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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部分：（6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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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號。

一、作文：（60 分）

我國已於 1993 年成為高齡化社會，2018 年轉為高齡社會，推估將於

2026 年邁入超高齡社會。《論語．公冶長》記載孔子的志向之一是能夠

使「老者安之」，《禮記．禮運》也提到大同世界的理想：「使老有所

終」。這不僅僅是一種對於社會發展的願景，同時也是當前社會所面臨

的重要議題。然而凡事皆應從個人做起，請以「尊敬老人，善待老人」

為題，作文一篇，闡述自己的見解與做法。

二、公文：（20 分）

試擬教育部致各公私立大學校院函：請加強校園內各項傳染病防疫措

施，如發現有疑似傳染病病人，未經醫師診斷或檢驗者，應依據傳染病

防治法相關規定，於 24 小時內通知當地主管機關。

乙、測驗部分：（20 分） 代號：5301、4501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1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下列選項「 」中的詞語，其詞義兩兩相同的是：

山川涸落，天氣下，地氣上，萬物「交通」／臺北市的「交通」十分便捷

道旁倘有山中舊，問我收身「早晚」回／他多行不義，「早晚」得到報應

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他十分「風流」，喜歡拈花惹草

周公輔成王，能「斟酌」文武之道而成之／用捨去留，望你慎加「斟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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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臺灣各地的「敬字亭」與「聖蹟亭」是展現民間「敬字惜紙」的傳統遺跡。《安平

縣．風俗現況》記載：「迎送聖蹟，名曰『送字紙』，十二年一次，值年之時，郡

城內外紳士商民演樂迎送，將積年所拾之字紙燒灰，一概箱貯，護送出海，付水漂

流，甚為敬意。」《淡水廳志．風俗考》也說：「塹城尤敬惜字紙。……士庶齊集，

奉倉頡神牌祀之，護送字灰，放之大海。」

根據以上描述，下列選項何者正確？

臺灣敬字惜紙的風俗，乃將焚燒後的字紙貯存後，埋入土裏，可見先民早有環保

意識

敬字亭與聖蹟亭起因於古代教育不普及，故民間祭拜倉頡，屬於農村社會的淫祀，

知識份子並不重視

敬字亭與聖蹟亭展現出先民尊重知識與聖賢的智慧，告示後人切勿污瀆文字，因

此舉辦「送字紙」的祭祀活動

「送字紙」的民俗活動，主要祭祀倉頡，並加祭媽祖、土地公、王爺等神明。時

代變遷，媽祖遶境取代了倉頡祭典

3 「交友之道難矣！翟公之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彼非過論也，實有見於

人情而云也。人當意氣相得時，以身相許，若無難事；至事變勢窮，不能蹈其所言

而背去者多矣！況既死而能養其親乎？」

下列選項，何者最接近文意？

侶魚蝦而友糜鹿 龍交龍，鳳交鳳

三朋四友，知心難覓 存者逐利移，患難見交情

4 道逕眾，人不知所由；法令眾，民不知所辟。故王者之制法，昭乎如日月，故民不

迷；曠乎若大路，故民不惑。幽隱遠方，折乎知之，室女童婦，咸知所避。是以法

令不犯，而獄犴不用也。昔秦法繁於秋荼，而網密於凝脂。然而上下相遁，姦偽萌

生，有司治之，若救爛撲焦，而不能禁；非網疏而罪漏，禮義廢而刑罰任也。（桓

寬《鹽鐵論‧刑德》）

有關上文對「法令」的見解，下列選項何者最適當？

應制定明確，人民才得以遵循 應從寬認定，免得無辜者受罰

若與禮義並行，可達無法而治 若救爛撲焦，可免上下相欺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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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誰道田家樂？春稅秋未足。里胥扣我門，日夕苦煎促。盛夏流潦多，白水高於屋。

水既害我菽，蝗又食我粟。前月詔書來，生齒復版錄；三丁藉一壯，惡使操弓韣。

州符今又嚴，老吏持鞭朴。搜索稚與艾，惟存跛無目。田閭敢怨嗟，父子各悲哭。

南畝焉可事？買箭賣牛犢。愁氣變久雨，鐺缶空無粥；盲跛不能耕，死亡在遲速。

我聞誠所慚，徒爾叨君祿；卻詠歸去來，刈薪向深谷。（梅堯臣〈田家語〉）

下列選項，何者最符合本詩旨意？

不滿政府無分老少，濫施徵調的兵役政策

批評政府欲救災濟民，卻被奸吏從中苛扣

痛責政府徵稅，連小孩和女人都算計其中

哭訴水災蝗災嚴重，政府卻冷漠坐視不管

6 「我們一直都有一個錯誤的觀念，而且是絕對錯誤的，那就是我們誤以為人類只要

有一個好的制度，就不會有問題。一個國家，只要施行民主制度，國家就有希望，

就會強盛。……有時候我們會發現，有太多的問題，並不是單純依靠一個制度或法

律途徑就可以解決的，自由、民主和法治並不是萬靈丹，在制度之外，我們太過於

忽略執政者和執法者的良心和道德問題。」

根據上文，下列選項何者錯誤？

應該強化並建立考核執法者良心與道德的評鑑制度

一個和諧強盛的國家，不能僅是著眼客觀制度的建立

執政者的良心與道德，乃是實踐優質民主的重要條件

單憑自由、民主與法治，並不能締造出幸福強盛的社會

7 張岱論友人祁止祥曰：「人無癖不可與交，以其無深情也；人無疵不可與交，以其

無真氣也。余友祁止祥有書畫癖，有蹴踘癖，有鼓鈸癖，有鬼戲癖，有梨園癖。」

根據上文，作者肯定祁止祥的主要原因是：

多才多藝，相當值得欣賞 雖不無缺點，但善良誠懇

特重友情，且具浩然正氣 雖或有小疵，但有真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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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散步是我最喜愛的休閒。每天清晨及夜晚，我會在居住的社區裡遛狗、散步，而

許多小規模的創作便在散步中完成。一個假日的清晨，我刻意提醒自己，以一個外

來者初次造訪社區的新奇眼光及心情來觀賞，整個社區的一草一木頓時鮮活起來，

與平日所見大不相同。我確確實實知道，這就是一個小小的發現與創造。另一個夜

晚，我一邊散步，我一邊哼著 Andrea Bocelli 唱的拿坡里民謠 Santa Lucia Luntana，

哼著，哼著，突然發覺其中一小節『maquano sponta a luna』Bocelli 的詮釋我不能苟

同，我以自己的詮釋再將整首歌哼唱一遍，覺得對自己的詮釋非常滿意，一種創造

的欣喜自心底油然而生。那一夜的星空因而特別閃亮。」

下列選項，何者最接近本文主旨？

每天都維持在社區遛狗、散步、創作的習慣

保持新奇的心情，可以重新發現、欣賞社區

創作沒有固定形式，可以由新奇的眼光而來

散步可以活絡思維，產生各種新發現與創造

9 平生最不喜籠中養鳥，我圖娛悅，彼在囚牢，何情何理，而必屈物之性以適吾性乎！

至於髮繫蜻蜓，線縛螃蟹，為小兒玩具，不過一時片刻便摺拉而死。夫天地生物，

化育劬勞，一蚊一蟲，皆本陰陽五行之氣絪縕而出。上帝亦心心愛念，而萬物之性

人為貴，吾輩竟不能體天之心以為心，萬物將何所託命乎？蛇蚖、蜈蚣、豺狼、虎

豹，蟲之最毒者也，然天既生之，我何得而殺之？若必欲盡殺，天地又何必生？亦

惟驅之使遠，避之使不相害而已。（鄭燮〈濰縣署中與舍弟墨第二書〉）

依據上文，下列選項何者最貼近本文主旨？

追求一時愉悅，終不圓滿 萬物適性發展，各得其所

不可只圖己樂，罔顧他苦 仁民愛物，以期厚生養德

10 「托爾斯泰寫過一個寓言，大意是：一個人得到王的賞賜，告訴他，從黎明開始，

到日落前，他騎馬跑過的土地，都屬於他所有。這人就鞭打著快馬，狂奔而去，一

點不肯停息。他口渴、饑餓、疲倦，但是，為了掙到更多的土地，他還是強力撐持，

直到紅日西沉。他雖然的確跑過了無數的土地，但也終於力竭而死。別人在遙遠的

地方找到他孤獨的屍體，將他埋葬了。他所需要的土地，可以容下他的身體的，卻

只是小小一塊就足夠了。」

下列選項，何者與上述故事的寓意最接近？

夸父逐日 鼠目寸光 利令智昏 塞翁失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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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25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一、中譯英：（10 分）

臺北市消防局指出當錢櫃火苗噴發時，防火警報器和自動灑水系統均

早已被關掉。這起火災事件應被視為一起嚴重人為疏失的案件。

二、英文作文：（15 分）

今年所爆發的新冠肺炎造成世界許多國家與地區紛紛採取必要的封

城措施。如果這種情形發生在臺灣，請依你的消防專業，說明臺灣警

消人員在封城後，可以投入的工作事項。作文中除了敘明相關任務和

可支援的工作，並請清楚交待執行任務的方法和步驟及人力的布署與

配置。

乙、測驗題部分：（75 分） 代號：1506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60題，每題1.25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下列基本權，何者受憲法絕對保障，不容國家以任何理由加以侵犯？

生命權 人身自由 思想自由 傳教自由

2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國家肯定多元文化，應積極維護發展下列何者之語言及文化？

新住民 邊疆地區各民族 少數族群 原住民族

3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人格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人格權受憲法之保障 性行為自由無涉人格權之保護

姓名權為人格權之一種 刑事羈押涉及人格權之侵害

4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國家吊銷人民之駕駛執照，係侵害其何種基本權？

憲法第 8 條所保障之人身自由 憲法第 10 條所保障之遷徙自由

憲法第 22 條所保障之一般行為自由 憲法第 22 條所保障之人格權

5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以判決命誹謗之加害人登報向被害人道歉，涉及當事人間何種基本權

利之衝突？

人身自由與人格權 不表意自由與名譽權言論自由與訴訟權 行為自由與人格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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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何者並非憲法保障隱私權之目的？

維護人性尊嚴 尊重人格自由發展 個人主體性之維護 個人身體自由之維護

7 依照憲法增修條文規定，副總統缺位時，應如何處理？

總統應提名候選人，由公民補選 由總統逕行任命新的副總統

立法院應推舉副總統人選，由公民補選 總統應提名候選人，由立法院補選

8 依憲法及增修條文規定，下列何者非由總統提名？

司法院院長 考試院院長 審計長 外交部部長

9 依憲法及增修條文規定，下列何者應經行政院院長副署？

總統發布行政院院長之任免命令

總統發布依憲法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人員之任免命令

總統發布解散立法院之命令

總統依法公布法律

10 下列何者之任期，未因憲法增修條文而變更？

正、副總統 司法院大法官 監察委員 立法委員

11 依司法院釋字第 541 號解釋意旨及現行釋憲實務，就涉及總統職權之憲法爭議，總統府或其

秘書長得否聲請司法院解釋？

可以，總統府為總統行使職權之機關，得聲請司法院解釋

不可以，總統府非最高行政機關，應層轉行政院向司法院聲請解釋

不可以，總統府秘書長為總統幕僚長，不得以自己名義聲請司法院解釋

可以，總統府秘書長為機關首長，得聲請司法院解釋

12 依據憲法及增修條文規定，立法委員之同意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立法委員同意權之行使對象不包括行政院各部會首長

立法委員同意權之行使對象不包括審計長

立法委員行使同意權係憲法機關忠誠履行憲法賦予之權責

立法委員同意權之行使係基於權力分立與制衡之考量所為之設計

13 關於審計長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審計長完成決算審核後應向總統提出報告

審計長由總統提名，立法院同意任命之

審計長應於行政院提出決算後 3 個月內依法完成審核

審計長應獨立行使職權

14 依憲法規定，關於行政院會議，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組織成員僅限於行政院院長、副院長及各部會首長

只有行政院院長有權將應行提出於立法院之法律案提出於行政院會議議決之

以行政院院長為主席

會議方式以法律定之

15 依憲法增修條文及司法院釋字第 443 號解釋，下列有關法律保留原則之敘述，何者錯誤？

國家機關之職權與設立程序，應以法律為明確規定

涉及人民生命之剝奪者，應以法律為具體明確之規定

限制人民身體自由者，不得授權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

給付行政措施涉及公共利益之重大事項者，應以法律或法律授權之命令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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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有關憲法之修改，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公民得經連署向立法院提出憲法修正案，經立法院三分之二同意後通過

立法院得提出憲法修正案，公告半年後，再經公民複決後通過

公民得經連署向中央選舉委員會提出憲法修正案，經全體公民過半數同意後通過

總統得向立法院提出憲法修正案，經立法院四分之三之決議後通過

17 有關基本國策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國家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文化，有違實質平等原則

對於離島與外島地區人民提供經濟土地與社會福利事業之保障，有違平等保護

促進兩性實質平等，女性應同樣有服兵役之義務

國家應尊重軍人對社會貢獻，對於其退役後之就學與就業，應予以保障

18 憲法增修條文明文規定國家應提供特別保護的對象，不包括下列何者？

身心障礙者 退休教師 退役軍人 原住民族

19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憲法第 9 條現役軍人受軍事審判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基於憲法第 140 條文武分治原則，軍事審判之設置不受憲法第 80 條司法權建置之原則拘束

曾在平時（非戰時）經終審軍事審判機關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案件，被告應可直接向普通法

院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請求救濟

現役軍人若因軍事審判遭受冤獄，亦應得依冤獄賠償法向國家行使賠償請求權

軍事審判官應享有優於一般軍官之法定身分保障

20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居住與遷徙自由，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受刑人在監禁期間亦附帶造成其居住與遷徙自由受到限制且無法主張該權利

居住與遷徙自由屬憲法第 22 條所保障之基本權利

居住與遷徙自由乃保障人民依其自由意志設定住居所、移居、遷徙、旅行之權利，但不當然

及於入出國之自由

憲法第 20 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服兵役之義務，故得以法律明定，一概限制役男不得出境

21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有關憲法保障之學術自由及大學自治，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憲法第 11 條關於講學自由之規定，係對學術自由之制度性保障

大學為考核學生學業與品行訂定有關章則，使成績未符一定標準或品行有重大偏差之學生

予以退學處分，亦屬大學自治之範疇

大學就研究生入學資格訂定之碩士班入學考試招生簡章，為法規命令，不得違反憲法第 23

條法律保留原則

學術自由應包含研究自由、教學自由及學習自由

22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憲法第 8 條限制人身自由之正當法律程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凡限制人民身體自由之處置，不問其是否屬刑事被告之身分，均須踐行正當法律程序

非由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此司法機關包含檢察機關

人民被逮捕拘禁後，24 小時內必須移送法院審問，所稱法院僅指刑事法院

非由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此警察機關包含行政執行處

23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有關人民集會遊行之限制，下列何者違憲？

要求所有室外集會遊行應於兩日前申請許可

禁止於行政院門口舉行集會

因同一時間、處所、路線已有他人申請並經許可，而不許可集會之申請

對於不遵從解散命令之集會負責人，依法處以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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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憲法第 7 條之平等保障，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立法者僅課予菸商標示之義務，卻未針對其他對人體健康亦有負面影響之產品，為相同之

規定，尚與平等原則無涉

平等原則僅拘束立法及行政權，司法權並不受其拘束，以藉此確保其獨立性

憲法第 7 條規定之「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5 種禁止歧視事由，僅屬例示，並

不以此為限

未使相同性別二人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與憲法第 7 條保障平等權之

意旨不符

25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何者非屬憲法財產權之保障範圍？

徵收補償 繼承遺產 藥物廣告 考領職業駕照

26 有關訴願權及訴訟權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人民權利受侵害，非經訴願不得提起行政訴訟

訴願為人民對行政機關之違法或不當行政處分不服之權利救濟途徑

依現行制度，訴願程序為特定類型行政訴訟之前置程序

訴願程序作為行使訴訟權之要件，係屬對人民訴訟權之限制

27 公務員服務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公務員除法令所規定外，不得兼任他項公職或業務。」

此一規定所限制之基本權利，不包括下列何者？

結社自由 行動自由 服公職權 工作權

28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原所得稅法規定，不許薪資所得者於該年度之必要費用超過法定扣除

額時，以列舉或其他方式扣除之，違反下列何項憲法原則？

比例原則 明確性原則 平等原則 合目的性原則

29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有關人民之納稅義務，下列法律規定何者違憲？

逾期繳納稅捐加徵滯納金 滯納金不得列為費用或損失自所得額扣減

就滯納金部分加徵利息 就應納稅款部分加徵利息

30 依司法院釋字第 748 號解釋，下列有關同性婚姻之敘述，何者錯誤？

民法未使相同性別二人得成立永久結合關係，違憲

立法院必須修改民法使相同性別之兩人可以結婚

立法院如未於解釋所定期限內完成修法，相同性別二人得依民法規定，持二人以上證人簽

名之書面，向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登記

以性傾向為分類所為之差別待遇，應接受較為嚴格之審查

31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下列何者不屬於考試院之職權？

公務人員考試之執行事項 公務人員任免之執行事項

公務人員銓敘之執行事項 公務人員退休之執行事項

32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有關商業性言論之管制，何者違憲？

化妝品廣告之刊播，應事前申請許可

對以電腦網路散布、刊登足以引誘兒童為性交易之訊息者，得科處刑罰

強制於菸品容器標示尼古丁含量

藥物廣告之刊播，應事前申請核准

33 依現行制度，下列何者不能直接聲請大法官解釋？

行政院 屏東縣議會 檢察總長 考試院

34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關於立法委員選舉制度，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直轄市、縣市立法委員之選舉採單一選舉區制

平地原住民及山地原住民立法委員之選舉採單一選舉區制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代表之選舉採比例代表制

區域立委選票與政黨名單選票互不影響，稱為並立式兩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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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及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司法院設大法官 17 人 司法院大法官為憲法上法官

司法院大法官任期 9 年 並為院長、副院長之大法官，亦受任期之保障

36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直轄市政府辦理自治事項違背憲法時，依法應如何處理？

中央各該主管機關得停止其執行

中央各該主管機關得報行政院予以停止其執行

由行政院逕行下命停止其執行

中央各該主管機關應即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

37 下列何者非地方自治權之核心？

地方審計權 地方組織權 地方立法權 地方財政權

38 依司法院釋字第 738 號解釋，各地方自治團體得依其自治條例之規定，限定電子遊戲場業之

營業場所，與國中、小學、高中職學校、醫院等間，應有之距離。上述解釋，與下列何項憲

法原則無關？

信賴保護原則 中央與地方之權限劃分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 比例原則

39 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8 項規定，國家對於社會救助和國民就業等救濟性支出應優先編列

預算。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本條規定使用國家一詞，係要求應由中央優先編列相關支出之預算

中央與地方應協力實施社會救助制度，並由中央政府負擔財政支出

關於預算之數額、所占比例、編列方式等，並無立法形成自由

中央得立法規定地方應分擔相關經費，但不得侵害地方財政自主權

40 關於憲法第 24 條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係國家賠償之憲法依據

國家賠償責任與公務員之行政責任並存

憲法第 24 條之規定，具有補充基本權保障之性質

得逕依憲法第 24 條規定作為國家賠償的法律基礎

41 Fire scenes are and can change in the blink of an eye. When we focus on a task, the big

picture at a fire scene can blur.

 static  exclusive  expansive  dynamic

42 is a chemical reaction that occurs when heat, oxygen, and a fuel are combined,

producing fire.

