列何者不是中央與地方發生權限衝突時之可能解決途徑？ 

(A)聲請仲裁 (B)提起行政爭訟 (C)聲請解釋憲法 (D)由立法院解決 

【110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A 

22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有關居住遷徙自由，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C 



(A)人民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旨在保障人民有自由設定住居所、遷徙、旅行，

並不包括出境或入境之權利 

(B)限制欠稅人或欠稅營利事業負責人出境，牴觸憲法保障人民居住遷徙自由 

(C)警察人員執行公共場所之臨檢勤務，其中處所為私人居住之空間者，並應受

與住宅相同之保障 

(D)國家對於居住、遷徙之自由應予最大之維護，不應予以任何限制 

【110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23  總統為下列那一行為毋須行政院院長副署？ 

(A)解散立法院  (B)公布法律  (C)任命地方法院法官  (D)行使大赦權 

【110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A 

24  下列何者是人民之基本義務？ 

(A)受大學教育  (B)依法納稅  (C)依法選舉  (D)依法考試 

【110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B 

25  關於法院之設置，我國採多軌制，惟我國未設置下列那一法院？ 

(A)懲戒法院  (B)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  (C)勞動法院  (D)行政法院 

【110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C 

26  委辦規則應函報下列何者核定後發布之？ 

(A)內政部  (B)地方立法機關  (C)委辦機關  (D)行政院 

【110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C 

27  下列何者非法律明文規定類推適用之用語？ 

(A)得   (B)準用    (C)比照   (D)亦同 

【110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A 

28  民事法官在審理過程中發現，現行民事法律都無法透過解釋適用於系爭個案，

下列何者為該民事法官應採之作法？ 

(A)法官不得拒絕審判，所以法官應直接判決原告敗訴 

(B)法官應依法審判，所以法官應該拒絕審理該案件，以裁定駁回 

(C)法官應依法審判，所以法官應依法律解釋之方法，制定法律來審理案件 

(D)法官不得拒絕審判，所以法官應運用漏洞填補方法，以習慣或法理審理此案

【110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D 

29  依憲法及增修條文之規定，下列有關立法委員之敘述，何者錯誤？ 

(A)立法委員不得兼任官吏 

(B)立法委員於任職期間享有不逮捕特權 

(C)立法委員任期 4 年，連選得連任 

(D)有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以上的請求，立法院得召開臨時會 

【110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B 

30  有關言論自由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言論自由的保障範圍包括事實陳述與意見表達 

(B)外國人於我國亦受言論自由的保障 

(C)小學生如確切認知言論自由的意涵，亦受言論自由的保障 

(D)凡涉及言論自由事前審查的規定，均屬違憲 

D 



【110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31  公務員之懲戒，屬下列何種國家公權力之範圍？ 

(A)立法   (B)行政    (C)監察   (D)司法 

【110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D 

32  下列敘述何者非公司法規定股份有限公司得收回其公司本身之股份之合法事

由？ 

(A)公司發行之特別股 

(B)股東清算時，得按市價收回其股份，抵償其於清算前結欠公司之債務 

(C)股東受破產之宣告時，得按市價收回其股份，抵償其於破產宣告前結欠公司

之債務 

(D)為維護公司信用及股東權益所必要而買回，並辦理銷除股份 

【110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D 

33  關於定有施行期限之法規，依中央法規標準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法規定有施行期限者，期滿當然廢止，應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B)法律定有施行期限，主管機關認為需要延長者，應於期限屆滿 1 個月前送

立法院審議 

(C)法律定有施行期限，主管機關認為需要延長，而其期限在立法院休會期內屆

滿者，應於立法院休會 1 個月前送立法院審議 

(D)命令定有施行期限，主管機關認為需要延長者，應於期限屆滿 1 個月前，

送立法院審查 

【110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D 

34  公務人員退休法修正增訂擇領或兼領月退休金之人員，犯貪污治罪條例或刑法

瀆職罪章之罪，經判刑確定而入監服刑期間，停止領受月退休金之權利，至原

因消滅時恢復。A 市乃通知因犯貪污治罪條例而仍於監所服刑之退休公務人員

某甲，自該修正條文生效日起停止領受月退休金。上開情形中法律之適用，屬

於下列何者？ 

(A)法律真正溯及既往   (B)法律不真正溯及既往 

(C)程序從新原則    (D)實體從舊原則 

【110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B 

35  依現行法律規定，中華民國國民得行使公民投票權之年齡為下列何者？ 

(A)年滿 16 歲  (B)年滿 18 歲  (C)年滿 20 歲  (D)年滿 23 歲 

【110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B 

36  關於監察院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監察委員有不受逮捕拘禁特權 

(B)監察院之監察權包括同意、彈劾、糾舉及審計權 

(C)監察委員於院內所為言論，有言論免責權 

(D)監察院行使監察權時有文件調閱權 

【110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D 

37  關於民法上動產所有權之時效取得要件，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善意並無過失之占有人占有 5 年而取得其所有權 

C 



(B)以和平、公然、繼續占有為要件 

(C)惡意占有人不能時效取得 

(D)占有人須以所有的意思而占有 

【110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38  下列何種離婚，非經登記不生效力？ 

(A)因訴訟上和解而離婚    (B)因法院判決而離婚 

(C)兩願離婚      (D)經法院調解而離婚 

【110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C 

39  有關遺產分割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胎兒為繼承人時，雖其尚未出生，仍須保留其應繼分 

(B)土地進行遺產分割前，各繼承人可自由處分其應有部分 

(C)以遺囑禁止遺產分割 15 年者，該禁止遺產分割之遺囑無效 

(D)遺產分割後，各繼承人對於他繼承人因分割而取得之債權，就遺產分割時，

債務人之支付能力，不負擔保責任 

【110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A 

40  不當得利受領人於受領時不知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者，關於其應返還利益

之範圍，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受領人僅負返還現存利益之責任 

(B)受領人須返還受領時之原利益，並附加利息償還之，如有損害，亦應賠償 

(C)受領人之利益原形雖不存在，但受領人所獲財產總額之增加仍存在者，負返

還責任 

(D)受領人受領之利益已不存在者，免負返還或償還價額之責任 

【110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B 

41  甲上網向乙果農訂購葡萄 5 箱，約定送貨地點為甲之臺北住處，價金當即以信

用卡支付完畢。葡萄送到後，甲開箱發現有 3 箱葡萄已經發霉。甲原則上得向

乙主張何種權利？ 

(A)甲得向乙主張不當得利，請求返還 3 箱葡萄之價金 

(B)甲得向乙主張侵權行為，請求返還 3 箱葡萄之價金 

(C)甲得向乙主張給付不能，請求賠償相當於 3 箱葡萄價金之損害 

(D)甲得向乙主張瑕疵擔保責任，請求乙另行交付 3 箱具約定品質的葡萄 

【110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D 

42  下列何者非屬單獨行為？ 

(A)贈與契約    (B)物權之拋棄    

(C)解除權之行使    (D)撤銷權之行使 

【110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A 

43  甲向乙租 A 屋，雙方約定租期 5 年，租金每月 3 萬元，押金 6 萬元，但未訂

立書面，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甲、乙間之租賃契約未以字據定之，故不生效力 

(B)甲、乙間之租賃契約未以字據定之，故效力未定 

(C)甲、乙間之租賃契約仍生效力，惟租期僅限於 1 年 

D 



(D)甲、乙間之租賃契約仍生效力，但視為不定期租賃 

【110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44  甲將其所有之汽車借給乙使用，不久卻將汽車贈與給乙，則甲對乙得以何種方

式交付該汽車？ 

(A)現實交付   (B)簡易交付  (C)占有改定  (D)指示交付 

【110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B 

45  甲與友人乙謀議，要侵入丙家行搶。兩人依計劃，翻牆進入丙家庭院埋伏。丙

開車返家時，甲持槍上前喝阻，要丙下車，而乙在旁邊把風，丙見狀，踩油門

加速衝撞甲。甲情急之下自行朝擋風玻璃射擊丙，丙頭部中彈，經送加護病房

搶救，所幸生還。關於本案，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乙不構成殺人未遂或重傷罪的共同正犯 

(B)甲不能主張正當防衛，但可依緊急避難阻卻殺人未遂罪責 

(C)甲開槍出於情急，並沒有殺丙的意圖，因此不具殺人故意 

(D)丙開車衝撞行為，屬於防衛過當，但依情形可減輕或阻卻罪責 

【110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A 

46  小明因病必須服用藥物史丁諾斯，某日服用後睡覺，因該藥物的副作用，產生

夢遊，毆傷室友小華，該行為不處罰的理由何者最適當？ 

(A)無刑法期待可能性   (B)非刑法意義之行為 

(C)具有阻卻違法事由   (D)具有被害人之承諾 

【110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B 

47  關於易服社會勞動，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是一種保安處分    (B)是一種機構內處遇 

(C)等於舊法中的易服勞役  (D)是短期自由刑的替代刑 

【110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D 

48  關於刑法上責任能力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未滿 14 歲人之行為，不罰 

(B)滿 80 歲人之行為，得減輕其刑 

(C)瘖啞人之行為，得減輕其刑 

(D)藉酒裝瘋之人，得主張其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

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 

【110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D 

49  符合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之被保險人眷屬，如具有被保險人資格時，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 

(A)得選擇以眷屬身分或被保險人資格投保 

(B)並不得以眷屬身分投保 

(C)應隨同被保險人辦理投保及退保 

(D)應辦理退保且不得參加全民健保 

【110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B 

50  依勞工保險條例之規定，下列何種行為不受該條例之處罰？ 

(A)勞工於育嬰留職停薪期間拒絕繼續參加原有之勞工保險 

A 



(B)勞工違背勞工保險條例規定不參加勞工保險及辦理勞工保險手續者 

(C)投保單位未為其所屬勞工辦理投保手續者 

(D)投保單位未負擔被保險人之保險費，而由被保險人負擔者 

【110四等一般消防特考_法學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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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別：四等考試 

類科組別：各類別 

科  目：英文 

1 Traffic will be _____ through the side streets while the main road 

is resurfaced. 

(A) diverted  (B) evoked    (C) loathed  (D) persisted 

A 

2 This brandname bag is made of _____ leather, so it irritates the 

activists for animal rights. 

(A) genesis  (B) genuine   (C) genius   (D) genetic 

B 

3 The Nobel Prize is _____ annually for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s of 

physics, chemistry, medicine, literature, peace 

and economics. 

(A) awarded  (B) rewarded   (C) forwarded  (D) indebted 

A 

4 The prices of vegetables and fruits _____ according to the season. 

(A) float   (B) forward   (C) fluctuate  (D) facilitate 

C 

5 The Ganges in India is considered the world’s most _____ river, 

where the spirit of Goddess Ganga lives and people 

can wash away their sins. 

(A) allergic  (B) corrupted   (C) immune   (D) sacred 

D 

6 A new study demonstrates how _____ and lack of sleep can have severe 

impacts on patients with chronic diseases. 

(A) fatigue  (B) facility   (C) fluency  (D) freight 

A 

7 Despite _____ competition, the athlete made a gallant effort to win 

the first medal of the championships. 

(A) fierce   (B) hasty    (C) petite   (D) scarce 

A 

8 His long experience at the stock market makes him _____ to the 

department at the bank. 

(A) indivisible      (B) individualistic  

(C) indispensable      (D) inexplicable 

C 

9 The mother’s heart beat _____ when she was told about her son’s 

traffic accident. 

(A) illegally  (B) logically   (C) uselessly  (D) violently 

D 

10 People’s panic continued to _____ as more and more people were 

infected with the unknown disease. 

(A) concern  (B) escalate   (C) interact  (D) refrain 

B 

11 These two companies decided to _____ their business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for better cooperation. 