 Hydration  Thermal burn  Combustion  Arson

43 Officials will determine the areas to be and escape routes to use for the residents depending

upon the fire’s location, behavior, winds, terrain, etc.

 evacuated  dispatching  generated  suspending

44 People can help firefighters by keeping roads clear of , enabling them to move in and out of

the area, and thereby doing their job.

 corporation  congestion  conclusion  coordination

45 The department will send a supervisor to visit your to ensure that you have taken the

necessary precautions to manage fire hazards within your organization.

 substances  incidents  legislations  prem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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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There are many types of fuel, and one of them is solid materials that are not metals, including

wood, plastic, trash, cloth, etc.

 flammable  responsible  irreducible  permissible

47 State and federal authorities are struggling to the massive blazes, even with firefighting

assistance from other countries.

 contain  declare  persist  scorch

48 The structural frame was extensively damaged by the fire because the building had no , smoke

detection or fire alarm.

 cripple  sprinkler  measure  volume

49 The police have charged at least 5 people with starting bushfires, and have taken legal action

against 10 people for fire-related offenses.

 exceptionally  hydraulically  consequently  deliberately

50 Entire towns have been in flames, and residents across several cities have lost their homes.

 quenched  engulfed  recruited  witnessed

51 Protective hoods are fabric coverings that protect your ears, neck, and face from exposure

to heat, embers, and debris.

 self-contained  fire-resistant  open-circuit  air-inflated

52 Many departments each firefighter an individual facepiece that is not shared with other

firefighters.

 issue  deliver  transfer  deposit

53 Breathing air that has been heated to flame temperatures normally found during a structure fire can

seriously damage the .

 escape route  air cylinder  dust explosion  respiratory tract

54 The thermal environment will heat the exterior of the PPE (personal protection equipment) resulting

in that can cause contact burns.

 air drop  air pack  thermal circulation  thermal saturation

55 If ventilation and fire attack are , venting over the fire provides the most efficient flow of hot

smoke, fire gases, and air.

 coordinated  compartmentalized  conjectured  collapsed

請依下文回答第 56 題至第 60 題：

Stop, drop and roll is a simple fire safety technique taught to children, emergency services personnel

and industrial workers as a component of health and safety training. Primarily, it is a method to extinguish

a fire on a person’s clothes or hair without, or in addition to, the use of conventional firefighting

equipment. In addition to extinguishing the fire, stop, drop and roll is thought to be an effective

psychological tool, providing those in a fire situation, particularly children, with a routine that can be

focused on in order to avoid panic.

The technique of stop, drop and roll works for the following reasons:

Stop: Running adds oxygen to the fire, or it can be thought of as fanning the flames. Running does

not allow for a “smothering” of the fire. It may also prevent bystanders, who may be willing to provide

assistance, from smothering the fire with their jackets or other form of clothing, from dowsing the fire

with water, or even using a fire extinguisher they might have available.

Drop: By dropping to the prone position (face down) you immediately reduce your body surface area

that can receive oxygen. In this position the person should immediately cover their face from the flames

to prevent burn injury and the difficult disfiguring effects of burned skin. With the body against the ground,

it smothers the fire, by reducing the oxygen that is available for the fire. Further, fire burns upward, and

by dropping to the prone position, you retard the fire’s ability to burn up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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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l: Because a person’s clothing (fuel source) circumferences their entire body, the roll portion of

the technique ensures that all clothing that may be on fire is smothered (depriving it from oxygen) against

the ground, and not just the front or abdominal surface of the body of the prone position. The person

should continue “rolling” back and forth until the fire is fully extinguished.

Although stop, drop, and roll is a useful technique, some people are skeptical about its true

effectiveness. It’s one thing to be so-called “book-smart” about the dos and don’ts of the stop, drop, and

roll technique, but it’s another thing to be able to actually perform the technique when your clothes are on

fire. You’re feeling the pain of the burn, and you enter panic mode. After all, we have all seen YouTube

videos of adults catching fire, and then start running around and flapping their arms in the panic of their

situation.

With a real and present risk of a child being involved in some type of fire incident, how do we go

about trying to teach young children to effectively perform the stop, drop, and roll technique? They may

not even really understand what fire is or the danger it presents. They are likely to panic in fear if they

catch fire, and their physical capabilities to extinguish themselves may be limited.

56 What is NOT true about the technique “stop, drop, and roll”?

 It is a useful way to put out a fire when a person’s clothing catches fire.

 It is the only method to escape from a fire disaster.

 Both adults and children can learn and use this technique to put out a fire.

 This technique can help a person cope with a fire emergency better.

57 What is the purpose of the first step of the “stop, drop, and roll” technique?

 It restricts further addition of oxygen to the fire.

 It prevents the spread of the fire to those standing close to it.

 Running from the fire can decrease the chance of being burned.

 People can stay calm and try to find a fire extinguisher nearby.

58 Why should a person put their hands over their face when lowering their body closer to the ground?

 To smother remaining flames.

 To make breathing easier.

 To prevent bad facial burns.

 To get ready for the next step.

59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at does “book-smart” imply?

We should put into practice what we’ve learned from books.

We need to learn from our mistakes so that we do not repeat them.

What sounds right in theory may not be practical in real life.

 It is wise not to believe blindly what is said in a book.

60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about the stop, drop, and roll technique may the writer agree

with?

 It is a useful technique but younger children may not be able to actually apply it in case of

emergency.

 Statistics have shown that this technique may lead to worse burns in a state of extreme panic.

 More research is needed for knowing how we can best perform this technique and whether we

should teach it to children.

 Many people don’t realize that this technique is only effective when the fire starts on one’s

clo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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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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B C B D D D D C

C A C A B D B A A

C C A B D A B C C B

B A B B B A A D D

D C A B D A A B D B

B A D D A B A C C A

B

C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標準答案：

備　　註：



109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
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109年特種考試
交 通 事 業 鐵 路 人 員 考 試 試 題

考 試 別：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 別：消防警察人員

科 目：消防警察情境實務（包括消防法規、實務操作標準作業程序、人權保障與正
當法律程序）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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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60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觀光夜市常為各地方推展觀光的重點，夜市內往往設有許多美食攤販或

餐廳，因為空間區域限制及使用方便，常以瓦斯鋼瓶串接作為燃氣使用，

若串接使用量在 80 公斤以上至 120 公斤以下者，身為消防安檢人員，

其檢查之安全設施及管理應為何？（20 分）

二、某日深夜 1 棟 16 層複合式商業大樓，於地下 1 樓網路休閒館發生火災，

你是初期指揮官，抵達現場發現大量濃煙不斷從地下室樓梯冒出，立即指

示消防人員執行人命搜救任務，試說明人命搜救注意事項為何？（20 分）

三、你為消防局火調人員，應查詢火災當時目擊者或關係人等，完成火災案

件的訪談紀錄，以補充火災原因調查佐證所需之資料。為瞭解受訪談人

之供詞是否與實際狀況吻合，如何針對其證詞，進行真實性及正確性之

評估？請說明之。（20 分）

乙、測驗題部分：（40 分） 代號：2506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2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你是消防機關消防安全檢查人員，針對轄區進行消防安全檢查時，現場儲存許多公共危險物品及

可燃性高壓氣體容器，依消防相關法令，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室內儲存場所：位於建築物內以儲槽以外方式儲存六類物品之場所

可燃性高壓氣體販賣場所：販賣裝於容器之可燃性高壓氣體之場所

可燃性高壓氣體容器串接使用場所：使用液化石油氣作為燃氣來源，其串接使用量達 1,280 公

斤以上之場所

高閃火點物品：指閃火點在 100℃以上之第四類公共危險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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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消防人員抵達現場時，發現有甲乙丙 3 名登山客受傷，受傷狀況分別如下，若你為現場帶隊官，

下列送醫順序何者正確？

甲：於靠近時主動告知有手臂內側十分疼痛，呼吸每分鐘 18 次、脈搏每分鐘 72 下、收縮壓

160 mmHg
乙：嘴唇周圍發紺，給予疼痛刺激，肢體會收縮、呼吸每分鐘 36 次、脈搏每分鐘 114 下、收縮壓

110 mmHg
丙：幾分鐘前全身抽搐，持續約 30 秒，現在已停止，能清楚回答人、時、地、物，呼吸每分鐘

18 次、脈搏每分鐘 84 下、收縮壓 95 mmHg

甲乙丙 乙甲丙 乙丙甲 丙乙甲

3 若你為消防安全設備審勘人員，對於自動撒水設備之選用，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密閉濕式：在臺灣鮮少見到其設置之場所

密閉乾式：通常裝設於寒帶地區

開放式：通常裝設於精密儀器設備區、高價值產品區等擔心水損之區域

預動式：通常裝設於火載量較高之場所

4 某固定頂油槽設置Ⅲ型泡沫放出口，因係槽底注入泡沫法，有關設備及可能使用對象均有所限制，

你為轄區消防分隊長，進行查驗及確認時，判斷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儲存在攝氏 20 度時 100 公克水中溶解量未滿 1 公克之水溶性物質

儲存溫度在攝氏 50 度以下

儲存動粘度在 100 cst 以下之危險物品

具有可以阻止儲槽內危險物品由該配管逆流之泡沫輸送管

5 你是消防分隊長，負責推動防火管理業務，下列場所何者須遴用防火管理人並責成其製定消防防

護計畫，報請消防機關核備？

總樓地板面積為 200 平方公尺之餐廳 總樓地板面積為 600 平方公尺之超級市場

總樓地板面積為 300 平方公尺之撞球場 總樓地板面積為 300 平方公尺之圖書館

6 具一定規模之建築物，應實施防火管理制度，宜於自衛消防編組成員中遴用核心要員，協助救護

救助及通報聯絡，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總樓地板面積 3 萬平方公尺以上之建築物

 5 樓以上建築物，其總樓地板面積 2 萬平方公尺以上者

 11 樓以上建築物，其總樓地板面積 1 萬平方公尺以上者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所稱之地下建築物，其總樓地板面積 5,000 平方公尺以上者

7 消防分隊抵達災害現場進行高樓火災搶救，有關現場救災之車輛部署與水源運用，下列敘述何者

錯誤？

水源部署優先使用接近火場消防栓 消防車部署以車組作戰且採單邊部署

可利用高樓層連結送水管部署水線 不得利用鄰近大樓採水口、消防專用蓄水池水源

8 消防人員需破壞窗戶玻璃，進入屋內搜救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擊破玻璃時，人應立於下風處 工具應擊在玻璃的下方

握工具的手應保持在擊破位置的上方 在梯上破窗時，應從窗戶低的位置破壞

9 有關無線電通訊輔助設備之使用及操作，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洩波同軸電纜（LCX）方式，適用於狹長之通道及商店街

天線方式適用於廣場等四方寬廣場所

洩波同軸電纜（LCX）及天線的佈設位置，以房間或通道的中間為原則

地面上端子箱內設有射頻電纜 1 m，可供救災無線電接續使用

10 依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消防機關處理山域事故人命救助作業要點規定，事故發生地轄區消防單

位於必要時，得請求協同處理機關或團體協助，提供資料與相關支援嚮導、搜救人力、裝備及通

訊設施等，下列何者為相關之協同處理團體？

國家公園管理處 轄區警察局

林區管理機關 民間救難組織、登山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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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消防人員進入火災現場應配戴救命器，以確保救災安全，有關救命器之功能使用，下列敘述何者

錯誤？

開機後只要感應到配戴人員動作，就不會發出警報聲

開機後配戴人員 60 秒沒有動作，就會發出警報聲提醒消防人員

當溫度達到 93℃時，12 分鐘以後會發出警報聲

火場遇到緊急事故時，按下救命器中央的按鈕，即可強行進入警報模式

12 觀察火災現場火煙變化，可供判斷火場溫度及火勢燃燒情形，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聽到火場的玻璃未經人為的破壞而破裂時，內部溫度約在 200℃左右

火煙流速較快，可判斷火源距離較遠

火煙顏色較淡，可判斷火源距離較近

看到火場門窗破裂處冒出黃棕色的濃煙，表示爆燃即將發生

13 定溫式探測器之設置須考量平時最高周圍溫度，你為轄區消防分隊長執行消防安全設備查驗時，

發現所設定溫式局限型探測器係多信號探測器，其標稱動作溫度為 60℃及 80℃，有關該探測器

設置場所平時最高周圍溫度，判斷下列何者正確？

較 60℃低 20℃即 40℃以下

較 80℃低 20℃即低於 60℃以下

較平均標稱動作溫度 70℃低 20℃即低於 50℃

低於平均標稱動作溫度 70℃

14 某一電路保護設備發生火災，發現有可能是銀離子移動造成之火災，若你為現場火調人員，有關

銀離子移動之條件，下列何者錯誤？

絕緣材之吸水率高

於高溫、高濕環場中使用

在有還原性氣體（亞硫酸氣、硫化氫、氫氣等）使用

發生於承受交流電壓之銀離子異導體間

15 消防人員進行火災原因調查時，為避免火災現場遭受破壞，有關封鎖保存作業，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消防分隊確認為 A3 類火災案件，並完成火災現場拍照後，得免封鎖火災現場

當事人欲入火災現場拿貴重財物，可由調查人員陪同進入並予記錄

為免影響當事人生意，以燒燬明顯範圍作為封鎖對象

以封鎖帶圈繞現場，並口頭告知關係人等禁止進入

16 某一倉庫發生火災，裡面儲存有鋅、錫、鋁等金屬，並發生不等程度之燒熔，若你為現場火調人

員，此三者熔點之高低，下列何者正確？

鋅>錫>鋁 錫>鋁>鋅 鋁>鋅>錫 鋅>鋁>錫

17 你身為火災調查人員，接案出勤，有關出動途中及現場觀察，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出動途中要觀察火災現場火煙發生位置及規模

必要時應利用攝影機或照相機記錄火場火（煙）顏色

沿途記明交通阻暢狀況，注意沿途有無行跡可疑人車或物品

現場觀察後填寫製作「火災出動觀察紀錄」

18 在火場採集疑似縱火的殘跡證物，鑑定其中是否殘留易燃性液體，欲以頂空被動式活性碳濃縮法

吸附此疑似證物所殘留之石油系可燃性液體，並利用適當之溶劑洗出此等成分，以利隨後之儀器

分析鑑定，下列何者不適合作為吸附可燃性液體成分使用的溶劑？

二硫化碳 正戊烷 甲醇 二乙醚

19 某冷卻水塔發生火災，研判是因三相三線式配線之一線斷線所造成，且當時之負載率為 150%，

若你為現場火調人員，其所通過之電流值為正常電流值之多少？

約 173% 約 216% 約 260% 約 300%

20 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規定，下列何者為不燃材料？

木絲水泥板 石膏板 空心磚 耐燃纖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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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
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109年特種考試
交 通 事 業 鐵 路 人 員 考 試 試 題

考 試 別：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 別：消防警察人員

科 目：消防與災害防救法規（包括消防法及施行細則、災害防救法及施行細則、
爆竹煙火管理條例及施行細則、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
暨安全管理辦法、緊急救護辦法、緊急醫療救護法及施行細則、直轄市縣
市消防機關火場指揮及搶救作業要點）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代號：50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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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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利於火場指揮及搶救，得設火場指揮中心、人員裝備管制站及編組幕

僚群，請依消防機關火場指揮及搶救作業要點，詳述有關幕僚群之規定。

（25 分）

二、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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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述六類物品製造、儲存及處理場所，其安全管理應遵守

之規定為何？（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6506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25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下列場所何者應由管理權人，遴用防火管理人，責其製定消防防護計畫，報請消防機關核備，並