A 



(A) intensify  (B) pacify    (C) overtake  (D) acquaint 

12 The caring doctor always greets his patients with a(n) _____ smile 

and listens to them. 

(A) optional  (B) proficient   (C) eligible  (D) courteous 

D 

13 Puppies need something to _____ on when they begin teething so that 

their teeth can develop healthily. 

(A) pebble   (B) nibble    (C) bubble   (D) gobble 

B 

14 Traveling alone in Europe was a _____ experience for Eric; it 

changed his life and the way he saw himself. 

(A) transformative      (B) confidential  

(C) submissive       (D) premature 

A 

15 The number of homeless people is _____ due to the continuing 

economic downturn. 

(A) dissolving  (B) flicking   (C) surging  (D) declining 

C 

16 In _____ of St. Patrick’s Day, many restaurants will offer green 

food or drinks, or even ask their staff to dress in 

green. 

(A) terms   (B) place    (C) honor   (D) lieu 

C 

17 You will get nowhere if you do nothing but _____ everyone around you 

all the time. 

(A) criticize  (B) praise    (C) encourage  (D) undertake 

A 

18 James was under the weather this morning, so he went to a(n) _____ 

downtown. 

(A) agency   (B) clinic    (C) department  (D) concert 

B 

19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volcanic _____, the authorities raised the 

volcanic alert level to four. 

(A) eruption  (B) evolution   (C) execution  (D) expedition 

A 

20 Due to the pandemic of COVID-19, people should now be well aware of 

the ways to avoid getting _____ diseases. 

(A) curable  (B) conventional  (C) considerable (D) contagious 

D 

21 All applicants for this position are supposed to submit their _____ 

to the personnel office by next Monday. 

(A) emporia  (B) ensembles   (C) consignments (D) credentials 

D 

22 Teddy is a _____ person; he always has his own way and seldom takes 

others’ advice. 

(A) modest   (B) stubborn   (C) reliable  (D) sincere 

B 

23 The audience is required to keep absolutely silent while the band is 

_____ on stage. 

(A) boycotting  (B) graduating   (C) performing  (D) scratching 

C 

24 If you like writing long stories very much, you may consider being C 



a(n) _____ as your profession. 

(A) accountant  (B) performer   (C) novelist  (D) illustrator 

25 Before making any decisions, one should _____ out all possibilities. 

(A) wait   (B) weigh    (C) wear   (D) wane 

B 

26 The former mayor admitted his drinking problem and announced he 

would _____ from public life while seeking 

medical treatment. 

(A) withdraw  (B) release   (C) conceal  (D) decline 

A 

27 This chemical is commonly used to make explosives to _____ rocks in 

mining industries. 

(A) blast   (B) clasp    (C) erupt   (D) perch 

A 

28 An organization was established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_____ students and suicide to prevent 

self-harm among the talented youngsters. 

(A) gifted   (B) poetic    (C) allergic  (D) faithful 

A 

29 Hospitals are on standby, ready to deal with _____ flown in from the 

crash site. 

(A) airliners  (B) casualties   (C) wreckages  (D) fragments 

B 

30 The new environmental policy will place a lot of _____ on recycling 

household waste. 

(A) emphasis  (B) tension   (C) emission  (D) tendency 

A 

請依下文回答第 31 題至第 35 題： 

  How many times has your heart sunk after dropping your smartphone 

and worrying if you smashed the glass? There may be an answer to reduce 

that feeling. The glass 31 to make the screens on many of the world’s 

smartphones just got tougher. The company that makes the glass has just 

made a stronger 32 . It is called Gorilla Glass and has been used in 

smartphones for many years. The company has greatly improved the glass 

to make it more 33 to scratch, crack, or smash. The new product can 34 

drops of up to two meters without any signs of damage. It is also two 

times more scratch- 35 than other glass. The glass was first used on 

products by a leading company. 

 

31 (A) is used  (B) has used   (C) was using  (D) used D 

32 (A) version  (B) extension   (C) admission  (D) caution A 

33 (A) precious  (B) difficult   (C) efficient  (D) instant B 

34 (A) survive  (B) destroy   (C) support  (D) collect A 

35 (A) convenient  (B) destructive  (C) resistant  (D) hesitant C 

請依下文回答第 36 題至第 40 題： 

  Smartphones are small devices constantly online sending and 

receiving signals, so they are always a target for 

 



criminals. To protect your smartphone from hackers and 36 , set a long 

passcode with both numbers and letters. 

Consider using fingerprint scanning or face ID, 37 gives an even more 

personalized security blanket. Avoid free 

public Wi-Fi. Use only your private cell connection and 38 Wi-Fi on your 

mobile phone whenever you are in a 

public place. Besides, avoid sharing a ton of revealing information 

about yourself on social networks. Avoid listing 

specific addresses, work locations, phone numbers, family names, and 

other details hackers can use to track you. 39 , 

don’t store personal information, documents, or files on your phone, 

and limit the number of geotagged photos in your 

Camera Roll. Eliminate 40 emails from financial and work-related 

accounts. Also, make a habit of keeping your 

phone relatively pristine by offloading images and documents to your 

computer. 

36 (A) advocates  (B) counterparts  (C) intruders  (D) vendors C 

37 (A) it    (B) that    (C) this   (D) which D 

38 (A) switch on  (B) switch off   (C) turn up  (D) turn down B 

39 (A) Furthermore      (B) However  

(C) For example      (D) On the other hand 

A 

40 (A) ambigious  (B) confidential  (C) disciplinary (D) inherent B 

請依下文回答第 41 題至第 45 題： 

  Carol Dweck suggests that most people’s brains can be described as 

having a fixed or a growth mindset. Someone with a fixed mindset avoids 

new challenges 41 fear of failure, whilst someone with a growth mindset 

sees new problems in everyday life as 42 to be seized and embraced as 

part of a wider learning experience. Those with a fixed mindset claim 

that skills and abilities are 43 , but Dweck argues that most successful 

people tend to have a growth mindset and an ongoing desire to learn and 

develop personally throughout their life. 44 aware of our resistance to 

change, it is possible to train ourselves to overcome this resistance 

and expose ourselves to new activities. 