依該計畫執行有關防火管理上必要之業務？

總樓地板面積在 150 平方公尺之療養院

總樓地板面積在 200 平方公尺之餐廳

總樓地板面積在 300 平方公尺之百貨商場

總樓地板面積在 400 平方公尺，其員工為 20 人之工廠或機關（構）

2 某商家陳列 2 支 ABC 乾粉滅火器（乾粉充填量為 3.5 公斤），其未經中央主管機關所登錄機構

之認可，也未附加認可標示，請問依消防法規定其罰則為何？

經勸導改善仍不改善者，處其陳列人員新臺幣 1 萬元以上 5 萬元以下罰鍰

處其陳列人員新臺幣 1 萬元以上 5 萬元以下罰鍰

經勸導改善仍不改善者，處其陳列人員新臺幣 2 萬元以上 10 萬元以下罰鍰

處其陳列人員新臺幣 2 萬元以上 10 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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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依消防法規定，工廠之管理權人未指派專人至現場協助救災，可處管理權人之罰鍰為何？

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9 萬元以下 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 萬元以下

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 新臺幣 50 萬元以上 150 萬元以下

4 依消防法施行細則規定，有關消防安全設備之設計、監造、裝置及檢修之工作項目，下列敘述

何者錯誤？

設計：指消防安全設備種類及數量之規劃，並製作消防安全設備圖說

監造：指消防安全設備施工中須經試驗或勘驗事項之查核，並製作紀錄

裝置：指消防安全設備施工安裝作業

檢修：指依消防法第 9 條第 1 項規定，受託檢查各類場所之消防安全設備，並製作消防安全設

備檢修報告書

5 依消防法施行細則規定，液化石油氣零售業者之安全技術人員，每 N 年應接受複訓一次，每次複

訓時數不得少於 M 小時。請問 N 與 M 分別為何？

 N = 1，M = 6  N = 2，M = 6  N = 1，M = 8  N = 2，M = 8

6 依消防法施行細則規定，山林或田野引火燃燒前，應於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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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公尺寬之防火間隔。請問 A 與 B 分別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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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依消防機關火場指揮及搶救作業要點規定，有關火災搶救出動時間與出動派遣之作業要領，下列

敘述何者錯誤？

於出動警鈴響起至消防人車離隊，白天 80 秒內，夜間 120 秒內為原則

消防機關因出勤動線及出勤整備，認有延長或縮短之必要者，得自訂出動時間

車輛派遣應以「車組」作戰為原則，忌用「車海」戰術

出動時間目標達成率須在 80%以上

8 依消防法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為消防需要，應會同自來水事業機構選定適當地點，設置

消防栓，其保養、維護應由下列那一單位負責？

直轄市、縣（市）政府 消防局

區、鄉、鎮公所 自來水事業機構

9 依災害防救法規定，散播有關災害之謠言或不實訊息，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X 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 Y 萬元以下罰金。請問 X 與 Y 分別為何？

 X = 1，Y = 30  X = 2，Y = 50  X = 3，Y = 100  X = 5，Y = 150

10 依災害防救法及施行細則，有關災害防救基本計畫之擬訂與定期檢討等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災害防救基本計畫由內政部擬訂，經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核定

災害防救基本計畫核定後由行政院函送各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及直轄市、縣（市）政府

據以辦理災害防救事項

災害防救基本計畫每五年應定期檢討，必要時得隨時為之

災害防救基本計畫檢討，係就相關減災、整備、災害應變、災後復原重建、科學研究成果、災

害發生狀況、因應對策等，進行勘查、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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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依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規定，有關災害之定義，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生物病原災害：指傳染病發生流行疫情，且對國家安全、社會經濟、人民健康造成重大危害，

對區域醫療資源產生嚴重負荷者

工業管線災害：指天然氣事業或石油業之管線，因事故發生，造成安全危害或環境污染者

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石油天然氣礦場瓦斯或煤塵爆炸、氣體突出、石油或天然氣洩漏等，

造成人員生命及財產損害者

火災：指壓力急速產生，並釋放至周圍壓力較低之環境，或因氣體急速膨脹，擠壓周圍之空氣

或與容器壁摩擦，造成災害者

12 依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規定，各級政府成立災害應變中心後，指揮官於災害應變範圍內可徵調相

關專門職業人員協助救災。下列何者非為徵調書應記載之事項？

處分機關名稱及其首長署名、簽章 主旨、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交付時間、地點 徵調期限

13 依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規定，下列何者非屬於災害防救物資或器材？

飲用水 糧食 急救用醫療器材 人員疏散運送工具

14 依爆竹煙火管理條例規定，使用戶外用、可製造巨大聲光效果之特殊煙火時，其負責人應於施放

前幾日檢具文件資料，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發給許可文件後，始得為之？

 3 日  5 日  7 日  10 日

15 下列為四家香鋪行兼賣一般爆竹煙火種類及其合計火藥量，依爆竹煙火管理條例相關規定，請問

何者之負責人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王記香鋪行：販賣摔炮類一般爆竹煙火，其合計火藥量為 0.4 公斤

錢記香鋪行：販賣升空類一般爆竹煙火，其合計火藥量為 4 公斤

趙記香鋪行：販賣爆炸音類一般爆竹煙火之連珠炮，其合計火藥量為 6 公斤

李記香鋪行：販賣火花類一般爆竹煙火之手持火花類，其合計火藥量為 8 公斤

16 依爆竹煙火管理條例施行細則規定，輸入之一般爆竹煙火，應運至合格儲存地點放置，並通知當

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封存，請問辦理封存之程序作業下列何者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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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核運輸駕駛人及車輛是否分別依規定取得有效之訓練證明書及臨時通行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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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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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化石油氣

販賣場所之經營者發現供氣之容器串接使用場所有下列那些情形時，不得供氣？①容器置於室內

②無滅火器 ③備用之容器未有防止傾倒之固定措施 ④未設置自動緊急遮斷裝置

①④ ②③ ①②④ ①③④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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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室外儲槽

儲存柴油，該儲槽為豎型圓筒形儲槽，其上部無固定式滅火設備，其內部底面積為 20 平方公尺，

槽壁高度為 5 公尺，請問該儲槽之最大容量為多少立方公尺？

 100  95  9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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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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化石油氣

容器串接使用場所串接使用量不得超過 X 公斤。對於串接使用量如為 100 公斤者，燃氣橡膠管

最小彎曲半徑應為 Y 毫米以上。請問 X 與 Y 分別為何？

 X = 500，Y = 100  X = 1000，Y = 110

 X = 1500，Y = 150  X = 2000，Y = 100

20 依緊急醫療救護法，有關救護車人員配置等相關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消防分隊，每隊至少應配置救護車一輛及救護人員 7 名，其中專職人員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救護車於救護傷病患及運送病人時，應有救護人員 2 名以上出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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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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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依緊急醫療救護法，有關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公告之公共場所，應置有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或

其他必要緊急救護設備（以下簡稱緊急救護設備）之相關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場所管理權人或法人負責人於購置緊急救護設備後，應送衛生主管機關備查後，登錄於中央衛

生主管機關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公告之公共場所購置緊急救護設備，必要時得獎勵或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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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法、刑法緊急避難免責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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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用民法、刑法緊急避難免責之規定

22 依緊急醫療救護法規定，下列何者非救護技術員可施行緊急救護之地點？

抵達送醫目的醫療機構與醫護人員共同處置之現場

緊急傷病或大量傷病患之現場

送醫途中

轉診途中

23 依緊急醫療救護法施行細則規定，有關緊急傷病等相關用語定義，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緊急傷病：指傷害或疾病狀況具生命威脅之危險，需專業醫療團隊予以立即處置者

緊急傷病患：指緊急傷病之患者。包括醫院已收治住院者

大量傷病患：指單一事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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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傷病患：指具有急性及嚴重性症狀，如未即時給予醫療救護處理，將導致個人健康、身體

功能嚴重傷害或身體器官機能嚴重異常之傷病

24 依緊急救護辦法，有關緊急傷病患運送之相關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緊急傷病患之運送，由救護隊負責，其受理申請及就醫聯絡由救災救護指揮中心負責

緊急傷病患或利害關係人得向運送之所轄衛生機關申請救護服務證明

緊急傷病患之運送就醫服務，應送至指定醫院或就近適當醫療機構

緊急傷病患之身分無法查明者或低收入戶者，其醫療費用依緊急醫療救護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25 依緊急救護辦法規定，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應於多少期間內實施救護車輛及裝載物品之

定期消毒？

每月一次 每月二次 每季一次 每季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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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
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109年特種考試
交 通 事 業 鐵 路 人 員 考 試 試 題

考 試 別：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 別：消防警察人員

科 目：火災學與消防化學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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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50630
頁次：1－1

一、建築物發生火災時，因建築之密閉性及內部裝潢材料之多樣性，常產生

濃煙或有毒氣體造成人員之危險，而為防止人命傷亡，採取的防煙對策

之一為積極向外排煙。請說明在建築物火災中，如何積極將煙排出屋

外？並說明各方法之缺點。（25 分）

二、請說明並舉例何謂蒸氣爆炸（steam explosion）以及其防範措施。（25 分）

三、何謂自然發火與準自然發火？熱之發生速度為影響自然發火的因素之

一，試說明影響熱之發生速度的因素為何？（25 分）

四、含有粉塵的作業場所及倉儲常有粉塵爆炸的危險，試說明粉塵爆炸與一

般氣體爆炸差異之處？並說明建築物及作業場所對於粉塵爆炸之防護

對策為何？（25 分）



109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
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109年特種考試
交 通 事 業 鐵 路 人 員 考 試 試 題

考 試 別：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 別：消防警察人員

科 目：消防安全設備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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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於未設有緊急廣播設備之處所，如設置火警發信機，其火警警鈴相關

規定為何？（25 分）

二、請說明開放式自動撒水設備之放水區域與一齊開放閥設置之相關規定

為何？（25 分）

三、請說明涉及公共危險物品等場所之消防設計及消防安全設備有關「防護

設備」之設置為何？若未設置水噴霧裝置，那些場所應設置防護設備？

（25 分）

四、請說明進行緩降機綜合檢查時，其「下降」功能之檢查方法與判定方法

分別為何？（25 分）



109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
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109年特種考試
交 通 事 業 鐵 路 人 員 考 試 試 題

考 試 別：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 別：消防警察人員

科 目：消防戰術（包括消防戰術、消防機械、緊急救護）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代號：50670
頁次：1－1

一、行政院推動「109 年太陽光電 6.5 GW 達標計畫」，全力衝刺太陽光電綠

能產量，面對屋頂型及地面型光電設備四處林立，身為消防指揮人員在

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火災搶救時應注意原則為何？（25 分）

二、依消防機關火場指揮及搶救作業要點規定，火場指揮官應整備及掌握那

些搶救資料？在高層建築物內 KTV 火災中，消防大隊的情報幕僚，應

執行任務為何？（25 分）

三、消防機關實施水箱消防車年度大保養檢查，應檢查及保養項目分為引擎

部分、底盤部分、電氣部分、幫浦部分及器材部分等五大項，請說明各

檢查項目保養評核重點。（25 分）

四、緊急救護為消防人員三大任務之一，消防機關為提升緊急救護品質推動

DACPR，請說明何謂 DACPR？消防人員執行方式為何？若救護患者位

在某設有 AED 之公共場所，應如何結合應用 DACPR？（25 分）



108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
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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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人員考試、鐵路人員考試、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
人員考試 

等 別：三等考試、高員三級考試 
類 科 別：各類別、各類科 
科 目：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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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部分：（6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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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過去的時代裏，所謂「閱讀」，讀的是紙本的書籍，但在今天
的數位時代，由於人們普遍使用電腦、網路、手機，閱讀的習慣
改變了，愈來愈多的人不再接觸紙本書籍，這樣的改變有什麼得
與失呢？請以「數位閱讀的得與失」為題，作文一篇，闡述你
的體會與看法。 

二、公文：（20 分） 
請參考下述資訊，試擬教育部致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函：轉知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建置有「非洲豬瘟資訊專區」網站
暨相關宣導資料，請協助向轄境學校教職員工學生及家長宣導，共
同防範非洲豬瘟，防杜疫病入侵。 
一、去（107）年 8 月 3 日中國大陸首例非洲豬瘟爆發，至今（108）

年 4 月 19 日其全境均已傳出疫情。 
二、我國政府於去年 12 月 18 日成立跨部會非洲豬瘟中央災害應變

中心。 
三、非洲豬瘟係由病毒引起的具高度傳染性豬隻疫病，其豬隻發病

率及致死率極高，但不會傳染人類。 
四、該病以接觸傳染為主，可經由廚餘、節肢動物、動物分泌物或

排泄物、車輛及人員夾帶物品等方式傳播。 
五、其病毒可長期存在於環境、排泄物（例如豬舍及糞便）；以及豬

肉製品（冷藏豬肉 100 天、冷凍豬肉 1,000 天）。 
六、切勿網購或攜帶任何疫區的豬肉製品入境，違規者最高可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300 萬元以下罰金。 
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教育部，說明該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建置

有「非洲豬瘟資訊專區」網站（https://www.baphiq.gov.tw/）暨
相關宣導資料，並請協助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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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部分：（20 分）                    代號：5301、4501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不予計分。 
共1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1 下列成語運用正確的選項是： 
葉老師的課程「不可言喻」，緣自於他固執的性格 
出國深造之後，閔閔的學問已到達「升堂入室」的境界 
謙謙經常擺出「神氣活現」的姿態，他的父母感到十分寬慰 
他最近出了一本「言之鑿鑿」的小說，賺進一筆為數不小的版稅 

2 《孟子•梁惠王》：「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不忍見其死；聞其聲，不忍食其

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根據上文，下列選項最適合「君子」的描述是： 
重視養生 遠離肉食 事死如生 愛惜生命 

3 狙氏子不得父術，而得雞之性焉。其畜養者，冠距不舉，毛羽不彰，兀然若無飲啄

意。洎見敵，則他雞之雄也；伺晨，則他雞之先也，故謂之天雞。狙氏子死，傳其

術於子焉。乃反先人之道，非毛羽彩錯嘴距銛利者，不與其棲。無復向時伺晨之儔，

見敵之勇，峨冠高步，飲啄而已。吁！道之壞也，有是夫！（羅隱《讒書》） 
依據上文，狙氏子所飼雞隻的特徵是： 
身形魁梧，制敵機先 其貌不揚，實則雄武 
威武不屈，氣定神閒 外表剛勇，色厲內荏 

4 承上題，上文「道之壞也」所歎惋的「壞」是： 
巧言令色，欺上瞞下 怯於公戰，勇於私鬥 
棄實務華，只求形似 門庭衰薄，後繼無人 

5 齊桓公北伐山戎氏，其道過燕，燕君逆而出境。桓公問管仲曰：「諸侯相逆，固出

境乎？」管仲曰：「非天子不出境。」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不道

而使燕君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燕君。諸侯聞之，皆朝於齊。（《說苑．

貴德》） 
根據上文，諸侯皆向齊國朝拜的主要原因是： 
諸侯心服齊國教化 諸侯爭相討好齊國 
齊國能夠尊重諸侯 齊國武力威嚇諸侯 

6 晏元獻公喜評詩，嘗曰：「『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未是富貴語。不如『笙歌

歸院落，燈火下樓台』。此善言富貴者也。」（歐陽脩《歸田錄》） 
上文中認為後詩較前詩「善言富貴」的主要原因為何？ 
院落、樓台實較黃金、美玉更為珍貴 前詩所描繪的生活比較缺乏積極意味 
後詩比前詩多了雍容風雅的生活品味 後詩暗示夜夜笙歌、貴客盈門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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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一個道：「我今日看見一張顏魯公的墨跡，那骨董掮客要一千元，字寫得真好，看

了他，再看那石刻的碑帖，便毫無精神了。」一個道：「只要是真的，就是一千元

也不貴，何況他總還要讓點呢！但不知寫的是甚麼？」那一個道：「寫的是蘇東坡

〈前赤壁賦〉。」這一個道：「那麼明日叫他送給我看。」我方才好容易把笑忍住

了，忽然又聽了這一問一答，又害得我咬牙忍住；爭奈肚子裡偏要笑出來，倘再忍

住，我的肚腸可要脹裂了。（《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上文所述，可笑之處何在？ 
搞錯作者－〈前赤壁賦〉的作者是蘇轍而非蘇東坡 
不識貨－顏真卿墨寶難得卻還錙銖必較、討價還價 
有眼無珠－作者「我」即是顏魯公，旁人不識泰山 
不辨真偽－顏真卿乃唐人，無法寫宋代蘇軾的文章 

8 「『痛苦』和『快樂』其實一牆之隔，他們是一對孿生兄弟。譬如一位嗜好閱讀或

聽音樂的人，弄到後來，愛閱讀的人總想再往前跨一步，也能成為作家；愛樂者也

一樣，總有一天，他渴望自己成為小提琴家、鋼琴家、聲樂家或者指揮家，而這跨

越的一步，就會碰觸痛苦。所以嗜好還是止於做一位玩票者，對名和利推得愈遠愈

好。」 
下列選項，何者最接近上文旨意？ 
心無罣礙，得大自在 保持距離，以免沉溺 
美感體驗，遠香近臭 當局者迷，旁觀者清 

9 「所謂『線性關係』是指在同一個個體中，會有過去、現在、未來的時間變化。如

果能跳出『線性關係』的侷限，可以使我們對人生產生更圓融的看法。譬如一般人

看一根木柴燒成灰燼，會認為木柴在先，灰燼在後。但是，我們不要以為『後來的

灰燼』就是『以前的木柴』，意即木柴就是木柴，灰燼就是灰燼，因為每一個剎那

都是獨立的，都是『無盡的現在』。」 
根據上文，下列選項何者並非「線性關係」？ 
清水凝結成冰 少女變成老婦 父母孕育子女 種子開花結果 

10 「有自信的老闆不喜歡唯唯諾諾的員工，因為這樣的員工不能提供不同的想法；他

也不會喜歡傲慢的部屬，因為他們常惹是生非。員工最喜歡的老闆，也是有自信的

老闆，因為他不需要用凶狠來維持權威。」 
下列選項，何者最符合文中所描述「有自信的老闆」？ 
身先士卒，賞罰分明 兢兢業業，勇於突破 
術業專精，心態開放 洞燭機先，有守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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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試 別： 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 三等考試 
類 科 別： 消防警察人員 
科 目： 中華民國憲法與消防警察專業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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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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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25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一、中譯英：（10 分） 
因為結構火災的數量減少，消防員得到的火勢壓制經驗越來越少。沒
有現實的訓練，消防員應付火災現場的準備將會愈加不足。 