Put yourself out of your 45 and give it a go. You will be surprised at 

how you will develop new ways of thinking through trial and error and 

how this will improve your resilience and flexibility. 

 

41 (A) as    (B) without   (C) away from    (D) out of D 

42 (A) accidents  (B) frequencies  (C) opportunities (D) tragedies C 

43 (A) abstract  (B) objective   (C) innate     (D) eligible C 

44 (A) Not become  (B) Have become  (C) Becoming    (D) Became C 



45 (A) culture shock      (B) comfort zone  

(C) safety belt      (D) generation gap 

B 

請依下文回答第 46 題至第 50 題： 

  The marketing term “effective frequency” refers to the idea that a 

consumer has to see or hear an ad a number of times before its message 

hits home. Essentially, the more you say something, the more it sticks 

in－and possibly onpeople’s heads. It doesn’t even have to be true－

and that’s the problem. What advertisers call “effective frequency,” 

psychologists call the “illusory truth effect”: the more you hear 

something, the easier it is for your brain to process, which makes it 

feel true, regardless of its basis in fact. 

  “Each time, it takes fewer resources to understand,” says Lisa 

Fazio, a psychology professor at Vanderbilt University. “That ease of 

processing gives it the weight of a gut feeling.” That feeling of truth 

allows misconceptions to sneak into our knowledge base, where they 

masquerade as facts. One example Fazio and her research team give is the 

belief that vitamin C can prevent colds, which many people have taken as 

a fact but is actually a misconception simply because it is long 

repeated. 

  Even in the absence of endless repetition, we’re more likely to 

believe what we hear than to question it objectively, 

thanks to another psychological principle: confirmation bias. 

  “In general, human beings, after hearing any claim, behave like 

naive scientists and tend to look for information that confirms the 

initial conjecture,” says Ajay Kalra, a marketing professor at Rice’s 

Jones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In an interesting experiment, a 

group of consumers was told a leather jacket, Brand A, was very 

good.When they later examined several brands, they tended to spend more 

time looking at Brand A and evaluating it more highly than other 

brands.” 

  The same principle applies to a coffee company’s claim that its 

coffee is the “richest” in the world. “Confirmation bias typically 

applies to situations where information is ambiguous and hard to 

refute,” he explains. “The more often you hear a message, the more the 

confirmatory bias likely comes into play.” 

  It’s no wonder that many of us fall for false claims on social 

media, especially when we see them tweeted and retweeted again and 

again. How can we fight back? There are ways to lessen the influence of 

repeated claims. One of the best: don’t rely on a single source for 

information. Read stories from multiple news outlets and listen to a 

 



variety of opinions. Commit to staying open-minded, and consult with 

friends and colleagues whose perspectives differ. Take a second to 

consider how you know something is true. In this way, you can stymie the 

effects of repetition. It’s a great thing to do on social media: before 

you share something, take that second and pause. Otherwise, you risk 

becoming part of the echo chamber that keeps falsehoods circulating. 

46 What is the purpose of the passage? 

(A) To entertain the readers.  (B) To inform the readers. 

(C) To mislead the readers.  (D) To criticize the readers. 

B 

47 What is the author’s tone towards false claims on social media? 

(A) Cynical.  (B) Fearful.  (C) Playful.  (D) Objective. 

D 

48 Which of the following terms is NOT introduced in the passage? 

(A) Absolute threshold.   (B) Confirmation bias. 

(C) Effective frequency.   (D) Illusory truth effect. 

A 

49 Which of the following words is closest in meaning to the word 

“masquerade” in the second paragraph? 

(A) To reveal.  (B) To disguise. (C) To oppose. (D) To research. 

B 

50 What does the underlined “they” in the passage refer to? 

(A) Researchers.     (B) Human beings.  

(C) Naive scientists.    (D) Consumers.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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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試 別：一般警察人員考試、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四等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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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申論題部分：（50 分） 

一 依消防法施行細則規定，消防安全設備之設計、監造、裝置及檢修，請 

說明工作項目為何？（25 分） 

【110四等一般警察消防特考_消防與災害防救法規概要】 

 

二 依災害防救法規定，有關各級政府應實施緊急應變措施之整備事項，請 

申述之。（25 分）   

【110四等一般警察消防特考_消防與災害防救法規概要】 

 

                        測驗題部分：（50 分）  

1  依消防法施行細則規定，有關液化石油氣零售業者設置安全技術人員，下列敘

述何者正確？ 

(A)每年 3 月及 9 月向轄區消防機關各申報 1 次 

(B)每 2 年應接受複訓 1 次 

(C)每次複訓時數不得少於 4 小時 

(D)初訓講習訓練時間不得少於 8 小時 

【110四等一般警察消防特考_消防與災害防救法規概要】 

B 

2  依消防法規定，有關災害搶救需要，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消防指揮人員為搶救火災，得使用附近各種水源 

(B)消防栓之維護保養應由消防單位負責 

(C)警察人員獲知某公共危險物品有發生爆炸之虞，應自行劃定警戒區 

(D)鄉（鎮、市）公所為消防需要，應會同自來水事業機構選定適當地點設置消

防栓 

【110四等一般警察消防特考_消防與災害防救法規概要】 

A 

3  依災害防救法規定，行政院設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置主任委員 1 人，由下列

何者兼任？ 

(A)行政院院長     (B)行政院副院長 

(C)行政院秘書長    (D)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主任 

【110四等一般警察消防特考_消防與災害防救法規概要】 

B 

4  依爆竹煙火管理條例規定，有關爆竹煙火監督人，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選任後 15 日內，應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異動時，亦同 

(B)應為場所之管理或監督層次幹部 

C 



(C)任職期間，每 2 年至少應接受複訓 1 次，複訓之時間不得少於 6 小時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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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四等一般警察消防特考_消防與災害防救法規概要】 

5  依消防法規定，零售業者違反第 15 條之 4 規定，未於容器之檢驗期限屆滿前

送至檢驗機構進行定期檢驗仍繼續使用，或容器逾使用年限仍未汰換，應處新

臺幣多少罰鍰？ 

(A) 6 千元以上 3 萬元以下    (B) 1 萬元以上 5 萬元以下 

(C) 2 萬元以上 10 萬元以下    (D)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 

【110四等一般警察消防特考_消防與災害防救法規概要】 

C 

6  依消防法規定，消防指揮人員搶救工廠火災時，有關工廠管理權人之必要作

為，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提供土地使用目的 

(B)指派專人至現場協助救災 

(C)提供廠區化學品種類、數量及位置平面配置圖 

(D)提供搶救必要資訊 

【110四等一般警察消防特考_消防與災害防救法規概要】 

A 

7  依消防法規定，液化石油氣容器製造或輸入業者，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甲認

可及發給認可證書後，始得申請乙認可。有關甲、乙各為何？ 

(A)甲：性能、乙：綜合     (B)甲：型式、乙：個別 

(C)甲：綜合、乙：個別     (D)甲：個別、乙：型式 

【110四等一般警察消防特考_消防與災害防救法規概要】 

B 

8  依消防法規定，營業場所之管理權人未依規定設置或維護消防安全設備，於發

生火災時致人於重 

傷者，下列處分何者正確？ 

(A)處 6 月以上，5 年以下有期徒刑  (B)處 2 年以上，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C)處 3 年以上，7 年以下有期徒刑  (D)處 1 年以上，7 年以下有期徒刑 

【110四等一般警察消防特考_消防與災害防救法規概要】 

A 

9  依消防法施行細則規定，下列何者非為管理權人依規定應遴用防火管理人員之

範圍？ 

(A)醫院、養老院 

(B)總樓地板面積在 500 平方公尺以上之遊藝場所 

(C)總樓地板面積在 200 平方公尺以上之餐廳 

(D)總樓地板面積在 500 平方公尺以上，其員工在 30 人以上之工廠 

【110四等一般警察消防特考_消防與災害防救法規概要】 

C 

10  依消防法及消防法施行細則規定，有關消防栓之設置，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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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增

設消防據點 

(B)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負責保養、維護消防栓 

(C)消防栓之設置，以採用地下雙口式為原則 

D 



(D)當地自來水事業應配合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實施消防栓之測試 

【110四等一般警察消防特考_消防與災害防救法規概要】 

11  依災害防救法規定，懸浮微粒物質災害及生物病原災害之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

管機關，分別為下 

列何者？ 

(A)經濟部、衛生福利部    (B)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內政部 

(C)交通部、勞動部     (D)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衛生福利部 

【110四等一般警察消防特考_消防與災害防救法規概要】 

D 

12  依災害防救法規定，有關災害區域跨越二個以上直轄市、縣（市）行政區之協

調及處理，下列敘 

述何者正確？ 

(A)由發生地直轄市長協調及處理鄰接縣（市） 

(B)由發生地縣（市）長協調及處理鄰接直轄市 

(C)由發生地鄉（鎮、市、區）長協調及處理鄰接鄉（鎮、市、區） 

(D)由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協調及處理 

【110四等一般警察消防特考_消防與災害防救法規概要】 

D 

13  依災害防救法規定，有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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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登錄之申請條件由衛生福利部定之  

(B)各級政府應提供救災設備 

(C)各級政府應為其投保人身保險  

(D)應向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登錄 

【110四等一般警察消防特考_消防與災害防救法規概要】 

D 

14  依災害防救法第 30 條規定，有發生災害之虞時，負責蒐集及通報並迅速採取

必要處置之人員，不包含下列何者？ 

(A) 消防或警察單位 

(B) 村（里）長 

(C) 村（里）幹事 

(D) 鄰長 

【110四等一般警察消防特考_消防與災害防救法規概要】 

D 

15  依災害防救法規定，有關颱風陸上警報發布，各級政府成立災害應變中心後，

指揮官於災害應變範圍內，以各級政府名義，依其權責實施應變事項，下列敘

述何者錯誤？ 

(A)劃定警戒區域，限制或禁止人民進入觀浪 

(B)緊急應變措施之發布及執行 

(C)違章建築物之移除及拆除 

(D)指定空域高度，禁止航空器之通行 

【110四等一般警察消防特考_消防與災害防救法規概要】 

C 

16  依災害防救法及施行細則規定，有關災害防救基本計畫，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每 5 年應進行勘查評估及檢討 

C 



(B)公共事業每 2 年應依基本計畫檢討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C)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應每 3 年依基本計畫檢討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D)鄉公所應依上級災害防救計畫每 2 年檢討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110四等一般警察消防特考_消防與災害防救法規概要】 

17  17 依爆竹煙火管理條例規定，有關爆竹煙火場所違反規定之處分，違反下列

何者之罰鍰金額為新臺幣 6 萬以上 30 萬元以下？①製造場所之位置、構造或

設備 ②未達管制量 30 倍之儲存（販賣）場所之位置、構造或設備 ③製造場

所之安全管理 ④達管制量儲存（販賣）場所之安全管理 

(A)僅③④ (B)僅②④ (C)僅①③ (D)②③④ 

【110四等一般警察消防特考_消防與災害防救法規概要】 

D 

  

18  依專業爆竹煙火施放作業及人員資格管理辦法規定，舞臺煙火與觀眾間之安全

距離，應為 X 公尺或效果半徑 Y 倍之較大值，X、Y 分別為： 

(A) 4 公尺、2 倍(B) 4 公尺、4 倍(C) 6 公尺、2 倍(D) 6 公尺、4 倍 

【110四等一般警察消防特考_消防與災害防救法規概要】 

C 

19  依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處理場所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