二、英文作文：（15 分） 
你受邀前往一個社區向住戶說明火災逃生的方式。請依你的消防專業
說明濃煙逃生及火巷逃生的方法、步驟、差異及注意事項。 

乙、測驗題部分：（75 分）                   代號：1506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60題，每題1.25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關於地方自治團體之財政，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地方自治團體受憲法保障，其施政所需之經費負擔涉及財政自主權事項，並無法律保留原則之

適用  
基於國家整體施政之需要，對地方負有協力義務之事項，中央得依據法律使地方分擔相關經費 
法律之實施須由地方負擔經費者，於立法過程中，應給予地方政府充分之參與  
中央對地方為補助時，立法院不得逕因地方自治團體行政機關之公務員未到會備詢，而據以為

刪減或擱置中央機關對地方自治團體補助款預算之理由 
2 依憲法規定，由中央立法並執行之，或交由省縣執行之事項，下列何者不屬之？ 
警政 公用徵收 郵政、電信 失業救濟 

3 依現行制度，得聲請司法院大法官釋憲之主體，不包括下列何者？ 
最高法院  總統府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法官 考試院 

4 關於法官之身分保障，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憲法上的法官，皆享有終身職保障  
憲法上的法官，皆享有免於停職、轉任或減俸之保障  
各級法院庭長職務之任免，屬於憲法上法官身分保障之範圍  
有關庭長之遴選及任免等相關人事行政事項，涉及法院組織，應以法律規定為宜 

5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關於考試院院長與考試委員，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考試院院長與考試委員，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  
考試院院長由考試委員擔任  
考試委員之人數與任期屬法律保留事項  
考試委員應超出黨派，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 

6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有關憲法隱私權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個人在公共場合之言行也受到隱私權保障  
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受隱私權保障  
檢察官若認為某人有犯罪嫌疑，且情況急迫，即得核發通訊監察書，監控其通訊  
受刑人對外發受之書信，仍受憲法隱私權及秘密通訊自由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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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法規定，納稅義務人之子女年滿 20 歲以上，因在學校就學，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
於計算個人綜合所得淨額時，得減除此項扶養親屬免稅額。財政部函釋則認為：臺灣地區人
民年滿 20 歲，就讀學歷未經教育部認可之大陸地區學校者，不得依上述規定列報扶養親屬
免稅額。此一函釋違反下列何項原則？ 
租稅法定主義 實質課稅原則 比例原則 明確性原則 

8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人民應考試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包括人民參加考試，取得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執業資格之權利  
包括人民參加國立大學研究所入學考試之權利  
對於應考試權之限制，應以法律為之，並不得授權行政機關另訂行政命令  
要求以外國學歷應牙醫師考試者，須在主管機關認可之醫療機構完成臨床實作訓練的規

定，違憲 
9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工作權限制規定之審查，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對於營業之方式、時間、地點所為之管制，須係為追求「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始得為之 
人民選擇職業應具備之主觀條件，例如年齡、道德標準等條件，須係為追求「公共利益」

所必要者，始得為之  
要求人民從事職業應具備一定之技能、訓練、體能等條件，須係為追求「重要之公共利益」

所必要者，始得為之  
設定進入市場之數量限制條件，與申請執業之個人特質無關，且該條件之成就與否非該個

人所能左右者，須係為追求「特別重要之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始得為之 
10 依司法院釋字第 719 號解釋意旨，政府採購得標廠商員工總人數逾 100 人者應進用一定比例

原住民，未進用者令繳代金之規定未違憲。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相關規定涉及雇主財產權及營業自由之限制，另有保障原住民工作權之給付請求權性質  
得標廠商僱用員工之自由，因保障原住民權益之重要公益而應受合理之限制  
未獲政府採購得標廠商僱用之原住民，得請求國家提供至另一廠商工作之機會  
得標廠商應繳納之代金金額，其額度應達到使其未來有意願僱用原住民之程度 

11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憲法第 7 條之平等保障，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於選舉制度中，保障婦女或原住民族之當選名額，與憲法第 7 條平等原則並不當然牴觸  
無正當理由而對相同事物為差別待遇，或對於不同事物未為合理之差別待遇，均屬違反平

等原則 
依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就原具公務人員身分之留用人員原有年資辦理結算，與平等原

則尚無牴觸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不准曾犯特定罪名且經判決罪刑確定者，辦理營業小客車駕駛人執

業登記，與平等原則不符 
12 下列何者不涉及憲法保障之結社自由？ 

法律規定審計長不得加入政黨 人民團體理事長之選任產生方式  
法律強制律師須加入律師公會始能執業 一群人於同一時間在電影院觀看電影 

13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下列何者不受憲法第 13 條宗教自由之保障？ 
公職人員擔任特定宗教法人之義工 公立小學與宗教團體合作實施宗教課程  
人民向主管機關申請設立新興宗教團體 公立大學宗教性學生社團向校方申請經費補助 

14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何者並不適用嚴格審查標準？ 
對一般人民言論之「事前審查」 對「新聞媒體」採訪行為之干預  
對言論「內容或觀點」之限制 對「非視障者從事按摩業之職業自由」之限制 

15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國家得限制下列何種身分人民之入境自由？ 
曾協助他人非法入出境之有戶籍人民 於境內出生而僑居國外之無戶籍人民  
實際居住地與戶籍登記地不同之人民 設籍國內但具有雙重國籍之人民 

16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憲法第 8 條人身自由之保障，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以行政法作為限制人身自由之法律依據時，雖非刑事上之逮捕拘禁，亦僅得由具組織法上

之形式「警察」為之  
以行政法作為限制人身自由之法律依據時，非屬刑事上之逮捕拘禁，因未涉人身自由之核

心，不受比例原則之拘束 
以行政法作為限制人身自由之法律依據時，雖非刑事上之逮捕拘禁，仍受憲法正當法律程

序之保障  
以行政法作為限制人身自由之法律依據時，因非屬刑事上之逮捕拘禁，均毋須法院之事前

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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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有關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8 項社會救助、社會福利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具有憲法委託的性質  
立法者對如何立法實現社會福利工作，具有裁量權  
立法者如未立法保障社會弱勢族群之就業，可能構成違憲之立法怠惰  
國家對於各項社會福利工作之支出均應優先編列 

18 依憲法增修條文有關基本國策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應兼籌並顧，當二者衝突時，以環境保護為優先  
國家應扶助並保護大型經濟事業  
國家應促進產業升級，推動農漁業現代化，重視水資源開發利用  
為求市場自由化，國家對於公營金融機構之管理，不得以法律特別規定 

19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有關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法官在個案審理中，得逕行拒絕適用其認為牴觸憲法之法律  
法官如認判例違憲，得聲請大法官解釋  
法官在個案審理中，得逕行拒絕適用其認為牴觸法律之法規命令  
法官縱認判例違憲，於審判時仍不得拒絕適用之 

20 某甲因拒繳所得稅，國稅局命甲補稅，甲用盡通常救濟程序後，向司法院大法官聲請解釋。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以下敘述何者正確？ 
如大法官宣告所得稅法相關規定違憲且立即失效，甲仍不得依大法官解釋而提起再審  
如大法官宣告所得稅法相關規定違憲且定期失效，甲仍可依大法官解釋而提起再審  
於大法官作成解釋前，甲就因同一法律規定而生之另一補稅事件，再聲請大法官解釋，如

大法官未併案審理，後案即無從提起再審  
於大法官作成解釋前，甲因同一法律規定又收到另一補稅處分，得逕行向司法院大法官聲

請解釋併案審理 
21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有關行政院，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行政院院長由總統任命之  
行政院院長辭職或出缺時，在總統未任命行政院院長前，由行政院副院長暫行代理  
行政院有向立法院提出施政報告之責  
行政院對於立法院決議之法律案認為窒礙難行時，得移請立法院覆議，毋需經總統核可 

22 下列何者應經行政院院長之副署？ 
任免依憲法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人員之命令 宣告解散立法院  
發布大赦令  召開國家安全會議 

23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關於監察院組織與職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監察委員不具有言論免責權與不逮捕特權 監察委員對總統無彈劾權  
監察委員本身不受彈劾 監察院無人事同意權 

24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關於總統、副總統之選舉與罷免，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總統、副總統候選人應聯名登記  
總統、副總統之當選，採相對多數  
總統、副總統之罷免案，經全體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之提議，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二之同意

後提出 
總統、副總統之罷免案，經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全體選舉人總額三分之二以上之投票，有效

票過半數同意罷免時，即為通過 
25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何者與藥害救濟制度之設置無關？ 

生存權之保障  健康權之保障  
社會福利救濟措施之實現 財產權之保障 

26 關於為新聞採訪之目的所實施之跟追行為，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受憲法第 22 條之一般行為自由保障 受憲法第 8 條之人身自由保障  
受憲法第 15 條之工作權保障 受憲法第 11 條之新聞採訪自由保障 

27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何者屬於人格權直接保障之範圍？ 
更改姓名  免於因罹患傳染病而受強制隔離  
就讀研究所  表達政治意見 

28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國家遭遇重大變故，在夫妻隔離，相聚無期之情況下所發生之重婚事
件，若仍適用民法規定予以撤銷，牴觸憲法何項權利？ 
平等權 人身自由權 訴訟權 婚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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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何種權利非受憲法第 22 條之保障？ 
相同性別之二人無法依據民法親屬篇婚姻章結婚，主張婚姻自由受侵害  
人民欲更改姓名未獲准許，主張其姓名權受侵害  
未辦理營利事業登記而經營電子遊戲場業者遭受處罰，主張營業自由受侵害  
經常逃學或逃家之虞犯少年，被少年法院命收容於少年觀護所，主張少年人格權受侵害 

30 「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之制定，係爲保障人民下列何種權利？ 
家長之教育選擇權 結社自由 工作權 平等權 

31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有關人民納稅義務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租稅主管機關得頒訂解釋課稅構成要件之行政規則  
特別公課課徵之目的與用途與租稅相同  
地方得制定自治法規課徵租稅，無須法律之授權  
無論人民所得多寡一律課徵相同金額之租稅，不違反公平課稅原則 

32 依憲法及相關法律規定，下列何者不是公民投票得適用之事項？ 
法律之創制 重大政策之創制 修憲案之複決 領土變更案之複決 

33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曾明文承認受表意自由保障者，不包括下列何者？ 
經營通訊傳播網路等設施 要求傳播媒體提供版面或時間以表達意見 
為獲取利潤而對大眾散播描繪性行為之影像 為抗議拆遷而躺臥於挖土機前方 

34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憲法第 8 條所要求之法官保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對於人身自由加諸任何限制時，皆須事前經由法官裁定，方得為之  
法官保留係屬憲法要求之法定程序內涵，但僅適用於具有刑事被告身分之人  
人民因犯罪嫌疑遭逮捕拘禁時，逮捕拘禁之機關至遲應於 24 小時內移送至該管法院  
人民遭到無權責機關之逮捕拘禁，得向法院聲請追究，法院應先命逮捕拘禁機關查覆後，

再依法處理 
35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下列何者並非國家應優先編列之支出經費? 

醫療健保 社會救助 國民就業 國民教育 
36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最高司法機關發布規則之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最高司法機關得發布命令，但不得牴觸審判獨立  
最高司法機關得發布規則，就審理程序有關之細節性、技術性事項為規定  
最高司法機關得提供司法實務上之見解，作為所屬司法機關人員執行職務之依據  
最高司法機關發布之命令有涉及審判上之法律見解者，法官於審判案件時受其拘束 

37 以下何者非屬立法委員依法對行政權所得行使之監督範圍？ 
個別立法委員召開公聽會揭露有毒食品，指責衛生主管機關未進行有效監督  
個別立法委員調閱行政院性別平等處執行性別平等之文件資料  
個別立法委員提出質詢  
個別立法委員於委員會詢問參謀總長 

38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我國獨立機關之權限運作，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行政院基於行政一體，對所有行政院所屬機關之整體施政表現負責，但不包括獨立機關  
基於權力分立原則，立法院對行政院有關獨立機關之人事決定權得為一定限制，以為制衡 
獨立機關之首長不得由其成員互相選任產生之  
行政院必要時得依職權設置相當於部會層級之獨立機關 

39 關於監察院之職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彈劾與糾舉行使之對象與事由相同  
彈劾案提出後，應由被彈劾者所屬公務機關追究其法律與政治責任  
糾舉案通過後，若違法行為涉及刑事者，應將案件移送被糾舉人之主管長官  
糾正案由監察委員 1 人以上之提議，9 人以上之審查及決定 

40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及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有關不信任案及解散立法院，以下敘述何者正確？ 
於立法院提出不信任案時，行政院院長即得解散立法院  
不信任案不得於立法院常會以外之期間提出  
立法院除得對行政院院長提出不信任案外，亦得罷免之  
總統經行政院院長之呈請，並諮詢立法院院長後，得解散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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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oke alarms 41 double the chance of your family               a fire, so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at you 
should have sev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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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ston Effect Side Effect Stack Effect Toxic Effect 

50 The concept of “             ” in trauma care during Emergency Medical Services originated to 

請依下

Historically, physicists created a gr
as been added,       51      

address those patients with massive internal bleeding. 
Scoop and Run Stay and Play Stay and Run Scoop and Play 

第文回答第 51 題至 55 題 
aphical representation detailing the three elements of fire (fire 

triangle). In recent years, one more point h  the fire tetrahedron. The four 
elements needed to       52       combustion are: fuel, oxygen, heat and a chemical chain reaction. To 
extinguish a fire, it is       53       to remove one or more of the four components of combustion. 
Removing any of these components of the fire tetrahedron will stop the other elements from interacting 
and not allow combustion to       54      . Firefighters work on limiting       55       (fuel that is in jeopardy 
of being ignited by nearby flame or from radiant heat), containing and extinguishing fire and then 
overhauling charred and burned debris from the affected areas as well as extinguishing all hidden fires to 
prevent a rekindle. 
51 boiling creating deleting naming 
52 prevent repress sustain discharge 

n y us ng 53 forbidde mandator tumultuo stimulati
54 cease proceed halt desist 
55 exhausts expeditions explosives expo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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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Mark Finney at the US Forest Service and his colleagues sometimes do the unthinkable. They go out 

請依下文回答第 題至第 60 題 

into the bush and start a fire. But they’re not arsonists and these fires aren’t sprawling or highly 
destructive. They’re controlled burns of real vegetation that give scientist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how 
flames leap from one branch to another. Studying that can help predict how real wildfires may spread. 

Among the measurements Finney and his team take include the amount of time that flames spend 
burning in one area, how quickly they propagate through vegetation and what kind of heat exchange is 
going on as they do so. These experiments have taken place in New Zealand. The burn areas are 
cordoned off by barriers that stop the fire getting out of control. 

“We have drones that fly over and give us a view of what’s going on from the air, we have cameras 
that are protected by an aluminum and insulation housing that allow you to put them inside the fire,” he 
says. “It usually takes a day or more to set up all the instruments and of course you have to have the 
weather conditions cooperating.” 

It’s all part of a modern human quest – to know what makes fire tick. A supposedly crucial moment 
in the history of human evolution is the “discovery” of fire. But fire has been a natural occurrence on 
Earth since long before our ancestors took their first steps. And today, far from being something under 
our control, fire often takes the form of a man-made disaster. In the US, well over 80% of wildfires are 
started, usually accidentally, by people. 

This year, like last year, many parts of the planet have experienced very hot and dry summers, 
sharply raising the chance of wildfires taking hold once ignited. 

Woodlands have blazed in Greece, Sweden, and Siberia among other hotspots. The southwestern 
US state of California has just recorded its largest wildfire on record. 

What if we’d known when and where these fires would start? Or how they would wax and wane? If 
we had such knowledge, we’d surely be better able to protect the towns and communities that are at risk 
from destruction. 

Finney hopes that data from his experiments will improve the existing models that are used to project 
wildfire spread. Some of those models are too simplistic, he explains. 
56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he most appropriate title for this passage? 

The Discovery of Fire by Humans.  
The Rise and Fall of Wildfires.  
The Quest to Predict and Stop the S ildfpread of W ires.  

57  project wildfir  spread? 
The Models of Predicting and Stopping Wildfires. 
How does Finney find some of the existing models used to es
Boring. Thorny. Perfect. Simplistic. 

58 What does the phrase “wax and wane” mean in this passage? 
To appear and then disa   then weaker again  

 become ali

s 



 in a fire 
60 

humans on purpose.  
ce not destructive. 

ppear again To grow stronger and 
To stop and then start again To die an ve again d

59 Why do Finney and his colleagues start a fire on purpose? 
To better understand how fire spread  
To understand why fire is a m r an-made disaste

ork in a wildfire  To see how drones w
To see how cameras are protected by an aluminum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TRUE? 
This history of fire is as old as human history.  
Humans know exactly how wildfires work.  
Over 80% of wildfires in the US are started by 
The fire started by Finney is controlled and hen

https://www.bbc.co.uk/news/world-europe-44948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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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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管理權人設置消防安全設備之定期檢修規定及違反檢修規定之處

分為何？另請說明消防設備師（士）或檢修機構之違規情事態樣及其處

分規定。（25 分） 

二、依災害防救法及其施行細則相關規定，請說明災害防救計畫之種類、擬

定及核定單位、計畫相互位階關係及計畫修正時機。（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6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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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防火管理人相關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總樓地板面積 200 平方公尺以上之餐廳應設置防火管理人 
建築物管理權有分屬時，各管理權人應協議製定共同消防防護計畫 
違反防火管理人設置規定者，處新臺幣 1 萬元以上 5 萬元以下罰鍰 
防火管理人之初（複）訓不得少於 18（6）小時、每 3 年至少應複訓 1 次 

2 有關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之設置及違規處分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依規定不屬於應設置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旅館、老人福利機構及住宅場所，均應設置住宅用火

災警報器 
老人福利機構未依規定設置者，處新臺幣 3 千元以上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鍰 
住宅場所未依規定設置者，處新臺幣 3 千元以上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鍰 
旅館未依規定設置，於發生火災時致人於死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 

3 依消防法規定，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未經場所之管理權人申請主管機關許可，使用以產生火焰、火

花或火星等方式，進行表演性質之活動者，應處多少罰鍰？ 
處新臺幣 5 千元以上 2 萬 5 千元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 1 萬元以上 5 萬元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 2 萬元以上 10 萬元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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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關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高層建築物或地下建築物場所應委託消防設備師（士）定期檢修 

消防設備師（士）為不實檢修報告者，依消防法第 38 條第 3 項規定，處新臺幣 2 萬元以上 10

萬元以下罰鍰 

消防安全設備檢修之工作項目，係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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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由消防安全設備整體性之運作或使用，判別其機能之檢查方式，稱為性能檢查 

5 依消防法及其有關防焰物品使用之相關規定，下列何者為防焰物品？①地毯、窗簾、布幕 ②室

外展示用廣告合板 ③面積 1 平方公尺以上之門墊 ④網目在 20 公釐以下之施工用帆布 

① ②③ ②④ ①③④ 

6 依緊急醫療救護法及其相關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救護隊或消防分隊，每隊至少應配置救護車 1 輛及救護人員 6 名 

公共場所依規定購置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後，應送消防主管機關備查，並登錄於救災救護

指揮中心 

醫院收治之病患，經證實具傳染病，應於 24 小時內，通知運送救護車之所屬機關（構） 

加護救護車於救護運送傷病患者時，至少應有救護人員 3 名以上出勤 

7 依緊急醫療救護法規定，直轄市、縣（市）消防主管機關應指定醫療指導醫師，建立醫療指導制

度。請問下列那一項不屬於建立醫療指導制度的範圍？ 

各級救護技術員執行緊急救護之教育、訓練、督導及考核 

緊急傷病或大量傷病患之現場醫療指導 

訂定各級救護技術員品質指標、執行品質監測 

核簽高級救護員依據預立醫療流程施行緊急救護之救護紀錄表 

8 依緊急醫療救護法規定，消防主管機關進行救護區劃分時，應考量的因素：①轄區人口分布 

②建築物分布 ③交通 ④醫療設施狀況，下列何者正確？ 

①②③ ②③④ ①③④ ①②④ 

9 依消防機關火場指揮及搶救作業要點規定，轄內火災災情傷亡或財損達到：死亡 A 人以上、死

傷合計 B 人以上、房屋延燒 C 戶（間）以上或財物損失達新臺幣 D 百萬元以上，應製作火災搶

救報告書，並邀集參與救災單位召開會議，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1、B＝5、C＝5、D＝3  A＝2、B＝10、C＝10、D＝5 

 A＝3、B＝15、C＝15、D＝7  A＝5、B＝20、C＝20、D＝10 

10 有關爆竹煙火之輸入及種類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輸入爆竹煙火之封存，為中央主管機關權責 

爆竹煙火包括信號彈 

舞臺煙火為一般爆竹煙火 

煙火彈為專業爆竹煙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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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有關甲、乙種搶救圖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甲種搶救圖係指供人命救助、災害搶救參考之內部設施資訊 

乙種搶救圖係指供消防救災車輛出入等相關資料 

水源狀況及街道圖皆為甲種搶救圖 

建築物位置為乙種搶救圖 

12 依消防機關火場指揮及搶救作業要點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救火指揮官由消防局局長擔任 

救火指揮官應負責指揮強制疏散警戒區之人車及維護火場秩序 

雲梯車加水箱（庫）車、化學車加水箱（庫）車等，皆為一般常見車輛派遣的車組 

車輛部署以車組作戰及雙邊部署為原則 

13 依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規定，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應每 A 年檢討災害防救基本計畫；公共事業

每 B 年檢討災害防救業務計畫；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區）公所每 C 年檢討地

區災害防救計畫，下列何者正確？ 

 A＝3、B＝2、C＝3   A＝3、B＝3、C＝2 

 A＝5、B＝3、C＝3   A＝5、B＝2、C＝2 

14 依災害防救法規定，直轄市、縣（市）災害防救會報的法定任務，不包括下列那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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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定轄內社區災害防救事宜 督導、考核轄區內災害防救相關事項 

15 依災害防救法相關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土壤液化致生之災害，係為天然災害 

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係指由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核定之全國性災害防救計畫 

衛生福利部為生物病原災害之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災害防救工作係屬地方自治事項 

16 依災害防救法有關災害防救組織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直轄市、縣（市）災害防救會報，決定災害防救之基本方針 

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主任委員由行政院院長兼任 

鄉（鎮、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報由縣（市）災害防救會報核定 

區得比照鄉（鎮、市）公所，成立災害防救會報及災害防救辦公室 

17 依災害防救法及其相關規定，有關徵調、徵用、徵購，下列何者正確？ 

徵調、徵用、徵購應於災害應變中心成立後，指揮官於災害應變範圍內，以政府名義為之 

徵調之對象包含救災機具、車輛 

徵用、徵購之對象，包含徵用物資之操作人員 

違反徵調、徵用、徵購規定，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25 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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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依消防機關火場指揮及搶救作業要點規定，下列那一項指揮權責，不屬於救火指揮官的任務範圍？ 

成立火場指揮中心 

負責指揮人命救助及火災搶救部署任務 

劃定火場警戒區 

建立人員裝備管制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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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稱室內儲槽場所輸送液體六類物

品之配管，應經該配管最大常用壓力 X 倍以上水壓進行耐壓試驗 Y 分鐘，不得洩漏或變形。請

問 X 與 Y 下列何者正確？ 

 X＝1.2、Y＝5  X＝1.3、Y＝7  X＝1.4、Y＝8  X＝1.5、Y＝10 

20 有關儲存六類物品之建築物四周保留空地寬度，當其儲存量超過管制量 20 倍之室內儲存場所，

與設在同一建築基地之其他儲存場所間之保留空地寬度，得減縮至規定寬度之 X，最小以 Y 公

尺為限，請問 X 與 Y 下列何者正確？ 

 X＝1/4、Y＝2   X＝1/3、Y＝3 

 X＝1/2、Y＝4   X＝2/3、Y＝5 

21 有關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之分類及其場所之定義，下列何者正確？ 

在常用溫度下，表壓力達每平方公分 10 公斤以上之液化石油氣，符合可燃性高壓氣體定義 

從事分裝可燃性高壓氣體之作業區及供應其氣源之儲槽，可稱為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場所 

室外儲槽場所係指位於建築物外以儲槽以外方式儲存六類物品之場所 

販賣裝於容器之六類物品，其數量達管制量 15 倍以上，未達 40 倍之場所，稱為第一種販賣場所 

22 公共危險物品製造場所設有擋牆防護，與鄰近收容人員 30 人之療養院之安全距離至少應在幾公

尺以上？ 

 50 公尺  40 公尺  30 公尺  15 公尺 

23 下列何者與公共危險物品管制量之倍數，具有相關聯性？①製造場所之廠外安全距離 ②儲存場

所之構造、設備 ③一般處理場所之四周保留空地寬度 ④設置危險物品保安監督人 

①②③ ②③④ ①②④ ③④ 

24 有一設有防爆牆之液化石油氣容器儲存室面積為 16 平方公尺，其與第一類及第二類保護物之安

全距離為 X、Y 公尺，請問 X、Y 為： 

 8、6  9、6  16、12  18、12 

25 專業爆竹煙火施放之種類、數量如下表，依專業爆竹煙火施放作業及人員資格管理辦法規定，至

少應具備幾位合格之施放人員？ 

種類 數量 種類 數量 
3 吋火彈 500 發 30 發組合盆花 50 組 
6 吋火彈 300 發 瀑布 10 組 
8 吋火彈 200 發 字幕 5 組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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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題號

答案

第1題

C

第2題 第3題 第4題 第5題 第6題 第7題 第8題 第9題 第10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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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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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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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3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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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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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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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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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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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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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D B A C B C B D

C D C B D A A D B

B D B B B

C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標準答案：

備　　註：



108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
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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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 別：消防警察人員 
科 目：消防警察情境實務（包括消防法規、實務操作標準作業程序、人權保障與正

當法律程序）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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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60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對於電氣焊接與乙炔氣焊接，在施工之過程經常容易因掉落之焊渣而發

生火災，若你為火災調查人員，發現某一場所有可能是焊接所引起之火

災，試問其鑑識要領為何？（20 分） 

二、設一大型戶外油變壓器，基於火災安全防護及減少損失的目標需求，試問

選用水霧滅火設備時，在設計時有那些應考量事項？試申論之。（20 分） 

三、你為消防分隊長，抽查轄內某一大樓之消防設備時，發現該大樓地下層

為汽車停車空間並設置低發泡泡沫滅火設備（以消防幫浦作為加壓送水

裝置），每層之泡沫滅火設備各設置 10 區之放射區域，欲進行該設備之

綜合檢查，試問：（每小題 10 分，共 20 分） 
應如何進行此綜合檢查？ 
合乎規定之判定依據為何？ 

乙、測驗題部分：（40 分）                     代號：2506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2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就一般居室空間之 A 類火災而言，依火災發展時序，判斷各探測器發出警報之訊息由快至慢排

序為下列何者？ 

火焰式探測器、差動式探測器、偵煙式探測器 

偵煙式探測器、火焰式探測器、差動式探測器 

差動式探測器、偵煙式探測器、火焰式探測器 

差動式探測器、火焰式探測器、偵煙式探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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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築物之防火措施分為主動式防火措施及被動式防火措施，下列何者為主動式防火措施？ 

出入口、走廊、樓梯之設置位置 防火區劃 

內部裝修限制  滅火設備 

3 某消防分隊長轄內列管之高層建築物，其總樓地板面積為 6 萬 3 千 5 百平方公尺，依各類場所消

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之規定，其應設置之消防專用蓄水池有效水量至少應有多少立方公尺以上？ 

 100  120  140  180 

4 你為消防分隊長，轄內某一建物內設有 250 m2 之電信機械室，且未設任何自動滅火設備，該機

械室平時無人，在考量火災發生後之清理復原問題後，你會建議該場所設置下列何種設備？ 

水霧 泡沫 二氧化碳 乾粉 

5 某日 8 時於某公路隧道內，發生車輛追撞車禍引起火災，你所屬分隊接獲派遣出勤，並指派你擔

任初期指揮官。你抵達現場發現出入口已有些許煙竄出，必須立即指揮消防人員進入隧道內執行

人命救助及滅火任務。下列搶救作為何者錯誤？ 

消防人員（含駕駛）皆需穿著完整消防衣裝備並配戴空氣呼吸器，確認無誤後方可進入隧道救

災，並隨時檢視自身空氣瓶量具有能及時返回安全處所之存量 

掌握「順向排煙、順向搶救」原則，避免兩側射水而產生互撞，並要求上風處之單位避免進入

隧道內 

成立人員裝備管制站，以掌握進入隧道人數與空氣瓶使用情形，俾即時提供協助 

消防人員應部署 2 組水線分別以直線及噴霧射水相互掩護前進，並隨時注意周遭隧道結構是否

有崩塌（含混凝土爆裂及掉落）、路面柏油軟（熔）化及閃燃（flashover）等危險現象發生 

6 根據消防機關辦理消防安全檢查注意事項，若你為轄區消防分隊長，對於下列危險物品場所或人

員，實施檢查或訪視之期程，下列何者錯誤？ 

某未達管制量之爆竹煙火販賣場所，每半年至少檢查一次 

某選舉候選人之辦事處，於選舉活動期間，每周至少訪視一次 

某燃氣熱水器承裝業於取得證書起，每半年至少檢查一次 

某液化石油氣製造、儲存及處理場所，每月至少檢查一次 

7 若你抽查某大樓之火警自動警報設備時，發現下列幾個現象，你應針對那一項要求改善之？ 

受信總機前方有 1.5 公尺的淨空 

光電式局限型 2 種探測器之動作時間為 45 秒 

火焰式探測器之動作時間為 40 秒 

定溫式局限型 1 種探測器之動作時間為 45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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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總樓地板面積 1000 平方公尺老人社會福利機構，提報自衛消防編組演練及驗證計畫，消防機關受理

審查，有關界限時間計算發現有誤，下列何者不是該老人社會福利機構計算延長時間之條件？ 

樓地板面積 ×（天花板高度-1.8 公尺）≧200 立方公尺 
初期滅火使用室內消防栓 
寢具類使用防焰製品 

形成各居室不燃化區劃 
9 你為轄區分隊長，轄內某棟四樓建築，每層樓地板面積為 200 平方公尺，一樓為餐廳、二樓為商

場、三樓為補習班、四樓為超市，你會要求那一場所實施防火管理？ 

餐廳 商場 補習班 超市 
10 某化學工廠於夜間發生火災，你為第一梯次到達現場之消防分隊長，若初期無法找到廠區人員，

在現場狀況不明下，下列指揮作為何者最不適當？ 

要求救災車輛與廠區先保持適當安全距離 立即派員深入起火廠房內部確認有無人員受困 
留意有無奇怪的聲音或味道 請求業者到場，協助確認致災物 

11 某建築物火災現場，指揮官指派搜索小組入室搜救，依規定該搜索小組入室搜索前應登錄管制之

資訊，下列何者最不適當？ 
姓名 人數 年齡 氣瓶壓力 

12 某消防分隊長於帶隊搶救一地下室火災時，發現可能有瓦斯滯留狀況，下列該分隊長的救災戰力

部署行動，何者最不適當？ 
入室部署瞄子時，命令隊員以柱子、水泥牆作為掩護 
若為單支瓦斯鋼瓶噴出火焰時，命令隊員迅速射水滅火、防止延燒 

命令隊員，避免於地下室出入口附近部署水線 
於燃燒瓦斯滅火、止漏後，命令隊員使用檢測儀器，再次確認現場瓦斯濃度 

13 地下室火警經查證曾有工人施工惟現場無關係人可供確認，梯間已可發現有煙霧逸出情形，若你

為現場指揮官，下列敘述何者適當？①可經由乙種搶救圖評估整體環境 ②以滅火攻擊為最優先

處置 ③以人員搜救為最優先處置 ④以排煙為最優先處置 ⑤以防止垂直延燒為最優先處置 

⑥預先考慮退路及所需時間 

②③⑥ ①④⑤ ②④⑤ ①③⑥ 
14 某市發生火災，於火場搶救完畢後，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中的「火災出動觀察紀錄」，依規定應

由何單位填寫製作？ 

消防分隊 消防大隊 消防局火災調查科 消防局指揮中心 
15 鐵製品受熱容易生銹，某一火場發現金屬鐵筒上半部受燒生銹，雖然金屬鐵筒之成分對其生銹之

程度會有一些不同，若你為現場火災調查人員，研判此種情形下，該金屬鐵筒至少在受熱多少℃

以上時其表面就會急激有氧化物成長？ 
 500℃  600℃  700℃  800℃ 

16 金屬受熱會產生變色、變形與熔解，但不同的金屬其熔點不同，若你為現場火災調查人員，現場

有錫、銀、鋅、鋁，何者之熔點最高？ 
錫 銀 鋅 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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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照片是某一火場所拍，若你為現場火災調查人員，研判火流之方向，下列何者最適當？（照片標

示之「裡」是指距攝影鏡頭較遠處，「外」是指距攝影鏡頭較近處。） 

由左邊往右邊 由右邊往左邊 由裡面往外面 由外面往裡面 

裡 

左 右 

外 

18 照片是某一場火災中所拍之牆壁鋁窗受燒之痕跡，若你為現場火災調查人員，研判火流之延燒路徑為何？ 
 

從右上往左下延燒  從右下往左上延燒 
從左上往右下延燒  從左下往右上延燒 

19 你利用氣相層析質譜法分析同仁從火場採集的跡證，分析結果發現其中含有中質石油分餾液

（medium petroleum distillate，MPD），下列何種化學成分是你判斷跡證中質石油分餾液應該出

現的標的化合物（target compound）？ 
二氫化茚（Indane）  正己基環己烷（n-Hexylcyclohexane） 
乙基萘（Ethylnaphthalenes）  1,3-二甲基萘（1,3-Dimeyhylnaphthalene） 

20 轄內某建築物發生火災後，你為火災調查人員，奉派至火場進行勘察及相關人等之訪談，下列何

者非為詢問初期協助搶救人員的項目內容？ 
燃燒位置初期火災狀況及燃燒何物 搶救情形 
抽菸習慣與菸蒂如何處理 有無發現易燃物或可疑人物在場等可疑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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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代號：50630 
頁次：1－1 