規定，有關公共危險物品場所設置擋牆，以有效阻隔火災延燒鄰近場所，下列

敘述何者錯誤？ 

(A)設置位置距離場所外牆或相當於該外牆之設施外側 2 公尺以上 

(B)厚度在 15 公分以上之鋼筋或鋼骨混凝土牆 

(C)厚度在 20 公分以上之鋼筋或鋼骨補強空心磚牆 

(D)堆高斜度超過 60 度之土堤 

【110四等一般警察消防特考_消防與災害防救法規概要】 

D 

20  依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處理場所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

規定，有關設有防爆牆之液化石油氣容器儲存室，其儲存面積為 9 平方公尺，

與場外設置之第 2 類保護物之安全距離為幾公尺？ 

(A) 4.5 公尺(B) 6.0 公尺(C) 7.5 公尺(D) 11.25 公尺 

【110四等一般警察消防特考_消防與災害防救法規概要】 

A 

21  依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處理場所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

法，有關瓦斯行之安全管理及設置標準相關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瓦斯行應設容器儲存場所，該場所僅供一家使用者，其面積不得少於 10 平

方公尺 

(B)瓦斯行設有容器保管室者，得免設置容器儲存場所 

(C)儲存場所設有圍牆者，其設置位置與瓦斯行之距離得為 30 公里 

(D)容器儲存場所設置位置與販賣場所之距離，以不超過 5 公里為原則 

【110四等一般警察消防特考_消防與災害防救法規概要】 

C 

22  依緊急醫療救護法規定，有關大量傷病患救護，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消防主管機關應訂定大量傷病患救護辦法，並定期辦理演習 

(B) 直轄市、縣（市）衛生及消防等有關機關對發生於其鄰近地區之大量傷病

患，應予支援 

A 



(C) 直轄市、縣（市）政府遇大量傷病患救護，應依災害規模及種類，建立現

場指揮協調系統，施行救護有關工作 

(D) 大量傷病患救護處理涉及軍事機密時，應會商軍事機關處理之 

【110四等一般警察消防特考_消防與災害防救法規概要】 

23  依緊急醫療救護法規定，救護隊或消防分隊每隊人車最基本之配置，下列敘述

何者錯誤？ 

(A)專職人員不得少於半數 

(B)至少應配置救護人員 7 名 

(C)救護人員至少應配置 1 名高級救護技術員 

(D)至少應配置救護車 1 輛 

【110四等一般警察消防特考_消防與災害防救法規概要】 

C 

24  依緊急醫療救護法規定，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救災救護指揮中心處理事

項，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急救教育訓練及宣導之諮詢  (B)督導救護技術員 

(C)聯絡醫療機構接受緊急傷病患  (D)建立緊急醫療救護區域協調指揮體系 

【110四等一般警察消防特考_消防與災害防救法規概要】 

C 

25  依緊急救護辦法規定，有關救護人車防污之處置，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運送疑患有傳染病之病患時，應避免救護人員受到污染 

(B)每月定期消毒至少 1 次 

(C)每週去污處理至少 1 次 

(D)實施定期消毒時，應將其情形記入消毒實施表 

【110四等一般警察消防特考_消防與災害防救法規概要】 

C 

 



110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 

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考試及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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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別：一般警察人員考試 

等別：四等考試 

類科組別：消防警察人員 

科目：普通物理學概要與普通化學概要 

一、單一選擇題：(共 40題，每題 2.5分) 

1  

標示功率 1,100 瓦特、220 伏特的直流電器，若使用行動電源提供 18,000 庫侖

的電量，則可使該電器連續工作多少時間？ 

(A) 30 分   (B) 60 分   (C) 90 分   (D) 120 分 

B 

2  

兩等位線 L1、L2 的電位分別為 300 V、100V，施加作用力使正電的點電荷 Q，等速

由 L1 移動到 L2，下列何者正確？ 

 

 

(A)電位降低  (B)外力作正功  (C)靜電力作負功 (D)電位能增加 

A 

3  

兩相同的金屬球，其半徑皆為 r，當兩球相距為 d 時（d>>r），彼此間的靜電斥力

為 F，若將兩金屬球接觸後再分離至相距 
3

2
 d 時，彼此間的斥力變為 

𝐹

2
 ，則此兩

金屬球原先的帶電量比可能為何？ 

(A) 2：1   (B) 3：2   (C) 4：3   (D) 5：4 

A 

4  

有關良導體金屬殼的靜電學性質，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在靜電平衡條件下，電荷只分布在金屬殼的表面 

(B)在靜電平衡條件下，若金屬殼內置有帶電體，則帶電體的電場無法對金屬殼外

部產生影響 

(C)在靜電平衡條件下，金屬殼內任何一處都是等電位，且表面電荷一定會均勻分

布 

(D)在金屬殼內放置一手機，則該手機無法接收到金屬殼外手機撥打的訊號 

C 

5  
如圖所示的電路中，理想電池的端電壓為 18 V，電阻 R1 與 R2 與電池串聯。現因

使用上的需要，欲使 M、N 兩點間的電壓為 6 V，則 R1 與 R2 的比值應為何？ 

C 



 

(A) 1/3   (B) 0.5   (C) 2    (D) 3 

6  

三鋸板平行板電容器 A、B、C，其板面積均相同，兩板間皆為空氣且其間隔比為

1：2：3，三電容器連結於電池之正負兩極，如圖所示。A、B、C 三電容器上電量

之比為何？ 

 
(A) 1：1：1  (B) 1：2：3  (C) 3：2：1  (D) 1：1：2 

A 

7  

關於平行板電容器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平行板電容器的電容值，與其金屬板面積成正比、兩板間距離成反比 

(B)平行板電容器的電容值，與其金屬板面積成正比、兩板間距離成正比 

(C)平行板電容器的電容值，與其金屬板面積成反比、兩板間距離成正比 

(D)平行板電容器的電容值，與其金屬板面積成反比、兩板間距離成反比 

A 

8  

將兩個 10 歐姆（Ω）的電阻串聯，其等效電阻為 RS。將另兩個 10 歐姆（Ω）的

電阻並聯，其等效電阻為 RP。則 RS/Rp 值為何? 