一、可燃性氣體或易燃性液體蒸氣（燃料）、空氣、火源（即燃燒三要素）

同時存在時，是否一定會產生火災或爆炸現象？申論其原因。（25 分） 

二、將高粱酒（酒精濃度 60%）灑在桌面上，於室溫下接觸火源，是否可被

點燃？將啤酒（酒精濃度 5%）灑在桌面上，於室溫下接觸火源，是否

可被點燃？申論其原因。（25 分） 

三、爆炸現象 BLEVE 的英文全名為何？中文名稱為何？試述內含易燃性液

體的容器於火場中發生 BLEVE 的過程？（25 分） 

四、有機可燃物於火災現場會產生熱分解，並與空氣中的氧氣燃燒，燃燒過

程常出現不完全燃燒。除了一氧化碳外，經熱分解後不完全燃燒下，還

有那些物質可能產生？並說明一氧化碳的危害。（25 分） 
  



108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
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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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 別：消防警察人員 
科 目：消防安全設備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代號：50650 
頁次：1－1 

一、偵煙式探測器為常見的火警探測器，試說明除光電分離型外，偵煙式探

測器設置之相關規定為何？（25 分） 

二、某一建築物內原設置一套移動式海龍滅火設備，現欲改裝成移動式二氧

化碳滅火設備，試說明既有設備中有那些設置需更換？不需要更換的設

置其標準為何？（25 分） 

三、某一儲存木製品的高架倉庫，內部設置密閉式自動撒水設備，試說明當

裝設快速反應型及一般反應型撒水頭時之最小水源容量及消防幫浦的

出水量分別為何？（25 分） 

四、一採用乾粉滅火設備的防護區劃，在進行設備檢查時發現防護區劃變

更，試說明其外觀檢查之檢查方法與判定方法分別為何？（25 分） 

 



108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
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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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 別：消防警察人員 
科 目：消防戰術（包括消防戰術、消防機械、緊急救護）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代號：50670 
頁次：1－1 

一、何謂危害性化學品？危害性化學品災害之定義為何？請詳述消防機關

執行危害性化學品災害搶救時，現場指揮官應採取行動方案（Action 
plan）之原則。（25 分） 

二、消防機關所屬救護技術員執行到院前緊急救護時，傷病患若經評估屬危

急個案應儘速送醫，請詳述危急個案包括那些狀況？（25 分） 

三、當消防人員執行各項災害搶救時，只要對生命與健康具有立即危害，都

應穿著個人防護裝備（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配合使用空氣呼吸

器，請詳述消防人員進入建築物執行火災搶救任務時，使用空氣呼吸器

之安全注意事項。（25 分） 

四、各消防單位之裝備器材保養（管）及使用人員，應依規定執行搶救裝備

之保養維護，請分別詳述水帶、瞄子、油壓破壞器材、空氣呼吸器、救

命器等 5 種消防搶救裝備器材平時保養維護重點。（25 分） 

 



107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
107年特 種 考 試 交 通 事 業 鐵 路 人 員 考 試 試 題 代號：

30150-30750
50140-51440
70150-70650

全一張

（正面）

考 試 別 ：一般警察人員考試、警察人員考試、鐵路人員考試 
等 別 ：三等考試、高員三級考試

類 科 別 ：各類科、各類別

科 目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考試時間 ： 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請接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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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作文：（60 分） 
春秋時期，宋國有人得到璞玉，把它獻給司城子罕，子罕卻不接受，說道：「我以不貪為寶，
你以璞玉為寶，你若把璞玉送我，而我接受，我們便都失去了珍寶，還不如各自擁有原來
的珍寶。」子罕的話透示了「拒絕」與「接受」的深義。試以「拒絕與接受」為題，作文
一篇，闡述子罕言辭的深義，並抒發自己的感悟。 

二、公文：（20 分） 
鐵路地下化為國家重大建設計畫，對於都市更新與發展、區域交通順暢與安全，都有莫大助
益。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為進行臺南市鐵路地下化工程，自本（107）年 6 月 15 日起，連
續三個月執行下開工程：1、續施作電車線設備安裝；2、號誌現場設置及佈纜；3、第一工
區（榮譽街平交道南側）構造物保護 ccp 施工；4、第五工區（空勤司令部至大林路平交道
間）連續壁施工；5、第六工區（大林路平交道以南至亞航社區間）排水箱涵施工。上述工
程，短期勢必影響交通，乃函請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於上下班尖峰時段，增派交通警察，在前
開地區維持交通秩序，保障民眾用路之安全順暢。試擬此函。 

乙、測驗部分：（20 分） 代號：5301、4501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1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電話應對或傳送簡訊是現代社會常見的溝通方式，下列電話或簡訊用語，恰當且合乎禮儀的
選項是： 
接聽客訴電話：對不起，這事我不清楚，請找別的單位 
接聽電話：某某公司，您好！我是林小姐，很高興為您服務 
指定人不在：對不起，承辦人不在座位上，稍後再請他回電給您 
傳簡訊：敝人昨日榮膺新職，調任為業務組長，請各位繼續鞭策指教 
下列語詞使用，正確的是： 
令媛出門在外，希望自己保重，這是拙荊給她的一點心意 
青青和小犬都是蔡教授的高足，受蔡教授指導，獲益良多 
先嚴在世時侍奉公婆，照顧丈夫，和睦妯娌，是稱職媳婦 
令伉儷在業界素有美譽，賢郎可謂青出於藍，勝過寒舍公子 
下列選項，何者屬於道家的思想？ 
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 
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 
馬固有色，故有白馬。使馬無色，有馬如已耳，安取白馬？故白者非馬也 
聖人之所以濟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他故異物焉，曰唯能以尚同為政者也 
「人越有名，即使自己不驕傲，別人也會覺得你有驕傲之感，這是常情，故我們更要謙和有
禮。」此段文字旨在說明： 
豹死留皮，人死留名  知識愈淺，自信愈深 
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 強中更有強中手，莫向人前自誇口 



107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
107年特 種 考 試 交 通 事 業 鐵 路 人 員 考 試 試 題 代號：

30150-30750
50140-51440
70150-70650

全一張

（背面）

考 試 別 ：一般警察人員考試、警察人員考試、鐵路人員考試 
等 別 ：三等考試、高員三級考試

類 科 別 ：各類科、各類別

科 目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買不起豆腐的人對那賣豆腐的，就非常的羨慕，一聽了那從街口越招呼越近的聲音就特別的
感到誘惑，假若能吃一塊豆腐可不錯，切上一點青辣椒，拌上一點小葱子。但是天天這樣想，
天天就沒有買成，賣豆腐的一來，就把這等人白白的引誘一場。於是那被誘惑的人，仍然逗不
起決心，就多吃幾口辣椒，辣得滿頭是汗。他想假若一個人開了一個豆腐房可不錯，那就可以
自由隨便的吃豆腐了。果然，他的兒子長到五歲的時候，問他：「你長大了幹什麼？」五歲的
孩子說：「開豆腐房。」這顯然是繼承他父親未遂的志願。 
關於豆腐這美妙的一盤菜的愛好，竟還有甚於此的，竟有想要傾家蕩產的。傳說上，有這樣的
一個家長，他下了決心，他說：「不過了，買一塊豆腐吃去！」這「不過了」的三個字，用舊
的語言來翻譯，就是毀家紓難的意思；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我破產了！」 
下列選項與上文意旨最為接近的是： 
豆腐是人類最偉大的發明 想像的力量勝過真正擁有 
食物的魅力往往難以估量 未遂的志願記得傳承下去 
只聽賣貨人答道：「既承照顧，敢不仰體！但適才妄討大價，已覺厚顏；不意老兄反說貨高
價賤，豈不更教小弟慚愧？況敝貨並非『言無二價』，其中頗有虛頭。俗云：『漫天要價，就
地還錢』，今老兄不但不減，反要加增，如此克己，只好請到別家交易，小弟實難遵命。」 
根據上文，下列選項何者符合文意？ 
賣貨人惜售，捨不得割愛於買貨人 賣貨人漫天索價，買貨人不以為然 
買貨人出高價，賣貨人不好意思賣 買貨人討價還價，賣貨人婉拒交易 
「橋真是奇妙的東西。它架在兩岸，原為過渡而設，但是人上了橋，卻不急於趕赴對岸，反

而耽賞風景起來。原來是道路，卻變成了看台，不但可以仰天俯水，縱覽兩岸，還可以看看
停停，從容漫步。愛橋的人沒有一個不恨其短的，最好是永遠走不到頭，讓重噸的魁梧把你
凌空托在波上，背後的岸追不到你，前面的岸也捉你不著。於是你超然世外，不為物拘，簡
直是以橋為鞍，騎在一匹河的背上。河乃時間之隱喻，不舍晝夜，又為逝者之別名。然而逝
去的是水，不是河。自其變者而觀之，河乃時間；自其不變者而觀之，河又似乎永恆。橋上
人觀之不厭的，也許就是這逝而猶在、常而恆遷的生命。而橋，兩頭抓住逃不走的岸，中間
放走抓不住的河，這件事的意義，形而上的可供玄學家去苦思，形而下的不妨任詩人來歌詠。」
下列選項何者與本文意旨最符合？ 
橋節省了往來交通的時間 橋是跨越障礙險阻的象徵 
橋的堅固使人安心地賞景 橋的空間讓人觀覽、思索 

大兒走四方，僅可糊其口。次兒名讀書，清饞只好酒。三兒惟嬉遊，性命在朋友。四兒好志
氣，大言不怩忸。二穉更善啼，牽衣索菱藕。老人筋力衰，知有來年否。兒輩慕功名，撇我若
敝帚。持此一管筆，思人麟鳳藪。阿堵與薦剡，均非爾所有。不若且歸來，父子得聚首。 
以上詩句最主要的是在表達： 
父恨子不成鋼 父以六子為榮 父子代溝甚巨 父思念子甚深 

昔日戲言身後意，今朝皆到眼前來。衣裳已施行看盡，針線猶存未忍開。尚想舊情憐婢僕，
也曾因夢送錢財。誠知此恨人人有，貧賤夫妻百事哀。（元稹〈遣悲懷〉三之二） 
詩中所說的「此恨」是指： 
貧窮之憂 死別之痛 生離之愁 卑賤之苦 

番薯種自番邦來，功均粒食亦奇哉。島人充飧兼釀酒，奴視山藥與芋魁。根蔓莖葉皆可啖，
歲凶直能救天災。奈何苦歲又苦兵，遍地薯空不留荄。島人泣訴主將前，反嗔細事浪喧豗；加
之責罰罄其財，萬家饑死孰肯哀。嗚呼！萬家饑死孰肯哀！（盧若騰〈蕃薯謠〉） 
下列選項何者最符合作者所批評的現象？ 
暴斂橫徵 旱魃為虐 酗酒誤政 不知民間疾苦 



類科名稱：

１０７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１０７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
路人員考試

科目名稱：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試題代號：4501)

測驗式試題標準答案

考試名稱：

交通警察人員電訊組、警察資訊管理人員、警察法制人員、行政管理人員、刑事鑑識人員、行政警察人員、公共安全人員、國境警察
人員、交通警察人員交通組、外事警察人員（選試英語）、刑事警察人員、消防警察人員、水上警察人員、犯罪防治人員預防組

單選題數：10題 單選每題配分：2.00分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第1題

C

第2題 第3題 第4題 第5題 第6題 第7題 第8題 第9題 第10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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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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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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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3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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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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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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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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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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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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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A C C C D D B A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標準答案：

備　　註：



107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
107年特 種 考 試 交 通 事 業 鐵 路 人 員 考 試 試 題 
考 試 別： 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 三等考試 
類 科 別： 消防警察人員 
科 目： 中華民國憲法與消防警察專業英文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代號：50610
頁次：6－1

甲、申論題部分：（25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一、中譯英：（10 分） 
消防署表示，基於維護消防員執勤安全，規劃要求使用化學品的工廠在災害發

生時，需主動提供相關數量及儲存資訊，以利救災。 

二、英文作文：（15 分） 
近年來在國際間所發生的火災當中，有那一起讓你印象最深刻？請闡述這起火

災發生的時間與地點、起火原因、救災過程及善後處理，並說明此起火災可供

臺灣警消工作借鏡之處。 
乙、測驗題部分：（75 分）                   代號：1506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60題，每題1.25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依憲法本文之規定，下列何者為專屬「中央立法並執行」之事項？ 
教育制度 警察制度 公共衛生 度量衡 

2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9 條之規定，有關省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省主席由省民選舉之 
「省諮議會議員」暨「省政府委員」皆由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 
省政府委員由省主席任命之 
省主席任期 6 年 

3 臺北市政府訂定臺北市產業發展獎勵補助辦法，並發布之。此辦法之性質為何？ 
法律 行政規則 自治條例 自治規則 

4 地方自治團體立法機關議決事項無效者，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直轄市議會議決事項由立法院予以函告 
縣議會議決事項由中央各該主管機關予以函告 
鄉民代表會議決事項由縣政府予以函告 
議決自治事項與憲法、法律等規章有無牴觸發生疑義時，得聲請司法院解釋 

5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之規定，下列經費支出，何者無須優先編列？ 
社會救助之救濟性支出 國民就業之救濟性支出 
國民教育之經費  中小型經濟事業之補助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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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依憲法規定，行政機關發布之行政命令，若與憲法牴觸時，其效果為何？ 
無效 得撤銷 效力未定 得補正 

7 關於人身自由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 
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 
人民受合法逮捕時，不得聲請法院向逮捕之機關提審 
人民被非法逮捕拘禁時，法院應即主動追究，不得拖延 

8 銓敘部發函各機關，要求組考績委員會時，委員之任一性別比例原則上不得低於三分之一，此一函

釋最直接涉及人民之何種基本權利？ 
參政權 平等權 言論自由 結社自由 

9 依司法院釋字第 436 號解釋意旨，對現役軍人之犯罪行為得設軍事審判之特別訴訟程序，主要係基

於下列何項理由？ 
避免軍人專政 強化軍人服從觀念 反恐與國土安全 國家安全與軍事需要 

10 依司法院釋字第 535 號解釋之意旨，大法官認為警察機關執行臨檢所影響人民之權利，不包含下列

何種權利？ 
言論自由 行動自由 財產權 隱私權 

11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意旨，有關人民居住遷徙自由，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居住遷徙自由不包括出國之自由 居住遷徙自由保障本國人入國之權利 
國家不得將國民驅逐出境 人民之居住遷徙自由得以法律限制之 

12 依司法院釋字第 490 號解釋意旨，宗教行為自由與宗教結社自由，在必要之最小限度內，仍應受下

列何者之約束？ 
地方議會決議 行政命令 國家相關法律 習慣 

13 依司法院釋字第 573 號解釋，有關宗教自由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宗教自由係指人民有信仰與不信仰任何宗教之自由 
宗教自由之保障範圍包含內在信仰之自由、宗教行為之自由與宗教結社之自由 
國家基於保護特定宗教之發展，得對於特定宗教加以獎勵或給予優待 
宗教團體之內部組織結構、人事及財政管理應有自主權 

14 依現行法規及大法官解釋意旨，關於集會遊行自由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集會自由不分舉行之場地，都必須向警察主管機關申請或報備 
集會遊行應以和平方式為之 
集會自由權是基於自決原則與共和原則而成立 
多數人佇立於街頭欣賞街頭藝人表演，亦屬於集會，因此街頭藝人表演必須得到許可 

15 關於徵收人民之財產，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此為被徵收人為公共利益所受之特別犧牲 
國家如對被徵收人給予補償即不違憲 
立法機關對徵收補償之方法，有一定之自由形成空間 
徵收補償與國家賠償之依據不同 

16 依司法院大法官相關解釋，對服公職權或職業自由之限制，下列何者係屬違憲？ 
曾犯搶奪強盜罪經判決確定，不得為營業小客車駕駛 
公務員離職後 3 年內，不得任與先前職務直接相關之營利事業董事 
行為不檢有損師道之教師，得予以解聘或不續聘 
非視覺功能障礙之人，不得從事按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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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關於平等原則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平等原則強調國家權力作用之恣意禁止 平等原則皆禁止優惠性差別待遇 
平等原則強調等則等之、不等則不等之 平等原則涉及法律對於體系正義之要求 

18 下列有關契約自由之敘述，何者錯誤？ 
契約自由是民事法之基本法理，屬法律上權利 
契約自由是憲法第 22 條所規定的非列舉權利，亦受憲法之保障 
契約自由也可能涉及結社自由 
契約自由也可能與職業自由有關 

19 「國防部國軍志願役專業預備軍士官班考選簡章」曾規定，受刑之宣告者不得報考。司法院釋字第

715 號解釋宣告此規定違憲，其理由為何？ 
侵害人民職業自由 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違反平等原則 違反比例原則 

20 依國家賠償法第 12 條規定，損害賠償之訴除依本法規定外，適用下列何者之規定？ 
行政訴訟法 行政執行法 刑事訴訟法 民事訴訟法 

21 憲法第 23 條規定「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

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條文中所謂之「…必要者外，…」，依司法

院大法官解釋，此所指為何？ 
平等原則 比例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 法律明確性原則 

22 依司法院釋字第 517 號解釋意旨，關於兵役制度及其相關之兵員召集、徵集如何實施，下列敘述何

者正確？ 
行政機關得以職權命令訂定之 由立法機關以法律定之 
行政機關得以行政規則訂定之 憲法已明文規定 

23 下列何者，我國憲法明定其兼具有人民「基本權利與基本義務」之雙重性質： 
服公職 納稅 服兵役 受國民教育 

24 關於公職人員之罷免，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公職人員不論就職多久均得對其提出罷免 
全國不分區立法委員選舉之當選人不得罷免 
公職人員之罷免，得由原選舉區選舉人向選舉委員會提出罷免案 
公職人員罷免，由原選舉區之選舉人以無記名投票決定 

25 下列關於國家安全會議之敘述，何者正確？ 
國家安全會議設於行政院下，為總統之諮詢機關 
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為國家安全會議之列席人員 
國家安全會議之決議，僅作為總統決策之參考 
國家安全會議及其所屬國家安全局，不受立法院之監督 

26 下列何人發生缺位時，應由總統提名候選人，並由立法院補選產生，繼任至原任期屆滿為止？ 
副總統 行政院院長 立法院院長 司法院院長 

27 有關總統刑事豁免權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現職總統競選連任時，其競選活動受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有關規定之規範，無法主張憲法第 52 條

之刑事豁免權 
副總統為總統之備位，憲法有關總統刑事豁免權之規定於副總統亦有適用 
基於憲法第 52 條刑事豁免權之規定，法院對於以總統為被告之刑事案件，仍得受理起訴，但停止

審判 
檢察機關因他人刑事案件之偵查，發現總統有犯罪嫌疑者，為避免證據湮滅，得為必要之證據保

全程序，但不得限制總統之人身自由或妨礙其職權之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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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下列何者非屬憲法所賦予總統之職權？ 

國家安全大政方針決定權 

緊急命令權 

核駁行政院院長向立法院所提法律案覆議之權 

核駁行政院院會決議之權 

29 依現行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應以下列何種方式，對行政院院長提出不信任案？ 

立法院院長之提議  立法院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一以上連署 

立法院委員會之決議  監察院之移送 

30 依司法院釋字第 613 號解釋意旨，關於獨立機關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獨立機關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自主運作，對於責任政治毫無減損 

立法院得經由立法設置獨立機關，將原行政院所掌理特定領域之行政事務劃歸獨立機關行使 

獨立機關設立的目的係在法律規定範圍內，排除上級機關對具體個案決定之指揮與監督 

對於獨立機關之委員有違法情事，而情節重大，行政院院長得行使最低限度人事監督權 

31 行政院得經總統之核可，將下列何者移請立法院覆議？ 

戒嚴案 大赦案 條約案 宣戰案 

32 依據憲法本文規定，下列何者有法律案提案權？ 

總統 考試院 司法院 監察院 

33 關於立法委員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立法委員不得擔任行政機關首長 

立法委員所為之一切言論，對院外不負責任 

立法委員為現行犯時，不須經立法院許可，得逮捕之 

對立法委員之拘禁，會期中應經立法院許可 

34 依憲法增修條文及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相關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司法院大法官審理並提出總統彈劾案，經立法院決議通過後彈劾成立 

立法院提出領土變更案，經自由地區選舉人投票複決通過後生效 

自由地區選舉人投票提出總統罷免案，經立法院決議通過後罷免成立 

總統經行政院會議決議發布緊急命令，經立法院追認後生效 

35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立法院立法委員自第 7 屆起 113 人，任期 3 年，連選得連任 

立法院於每年集會時，得聽取總統國情報告 

立法院經總統解散後，在新選出之立法委員就職前，視同未休會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共 34 人，由政黨名單投票選舉之，由獲得 3%以上政黨選舉票之政黨

依得票比率選出之 

36 關於大法官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司法院組織法第 4 條第 1 項設定不同資格，該資格之認定，以任命之日為準 

司法院之院長、副院長並為大法官，但不受任期 8 年之保障 

大法官之組成應考量性別平等，單一性別不得超過三分之二 

民國 92 年總統提名之大法官，任期均為 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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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原藥師法第 11 條規定，藥師經登記領照執業者，其執業處所應以一處為限，未設任何例外規定，被

司法院大法官宣告違反下列何種原則？ 

明確性原則 比例原則 平等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 

38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5 條之規定，關於聲請解釋憲法之事由，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中央或地方機關，於其行使職權，適用憲法發生疑義，或因行使職權與其他機關之職權，發生適

用憲法之爭議，或適用法律與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 

人民或法人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對於確定終局裁

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 

依立法委員現有總額 1/4 以上之聲請，就其行使職權，適用憲法發生疑義，或適用法律發生有牴觸

憲法之疑義者 

各級法院就其受理之案件，對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確信有牴觸憲法之疑義時，得以判決停止訴

訟程序，聲請大法官解釋 

39 下列有關大法官解釋案件程序之敘述，何者錯誤？ 

大法官解釋案件，應參考制憲、修憲及立法資料 

得依請求或逕行通知聲請人、關係人及有關機關說明 

得行言詞辯論 

應有強制代理制度 

40 依司法院釋字第 547 號解釋，醫師屬於下列何種資格之人員？ 

公職人員 軍職人員 技術人員 專門職業人員 

41     many fire fighters working over-time frequently, how to reduce working hours becomes a big 

issue. 

In view of   In spite of  In case  of In  place of 

42     other hazardous materials, lighters and matches should be kept out of children’s reach. 

As   If  Even  To  

43 If a firefighter enters the fire scene without any consideration, he might be     in a room filled with 

dangers. 

detected  trapped  identified  investigated  

44 AED can save a person’s life when he/she is having a heart attack. AED’s D stands for    . 

distributer decontaminator defibrillator  destroyer  

45     check your personal equipment before entering any building in the fire scene. 

Be reduced to Be captured to  Be defined to  Be sure to  

46     the emergency medical services from fire units, the gas explosion in Kaohsiung might be much 

more serious. 

Now that  In light of In addition to  But for  

47     should any fireman get into a fire scene all alone, because teamwork is the basic requirement in 

fire-fighting. 

On no account  On account of  In addition to  In case that  

48 Fire prevention supervisors are     the fire protection plan.  

on charge of  in charge of  on the charge of  in  the chang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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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in a room has been interpreted as thermal instability caused by the heat generation rate increasing 

faster with temperature than the rate of aggregated heat losses.    

Boil -over Flashover Ventilation-controlled Fuel-controlled 

50     reduce the casualties of residential fire, houses should install residential fire alarm detectors.   

In addition to  Be supposed to Be used to In order to  

51 There is no     that brave firemen play very important roles in our life, and they always rescue the 

injured from fire scenes regardless of personal safety. 

reason  doubt  basis  instance  

52 A fuel-controlled fire can also be described as    .  

under -ventilated oxygen -lean carbon-lean well -ventilated 

53 If someone opens a door just before self-extinguishment is achieved, the entire room may turn into flames 

with fresh air flowing into the hot fire source and mixing with the unburned fuel volatiles. This 

phenomenon is known as    . 

Backdraught  Smoldering Flamming Fuel-controlled 

54 After a flashover has occurred in a compartment, the     will develop to produce temperatures of 

900–1100 oC. 

temperature  density  specific heat  capacity heat release rate  

55 No access to a fire scene is     to anyone without prior approval from fire scene investigators.  

admired  adored  adopted  allowed  

請依下文回答第 56 題至第 60 題： 

  The Roman emperor Augustus is credited with instituting a corps of fire-fighting watchmen in 24 BC. In that 

era most cities had watchmen who  56  an alarm at signs of fire. The principal piece of fire-fighting 

equipment in ancient Rome and into early modern times was the bucket,  57  from hand to hand to deliver 

water to the fire. 

  Another important fire-fighting tool was the ax, used to remove the fuel and prevent the  58  of fire as 

well as to make openings that would allow heat and smoke to escape a burning building. In major blazes long 

hooks with ropes were used to  59  buildings. When explosives were available, they would be used for this 

same purpose. 

  The first modern standards for the operation of a fire department were not established until 1830, in 

Edinburgh, Scotland. These standards explained, for the first time, what was expected  60  a good fire 

department.  

56 sent off  sounded  rang  went off  

57 to pass  pass   passed   passing  

58 span   extent   spread  range   

59 pull down  pull out  pull in  pull off  

60 from  of  in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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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答案

第1題

D

第2題 第3題 第4題 第5題 第6題 第7題 第8題 第9題 第10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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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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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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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3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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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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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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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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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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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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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D A D A A B D A

A C B B D B A D D

B B D A C A D D B A

C B B B B B A D D

A A B C D D A B B D

B D A D D B C C A B

C

B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標準答案：

備　　註：



107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
107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試題 

考 試 別 ： 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 ： 三等考試 

類 科 別 ： 消防警察人員 

科 目 ： 消防與災害防救法規（包括消防法及施行細則、災害防救法及施行細則、爆
竹煙火管理條例及施行細則、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
全管理辦法、緊急救護辦法、緊急醫療救護法及施行細則、直轄市縣市消防
機關火場指揮及搶救作業要點） 

考試時間 ： 2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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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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據「緊急救護辦法」，試述直轄市、縣 (市) 消防機關為實施救護業務，應對
所轄之區域，進行那些項目之調查？（20分） 

二、公共危險物品安全管理相當重要，請依據「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
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之規定，試述公共危險物品儲存場所，係指那些場所？
（30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分）                     代號：6506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25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依據消防法規定，消防人員對火災處所及其周邊之土地、建築物、車輛及其他物品，非使用、損壞或限

制其使用，不能達搶救之目的時，得使用、損壞或限制其使用。人民因前述土地、建築物、車輛或其他

物品之使用、損壞或限制使用，致其財產遭受特別犧牲之損失時，得請求補償。但因可歸責於該人民之

事由者，不予補償。前述損失補償，應以金錢為之，並以補償實際所受之損失為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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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下列何者正確？ 

a=5 b=2 a=2 b=3 

2 救災救護工作是與時間賽跑與整合資源的工作，所以依據消防法規定，各級消防主管機關，基於救災及

緊急救護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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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消防法對於拒絕調度、運用者，處新臺幣多少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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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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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依據消防法與消防法施行細則規定，有關建築物防火管理之事項，下列何者錯誤？ 

有關防火管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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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防火管理人講習訓練，分為初訓及複訓。初訓合格後，每 3 年至少應接受複訓 1 次。講習訓練時

數，初訓不得少於 12 小時；複訓不得少於 6 小時 

防火避難設施之自行檢查：每季至少檢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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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次，每次不得少於 4 小時，並應事先通報當地消

防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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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依消防法第 26 條第 1 項規定調查、鑑定火災原因後，應即製作火災原因調查

鑑定書，移送當地警察機關依法處理。其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應於火災發生後 a 日內完成，必要時，得

延長至 b 日。請問下列何者正確？ 

a=7，b=14 a=15，b=30 a=15，b=20 a=20，b=40 

5 依災害防救法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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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由衛生福利部對承辦該貸款之金融機構補貼利息，其貸款金額不得超過新臺幣多少元？ 

新臺幣 100 萬元 新臺幣 150 萬元 新臺幣 200 萬元 新臺幣 250 萬元 

6 依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規定，各級政府應依災害防救法規定，充實災害應變中心固定運作處所有關資訊、

通信等災害防救器材、設備，隨時保持堪用狀態，並每月至少實施功能測試 a 次，每半年至少舉辦演練 b

次，並得隨時為之。請問下列何者正確？ 

a=4，b=4 a=3，b=3 a=2，b=2 a=1，b=1 

7 依據我國爆竹煙火管理條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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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竹煙火監督人選任後多少日內，應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備查？ 

5 日 10 日 15 日 20 日 

8 依據我國爆竹煙火管理條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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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併科新臺幣 b 萬元以上 c 萬元以下罰金。請問下列何者正確？ 

a=1，b=10，c=100  a=2，b=20，c=200 

a=3，b=30，c=300  a=7，b=200，c=100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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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六類物品製造場所或一般處理

場所之構造，下列何者錯誤？ 

不得設於建築物之地下層 

牆壁、樑、柱、地板及樓梯，應以不燃材料建造；外牆有延燒之虞者，除出入口外，不得設置其他開

口，且應採用防火構造 

建築物之屋頂，應以不燃材料建造，並以輕質金屬板或其他輕質不燃材料覆蓋。但設置設施使該場所

無產生爆炸之虞者，得免以輕質金屬板或其他輕質不燃材料覆蓋 

窗戶及出入口應設置 10 分鐘以上防火時效之防火門窗；牆壁開口有延燒之虞者，應設置 30 分鐘以上

防火時效之常時關閉式防火門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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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燃性高壓氣體儲存場所之構造、設備

及安全管理，應符合下列那一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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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公尺以上 

保持攝氏 60 度以下之溫度；容器並應防止日光之直射 

通路面積至少應占儲存場所面積之 10%以上 

設置氣體漏氣自動警報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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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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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化石油氣販賣場所儲放液化石油

氣，總儲氣量不得超過 a 公斤，超過部分得設容器保管室儲放之。但總儲氣量以 b 公斤為限。另液化石

油氣備用量，供營業使用者，不得超過 c 公斤；供家庭使用者，不得超過 d 公斤。請問下列何者正確？ 

a=128，b=1000 a=256，b=2000 c=40，d=20 c=60，d=30 

12 依據緊急醫療救護法規定，直轄市、縣（市）消防主管機關應依其轄區人口分布、地理環境、交通及醫

療設施狀況，劃分救護區，並由救護隊或消防分隊執行緊急傷病患送達醫療機構前之緊急救護業務。前

述救護隊或消防分隊，每隊至少應配置救護車 1 輛及救護人員多少名？其中專職人員不得少於半數。 

5 名 6 名 7 名 8 名 

13 依據緊急醫療救護法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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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許可登記事項變更時，亦同 

救護車之設置，以消防機關、衛生機關、軍事機關、醫療機構、護理機構、救護車營業機構、經直轄

市或縣（市）衛生主管機關認定需要設置救護車之機構或公益團體為限 

醫療或護理機構委託救護車營業機構載送傷病患，應與受託人負連帶責任 

軍事機關之軍用救護車設置及管理，依衛生福利部之規定 

14 依災害防救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①災害防救團體，指依人民團體法立案或依財團法人設立取

得許可，並經登錄，協助執行災害防救措施之團體 ②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執行災害資源統籌、

資訊彙整與防救業務，並應協同相關機關執行災害防救教育 ③災害防救基本計畫，指由中央災害防救

會報核定之全國性災害防救計畫 ④行政院每年應將災害防救白皮書送交立法院 

③④ ①②③ ②③④ ①②③④ 

15 依災害防救法規定，災區受災之農民健康保險、國民年金保險、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被保險人，於災後

一定期間內應負擔之保險費，由中央政府支應。其中被保險人資格、請領條件、給付額度、期間等事項，

由那些機關定之？①內政部 ②衛生福利部 ③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④勞動部 

①② ①②④ ②③④ ①②③④ 

16 依照災害防救法之規定，為減少災害發生或防止災害擴大，各級政府平時應依權責實施減災事項，包括：

①災害保險之規劃及推動 ②災害防救之訓練、演習 ③治山、防洪及其他國土保全 ④災害監測、預

報、警報發布及其設施之強化 

①③ ①②④ ①③④ ①②③④ 

17 依緊急救護辦法之規定，緊急傷病患非指下列何者情形： 

醫療機構之緊急醫療  因災害或意外事故急待救護者 

路倒傷病無法行動者  孕婦待產者 

18 救護人員施行救護，不填具救護紀錄表，依緊急醫療救護法之規定，應處多少罰鍰？ 

處新臺幣 5 千元以上 2 萬 5 千元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 1 萬元以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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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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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依緊急醫療救護法之規定，低收入戶之緊急傷病患入院手續及醫藥費用，可依下列何種法律規定辦理？ 

災害防救法 社會秩序維護法 全民健康保險法 社會救助法 

20 依消防法有關管理權人罰則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供營業使用場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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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者，處 1 年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 

規避、妨礙或拒絕消防安全檢查，處新臺幣 3 千元以下罰鍰 

違反防火管理規定，經通知限期改善而逾期不改善，處新臺幣 1 萬元以上 5 萬元以下罰鍰 

無委託消防設備師、士，進行消防安全設備檢修，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 

21 下列有關液化石油氣零售業安全技術人員規定之敘述，何者正確？ 

安全技術人員講習初訓課程不得少於 12 小時 

液化石油氣零售業者定期向內政部申報資料應含安全技術人員管理資料 

安全技術人員每 2 年參加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或由中央消防機關認可之專業機構辦理之複訓 

安全技術人員對於用戶處所之供氣設備，每 1 年提供 1 次安全檢測服務，並代為檢測燃氣設備 

22 公共危險物品之製造、儲存或處理場所未依消防法之規定設置消防安全設備： 

處其管理權人新臺幣 6 千元以上 3 萬元以下罰鍰 

處其管理權人新臺幣 1 萬元以上 5 萬元以下罰鍰 

處其管理權人或行為人新臺幣 2 萬元以上 10 萬元以下罰鍰 

處其管理權人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 

23 下列有關液化石油氣容器串接使用場所之規定，何者正確？ 

串接使用量不得超過 900 公斤 

串接使用量在 80 公斤以上未滿 120 公斤者，容器應放置於室內 

串接使用量在 80 公斤以上未滿 120 公斤者，容器與用火設備保持 2 公尺以上距離 

串接使用量在 120 公斤以上未滿 300 公斤者，設置氣體漏氣警報器 

24 依據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理辦法之規定，有關儲存第三石油類之室內儲槽

場所其位置、構造及設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儲槽材質應為厚度 3 毫米以上之鋼板或具有同等以上性能者 

儲槽容量不得超過管制量之 40 倍，儲存數量不得超過 2 萬公升 

儲槽專用室之儲槽側板外壁與室內牆面之距離應在 30 公分以上 

壓力儲槽應經常用壓力進行耐壓試驗 10 分鐘，不得洩漏或變形 

25 依爆竹煙火管理條例之規定，下列那些場所須強制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①爆竹煙火製造場所 ②達

中央主管機關所定管制量 30 倍之儲存場所 ③達中央主管機關所定管制量 30 倍之販賣場所 ④達中央

主管機關所定管制量 30 倍之處理場所 

①③ ①② ①②③ ①②③④ 



類科名稱：

１０７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１０７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
路人員考試