(A) 2    (B) 4    (C) 1/2   (D) 1/4 

B 

9  

日本家庭用電的電壓為 100 V，而臺灣家庭用電的電壓為 110V。如果從日本購買

標示額定電壓 100 V、額定耗電功率 1,200W 的電器，若在臺灣使用，而不加裝變

壓器時，則其耗電功率約為多少瓦？（該電器符合歐姆定律） 

(A) 1,452   (B) 1,320   (C) 1,100   (D) 990 

A 

10  

LC 串聯電路中，電感值為 75.0 mH、電容值為 3.60 μF，電容器的最大電荷為

2.90 μ，若不考慮電路中的電阻損耗，則電路中的總能量（μJ）與下列何者最

接近？ 

(A) 1.17 μJ  (B) 1.24 μJ  (C) 20.8 μJ  (D) 25.9 μJ 

A 

11  

在絕熱容器中有理想氣體，當理想氣體推動活塞，體積由 V 膨脹為 2 V；若不考

慮任何化學變化發生，有關該氣體膨脹前後的狀態變化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該氣體對外界做負功    (B)該氣體會獲得能量，使內能上升 

(C)該氣體的溫度會上升    (D)該氣體分子的方均根速率會下降 

D 



12  

在室溫下有兩塊質量均為 100 公克的銅塊，各以 100 公尺/秒的速度相向運動，

發生正面非彈性碰撞後，兩塊銅塊合而為一且靜止不動。若在這個過程中，損失

的動能完全轉換為熱能，則所產生的熱能約為多少卡？（熱功當量為 1 卡= 4.2 

焦耳） 

(A) 1,000 卡  (B) 500 卡   (C) 238 卡   (D) 119 卡 

C 

13  

下列各溫標在不同條件下，有關溫度的敘述，何者正確？ 

(A)月球背光面的溫度可能低於零下 300℃  

(B) 72℃與 72℉水之溫度相同 

(C)水的固、液、氣三相點為 273.16 K  

(D)人體溫度約為 37℉ 

C 

14  

在絕熱條件下，氣體的自由膨脹是一種不可逆的熱力學過程。有關氣體自由膨脹

的各項物理性質，下列何者錯誤？ 

(A)內能不變      (B)系統的總熱量不變 

(C)熵值不變      (D)氣體不對外作功 

D 

15  

一位引擎設計師，聲稱他製造出一台熱機，從 100℃的高溫爐中吸收 2,500 J 的

熱能，並且在 25℃的室溫條件下排放出 2,200 J 的熱能，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不可能，這個設計違反卡諾定理（Carnot's theorem） 

(B)不可能，這個設計違反熱力學第一定律 

(C)不可能，這個設計違反熱力學第二定律 

(D)這是一個完全符合熱力學定律的物理引擎 

D 

16  

一片長方形玻璃窗，其長度為 L、寬度為 W、厚度為 D。冬天室內室外溫度差固定

為ΔT，為減少單位時間內室內經由此片玻璃傳導到室外的熱量，則可採用下列何

種方式？ 

(A) L 與 D 不變，增加 W    (B) L 與 W 不變，增加 D 

(C) L 與 W 不變，減少 D    (D) W 與 D 不變，增加 L 

B 

17  

乾粉滅火器將瓶內乾粉向外噴射的工作原理，係利用壓下滅火器的把手後，當瓶

內氣壓大於外界大氣壓力，乾粉就會往外衝滅火，因此滅火器的本體容器也要有

足夠的耐壓能力，才能將高壓氣體穩定封存於瓶內。若不考慮容器漏氣及卸壓閥

的作用，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滅火器本體容器之耐壓壓力值只要跟灌入的氣體蓄壓壓力相等即可 

(B)根據理想氣體方程式可知，填入鋼瓶的氣體莫耳數多寡對造成的氣壓並無影響 

(C)正常乾粉滅火器的壓力表讀值，在夏天高溫環境中會比在冬天低溫環境來得高 

(D)理論上，當鋼瓶內的氣壓還有一大氣壓時，此滅火器還是可以噴出乾粉來滅火 

C 

18  

1912 年鐵達尼號啟航不久，即沉船於 3,784 公尺深的海底。若海面上的大氣壓力

為 1 atm＝1.01×105 Pa，海水的密度為 1.03 g/cm3，重力加速度值為 9.8m/s2，則

鐵達尼號於海底沉船處的壓力，約為一大氣壓的幾倍？ 

(A) 10    (B) 100   (C) 400   (D) 1,200 

C 

19  
一實心小木塊置入一裝水的大燒杯中，有 

1

8
 的體積露出水面。若將燒杯中的水改

為密度為 1.5 g/cm3 的液體時，則木塊露出液面的體積占其全部體積的比例為

A 



何？ 

(A) 
5

12
    (B) 

7

12
    (C) 

5

14
    (D) 

7

16
 

20  

一長半徑為 3.0 cm 的橡皮管，管中水流速度固定為 2.0m/s，若在橡皮管口加上

一個半徑為 2.0 cm 的噴嘴，則由噴嘴流出的水流速度為多少 m/s？ 

(A) 3.0   (B) 4.5   (C) 6.0   (D) 9.0 

B 

21  
有機化合物的名稱與分子式，下列何者錯誤？ 

(A)丙烷，C3H8  (B)環丙烷，C3H6  (C)丙烯，C3H4  (D)乙炔，C2H2 

C 

22  

下列常見原子與離子之半徑大小比較，何者正確？ 

(A) O2->S2->Se2-      (B) Mg>Si>Cl  

(C) O2+>O>O2-      (D) Al3+>Mg2+>Na+ 

B 

23  

化學反應中常伴隨沉澱、顏色及溫度等變化，我們可以藉由觀察顏色的深淺變

化來判斷反應的進行。下列對於反應中顏色變化的敘述，何者錯誤？ 

(A)用銅網包住少量的鈉金屬後放入無色的酚酞水溶液，可使之變成粉紅色 

(B)把 NaOH 加到硫酸亞鐵水溶液中，可以生成綠色的 Fe(OH)3 

(C)以稀鹽酸溶解鐵鏽，在加入 KSCN 水溶液中，可使溶液呈血紅色 

(D)以濃硝酸溶解銅片，會產生褐色的二氧化氮氣體 

B 

24  

一個體積為 10L 的理想氣體系統，在定壓下將溫度從 30℃增加至 60℃時，概略

的體積變化，下列何者正確？ 

(A)體積不變      (B) 10 L 增為 20 L  

(C) 10 L 增為 15 L     (D) 10 L 增為 11 L 

D 

25  

已知二氧化碳之三相點為-56 ℃，5.1 大氣壓，關於二氧化碳的敘述，下列何

者正確？ 

(A)在 4 大氣壓下加熱乾冰可直接得到氣態二氧化碳 

(B)在 6 大氣壓下加熱乾冰可直接得到氣態二氧化碳 

(C)在 4 大氣壓下加熱乾冰，會得到液態二氧化碳 

(D)在-70 ℃下加壓氣態二氧化碳可以得到液態二氧化碳 

A 

26  

水的離子積常數（Kw）在 100 ℃時是 25 ℃時的 100 倍，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在 100 ℃純水中的[H+]比 25 ℃的純水低 

(B) 100 ℃純水的 pH 值為 7 

(C) 100 ℃及 25 ℃的 pH＝1 之水溶液具有相同的[H+] 

(D) 100 ℃純水的解離度比 25 ℃的純水低 

C 

27  
下列何者與水反應後，其溶液為鹼性？ 

(A) Na    (B) SO2    (C) NO2    (D) Cl2 

A 

28  
下列氧化物分子，何者之極性最高？ 

(A) CO2    (B) NO2    (C) SO2    (D) SO3 

C 

29  
下列那一種固體是共價網狀結構？ 

(A)石英   (B)乾冰   (C)食鹽   (D)葡萄糖 

A 

30  
試比較①CH4、②H2O、③HF、④NH3 四種化合物的沸點，由高到低排列次序為

何？ 

B 



(A)①②③④  (B)②③④①  (C)③④②①  (D)④①③② 

31  

甲烷（CH4）燃燒的平衡反應式如下，CH4+3O2→CO2+2H2O，在氧氣（O2）充分供給

的條件下，燃燒 2 莫耳的甲烷，會產生多少莫耳的水（H2O）？ 

(A) 2    (B) 3    (C) 4    (D) 5 

C 

32  

將氫氣與氧氣反應可得 1 莫耳水蒸氣，放熱 286 kJ。該反應的熱化學反應式表

示法，何者正確？ 

(A) 2H2(g)＋O2(g)→2H2O(g)＋286 kJ  

(B) H2(g)＋ 
1

2
 O2(g)→2H2O(g) ΔH=+286 kJ 

(C) H2(g)＋ 
1

2
  O2(g)→H2O(g)＋286 kJ 

(D) 2H2(g)＋O2(g)→2H2O(g) ΔH=-286 kJ 

C 

33  

在 25 °C 時，碳酸鈣的溶度積常數（Ksp）為 3.4×10-9。若將過量碳酸鈣溶於純

水中，其溶解度為何？ 

(A) 5.8×10-5M  (B) 3.4×10-9M  (C) 1.7×10-5M  (D) 1.7×10-9 M 

A 

34  

由酸鹼滴定曲線無法得到下列何項結果？ 

(A)酸性溶液中質子濃度    (B)鹼性溶液中質子濃度 

(C)測定單質子酸或多質子酸   (D)平衡反應中反應移動方向 

D 

35  

六氧化四砷以碳還原可得到砷，反應式：As4O6(s)＋6C(s)  As4(g)＋6CO(g)。

下列何種操作會讓平衡往左移動？ 

(A)加入碳（C(s)）     (B)加入一氧化碳（CO(g)） 

(C)移走六氧化四砷（As4O6(s)）  (D)移走砷氣體（As4(g)） 

B 

36  

關於過氧化氫的化學性質，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過氧化氫可作為氧化劑 

(B)過氧化氫可作為還原劑 

(C)過氧化氫與碘離子反應生成碘分子的反應中，過氧化氫被還原 

(D)過錳酸鉀與過氧化氫反應生成氧氣的反應中，過氧化氫被還原 

D 

37  

在室溫下，於 pH＝3 的稀硝酸 100 mL 中加入酚酞指示劑後，再滴入 pH＝12 的

氫氧化鈉水溶液 10 mL 充分混合。下列敘述何者正確？（酚酞指示劑在 pH 值

8.2 以下時呈無色，在 pH 值 10 以上時呈現紅色） 

(A)混合前，氫氧化鈉水溶液的濃度是 0.1 M  

(B)混合後，溶液中 H+濃度為 0 M 

(C)混合後，溶液呈鹼性 

(D)混合前後，溶液皆為無色 

D 

38  
下列那一個化合物難溶於水中？ 

(A) KCl   (B)(NH4)2S   (C) CuSO4   (D) Mg(OH)2 

D 

39  

哈伯法製氨的反應為 N2(g)＋3H2(g)  2NH3(g)，此反應的反應熱為-92.4 

kJ/mol。下列何者可以增加逆反應的反應速率？ 

(A)加入鐵化合物作為催化劑   (B)增加氫氣的濃度 

(C)降低氮氣的濃度     (D)降低系統的溫度 

A 



40  

玉米粉大量噴灑在空氣中比堆積在地上更容易引燃而爆炸，其主要原因為何？ 

(A)玉米粉噴灑在空氣中較易汽化 

(B)玉米粉噴灑在空氣中與空氣接觸的總表面積較大 

(C)玉米粉噴灑在空氣中具有較高的分子動能 

(D)噴灑在空氣中的玉米粉平均分子量較低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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