科目名稱：

測驗式試題標準答案

考試名稱：

消防警察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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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60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某一廢輪胎回收場發生火災，經調查結果，認為有蓄熱自然發火之可能，若你為

火調人員，請說明橡膠輪胎蓄熱自然發火有何燃燒特徵？又其鑑識要領為何？

（20 分） 

二、某鐵皮搭蓋的工廠建築物發生火災，火場指揮官命令一組隊員使用破壞器材，破壞

工廠門、窗，準備強力入屋。若你為火場安全官，請問應要求隊員特別留意那些安

全作業注意事項？（20 分） 

三、若有一棟大型具有屋頂平台且其頂樓加蓋一小木屋的三樓建築，於二樓發生火災，

轄區消防局獲報後派遣救災戰力趕抵現場，若你為帶隊支援的消防分隊長，奉大隊

長命令，帶領部分隊員前往頂樓屋頂平台作業，並擔任樓頂分區救災指揮官，請問

你的職責為何？到達頂樓後，應儘速向大隊長回報的事項為何？（20 分） 

乙、測驗題部分：（40 分）                     代號：2506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2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若你為火調人員自火場採樣，證物中應含有烷類成分，於設定氣相層析質譜儀的分析條件時，請判斷應

鎖定那些離子碎片的質荷比（m/z）進行分析？ 

 55,69  43,57,71,85,99  104,117,118,132,146  128,142,156,170 

2 若你為火調人員，自火場採驗殘跡之證物，懷疑含有微量易燃性液體，欲以頂空固相微萃取技術

（Headspace Solid Phase Microextraction）前處理跡證時，請問下列器材裝置何者最不需要？ 

溫度測量裝置（Temperature Measuring Device）  

活性碳吸附包（Active Charcoal Adsorption Package） 

固相微萃取裝置（SPME Apparatus）  

加熱系統（Heat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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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一車輛在行駛一般道路時發生火災，若你為現場調查鑑識人員，經鑑識之結果發現是排氣管內部發生

之火災，請研判起火產生之主因為下列何者？ 

進氣門之關閉不好時  混合氣體之不完全燃燒時  

氣缸密封墊片破裂時  引擎之溫度低時 
4 下圖所示為第二種室內消防栓設備加壓送水裝置，有關其啟動壓力設定值 H 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H 值為開關及水帶瞄子之磨擦損失＋落差壓力＋3kgf/cm2 

 H 值為開關及水帶瞄子之磨擦損失＋落差壓力＋2kgf/cm2 

 H 值為落差壓力＋3kgf/cm2 

 H 值為落差壓力＋2kgf/cm2 

最高或最遠消防栓開關 

5 火場調查為確實查詢火災當時目擊者或關係人等所發現火災初期之燃燒情形，以補充火災原因調查佐證

所需之資料，常須對目擊者或關係人等進行訪談。若你為火調人員，請判斷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談話筆錄應採用問答方法，禁止僅記答詞而未記問語 

詢問之內容應力求明確、清楚，且不必拘泥於華麗詞藻，應求其通俗易懂，語氣亦應與受訪談人之身

分相符合，必要時可記載供述之土語或俗語；另詢問時可適當加以誘導 

談話筆錄不得竄改或挖補，如有應記載文字、事項有遺漏或增加、刪除或附記時，應由訪談人立即予

以補正，應由受訪談人簽名或蓋章於其上，並記明字數，其刪除處應留存原字跡；若係電腦繕印者，

則應重新列印 

受訪談人之簽名、蓋章之位置應緊接記載之末行，不得令其空白或以另紙為之。筆錄有二頁以上者，

每頁騎縫處並由受訪談人簽名或蓋章 

6 某百貨商場提報自衛消防編組演練及驗證計畫，有關應實施演練及驗證之範圍，業者列有多種方案，消

防機關受理審查確認時，請判斷下列何者正確？ 

全棟建築物均為百貨公司、超級市場等用途時，全棟均應進行 

起火樓層扣除垂直區劃後，有超過兩個防火區劃時，為該起火層及其上下樓層 

起火樓層設有特別安全梯時，為該起火層及其上下樓層 

起火樓層未設有特別安全梯，或者扣除垂直區劃，未有超過兩個防火區劃時，為該起火層及其上二層、

下一層樓層 

7 若有一面對馬路、樓高十層的集合住宅於二樓發生火警，火勢逐漸擴大，你為轄區消防分隊長，到達現

場進行戰力部署時，下列作為何者最不適當？ 

火場正面預留給雲梯車作業  

結合水箱車與水庫車進行車組作戰部署 

沿二樓室內樓梯直接入室部署水線  

由雙節梯透過窗戶從三樓室內垂下水帶部署水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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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某大型商場於地震後倒塌並發生火災，現場救災指揮站迅速成立，下列指揮站之任務分工，依現行規定

請判斷何者最不適當？ 

由總指揮官統一指揮火場救災、警戒及偵查等勤務之執行 

由副總指揮官調度商場鄰近醫院救護車輛協助救災 

由後勤指揮官協調商場臨近之民間救難團體協助救災 

由警戒指揮官指揮強制疏散警戒區之人車，維護火場秩序 

9 某地下二層、地上十層樓高集合住宅於八樓處發生火災，轄區分隊長到達現場指揮人命救助作業時，

下列處置何者最不適當？ 

立即將所有電梯管制至地面層，以防止民眾誤乘電梯 

應爭取時效，被搜救出之災民不需經緊急救護程序，應即送往醫療機構急救 

第八及九樓應列為優先搜救目標 

立即編組搜救小組，且以兩人以上為一組 

10 某高層建築物依強化防火管理制度指導綱領，遴用核心要員，其中有關本部核心要員編組及運用，若你

為轄區消防分隊長執行防火管理查核時，請判斷下列何者錯誤？ 

除自衛消防隊長 1 人外，滅火班、通報班及避難引導班各 2 名，共計 7 名 

除自衛消防隊長 1 人外，滅火班 2 名、通報班、避難引導班、安全防護班及救護班各 1 名，共計 7 名 

除自衛消防隊長 1 人外，滅火班、通報班、避難引導班、安全防護班及救護班各 1 名，共計 6 名 

除自衛消防隊長 1 人外，滅火班及避難引導班各 2 名、通報班、安全防護班及救護班各 1 名，共計 8 名 

11 某百貨商場設有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你為轄區消防分隊長，執行消防安全設備查驗時，請判斷下列火警

自動警報設備受信總機至中繼器間之配線情形，何者錯誤？ 

中繼器由受信總機供應電力者，該輸入端配線認定屬控制回路，採耐熱保護 

中繼器由其他中繼器供應電力者，該輸入端配線採一般配線 

中繼器非由受信總機供應電力者，其電力回路輸入端配線認定屬緊急電源回路，採耐燃保護 

中繼器非由其他中繼器供應電力者，其電力回路輸入端配線認定屬緊急電源回路，採耐燃保護 

12 當你進入一工廠進行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消防安全檢查時，發現其：①垃圾收集場裝置補償式局限型火

警探測器 ②熱水室裝置差動式局限型火警探測器 ③廚房裝置偵煙式局限型火警探測器 ④鍋爐室裝置

定溫型感熱式探測器，你會要求前述那些場所應更換適當型式的探測器？ 

②③ ①② ②④ ①③ 

13 你為消防分隊長，若轄區某一 150KV 之高壓電器設備裝設一有效噴射距離為 2m 之水霧滅火設備，有關

此一水霧噴頭裝置之合適性判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判定此裝置為適當  判定此裝置為不適當  

視水霧噴頭放射量而定  視水霧粒子大小而定 



代號：50620
頁次：4－4 

14 某大學圖書館依法設有全區放射式 CO2 滅火設備，某天不明原因造成該設備誤動作而藥劑放射，造成內

部職員及閱覽者奪門而出，下列敘述，何者最正確？ 

惰性氣體，無毒且無腐蝕性，毋須恐慌避難 

平時供特定或不特定人員使用場所，依境況需求不宜安裝 CO2  滅火設備 

如藥劑放射仍無法滅火，則現場職員應立即操作消防栓水帶進入滅火 

圖書館書庫之火災，屬深層 A 類火災，故其設計滅火濃度宜採「通信機械室、總機室」以外之「其他」類別

加以計算求取 

15 你為消防局火調人員，進行火場證物包裝、緘封處理之作業時，依規定下列何者最不適當？ 

包裝封口處加貼「防偽封條」以示慎重，防止他人中途拆封掉包或破壞 

物證封緘袋開啟時，應於其上填寫開啟記錄 

緘封後應再照相或攝影存證 

火災現場物證採證清單，由當事人一人於會封單上簽名 

16 你為消防局火調人員，進行火場證物採驗的作業，遇油類等液狀證物時，依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水的存在會妨害易燃性液體之鑑定分析 

可用白淨鐵罐或附有小口之密封玻璃廣口瓶儘速盛裝，必要時應將其密封，以防溢出 

汽油彈之組件如瓶子與蕊心應一併送驗 

如在起火點附近發現有任何多孔或吸水性的材料（如紙、地毯、纖維、書籍等）也應一併蒐集 

17 你為轄區消防分隊長，執行火警自動警報設備查驗時，若操作火警受信總機之火災試驗開關及回路選擇

開關，在不要復舊的狀況下，使任意五回路（不滿五回路者，全部回路）進行火災動作表示試驗，並查

核受信機（含副機）是否正常動作，主音響及地區音響裝置之全部或接續該五回路之地區音響裝置是否

鳴動，請判斷此檢查係指下列何種測試？ 

回路合成阻抗試驗 同時動作試驗 感度試驗 綜合動作試驗 

18 你為消防局的火調人員，正在進行火場證物包裝作業，遇到有明顯火藥殘留之證物須包裝時，依規定下

列何者最適當？ 

紙張  尼龍 66 耐熱袋（聚醯胺袋） 

含蓋玻璃瓶  塑膠證物袋 

19 於快速道路發生槽車翻覆導致槽體傾斜變形，車內裝載約 20 噸不明化學液體外洩，你擔任初期指揮官，

請問下列處置何者較不適當？ 

依 H.A.Z.M.A.T 程序處置 執行搶救措施前，應先詢問車輛駕駛等相關人員 

化學物質災害應儘速處理 迅速建立管制區，以降低危害 

20 你為消防局火調人員，進行火場證物採驗作業，遇電氣證物時，依規定下列何者最不正確？ 

無法取回的大型電氣設備，不應在現場拆解 

採集證物或剪斷電線之前，應先拍照 

應收集現場與起火電氣設備相同之設備以供比對 

小型電氣設備和含有通電痕的電線均需採集，採取電線時可用剪刀或鉗子將其剪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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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1題 第72題 第73題 第74題 第75題 第76題 第77題 第78題 第79題 第80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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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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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B A B A D C B C

B B B D A B A C AA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標準答案：

備　　註：



107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
107年特 種 考 試 交 通 事 業 鐵 路 人 員 考 試 試 題 代號：50630 全一頁

考 試 別： 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 三等考試 
類 科 別： 消防警察人員

科 目： 火災學與消防化學

考試時間 ： 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請接背面） 

一、丁二烯為內政部指定之可燃性高壓氣體，丁二烯之化學結構式、蒸氣密度、爆炸範

圍等理化特性為何？有何危險性？並說明丁二烯氣體洩漏時之滅火措施？（25 分） 

二、工安事故現場常有硫化氫（H2S）產生，試說明：  
硫化氫（H2S）之危險性？（5 分） 
事故現場如用檢知管（含硝酸鉛溶液）進行檢測，試寫出其檢測原理？（10 分） 
洩漏時之滅火措施？（10 分） 

三、試以木材為對象，說明木材之主要成分？引發木材發火之危險溫度及其發火過程？

（25 分） 

四、某石化工廠煉製過程生成某未知產物，依消防法令，應先確認其物性，判定其為液

體或固體，再進行分類試驗，試說明此未知產物為固體或液體之確認方式？並請說

明「氧化性液體」試驗方法及判定方式為何？（25 分） 

 



107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
107年特 種 考 試 交 通 事 業 鐵 路 人 員 考 試 試 題 代號：50650 全一頁

考 試 別： 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 三等考試 
類 科 別： 消防警察人員

科 目： 消防安全設備

考試時間 ： 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請接背面） 

一、各種滅火器使用的滅火藥劑，應符合現行「滅火器用滅火藥劑認可基準」之規定，此

與固定式滅火設備系統所用之滅火藥劑是否相同？兩者可否互通使用？試申論之。

（25 分） 

二、印刷電路板工廠建築物，原有火警自動警報設備每一火警分區回路設置有差動式局

限型與偵煙式局限型火警探測器。但是依製程需求，增加規劃有電鍍區（強酸、強鹼

液）、曝光區、烘烤區、無塵室、發電機室等。依據「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

準」規定，原設置火警探測設備是否適當？試依據場所特性選用適當之探測器種類，

並說明其理由。（25 分） 

三、試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說明長期照護機構場所之避難器具    
需求的收容人員數計算方式？可選用之避難器具種類及設置數量？該機構得減設避

難器具之條件為何？（25 分） 

四、二氧化碳、潔淨藥劑及乾粉等化學系統滅火設備有相似的啟動方式，試說明設備之啟

動方式為何？又「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之啟動裝置有何規定？（25 分） 

 



107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
107年特 種 考 試 交 通 事 業 鐵 路 人 員 考 試 試 題 代號：50670 全一頁

考 試 別： 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 三等考試 
類 科 別： 消防警察人員

科 目： 消防戰術（包括消防戰術、消防機械、緊急救護）

考試時間 ： 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請接背面） 

一、火災搶救過程中，搜索火場為消防人員所要面對的危險情況之一，而在執行入室搜

救時，初期火場指揮官除蒐集現場相關資訊，確認有無人員受困及要求所屬人員穿

戴完整個人防護裝備外，請詳述其他需考量之安全注意事項？（25 分） 

二、轄區消防分隊於接獲救災救護指揮中心指令派遣出動搶救轄內之一般火災案件時，

試說明帶隊官自火警出動至抵達現場途中時之作業程序要領為何？（25 分） 

三、消防人員於災害現場進行破壞作業時，時常運用到引擎式圓盤切割機作為破壞器

具，請說明該破壞器材之基本操作程序及運用時機？（25 分） 

四、救護人員到達緊急救護現場，面對傷病患進行生命徵象評估時，請說明生命徵象評

估之項目為何？又針對傷病患意識評估時，請詳述常見之清、聲、痛、否四種等級

之作法？（25 分） 



106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 
人員考試及106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 
人員、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

13110-13710 
30110-30710 
50110-51310 
70110-70710

全一張

（正面）

考 試 別 ：一般警察人員考試、警察人員考試、鐵路人員考試、退除役軍人轉
任公務人員考試 

等 別 ：三等考試、高員三級考試

類 科 別 ：各類科、各類別

科 目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考試時間 ： 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請接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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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作文：（60 分） 
法庭上正進行偷竊案件審理。法官最後詢問：「老婦人！妳為何一再竊取超市的

麵包？」老婦哀戚地說：「孫子多日沒吃東西，我身上也沒有錢……。」此後一

片沈寂，旁聽席的人都在等待宣判。終於法槌敲下，庭長說：「偷竊屬實，貧窮

可憫，依法輕判拘役七日，亦可易科罰金三千。」老婦聞判，低頭不停地哭泣。

旁聽席的人都望著庭長。庭長不疾不徐，從身上掏出三千元，請法警帶老婦去

結案。從這則故事中，可看到法官既行公義，又富憐憫之心。目前社會上公義

與憐憫抉擇兩難的事情也經常發生，請以「公義與憐憫」為題，作文一篇，闡

述己見。 

二、公文：（20 分） 
地球暖化日益嚴重，導致氣候多變，生態亦深受影響。據科學家研究指出，最大

禍首是碳過度排放所致。有鑑於此，院長在某次院會中指示速謀因應。試擬行政

院致環保署函，請儘速研擬具體措施，力謀改善之道，並於文到三個月函復。 

乙、測驗部分：（20 分） 代號：1301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1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下列選項中的成語，何者使用錯誤？ 
做人要懂得感恩，「睚眥必報」，這是最基本的道理 
你是個好好先生，擁有好人緣，但是容易「姑息養奸」 
當年一起進公司的同事紛紛被裁員，讓她不免有「物傷其類」的感嘆 
現代人已經不重視「瓜瓞綿綿、五世其昌」的觀念，你就別再催小倆口了 
治天下之道，至公而已爾。公則胡越一家，私則肝膽楚越，此古聖人所以視天下為一家，中

國為一人也。（葉子奇《草木子‧克謹》） 
上文中「肝膽楚越」的意義是： 
雖近猶遠 勾心鬥角 推心置腹 恤近忽遠 
酈道元〈孟門山〉：「此石經始禹鑿，河中漱廣，夾岸崇深，傾崖返捍，巨石臨危，若墜復

倚。古之人有言：『水非石鑿，而能入石。』信哉！其中水流交衝，素氣雲浮，往來遙觀者，

常若霧露沾人，窺深悸魄。」文中「素氣」所指為何？ 
黑色的煙霧 灰色的沙塵 白色的水氣 灰色的霧氣 



106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 
人員考試及106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 
人員、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

13110-13710 
30110-30710 
50110-51310 
70110-70710

全一張

（背面）

考 試 別 ：一般警察人員考試、警察人員考試、鐵路人員考試、退除役軍人轉
任公務人員考試 

等 別 ：三等考試、高員三級考試

類 科 別 ：各類科、各類別

科 目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氣和天惟澄，班坐依遠流。弱湍馳文魴，閑谷矯鳴鷗。迥澤散游目，緬然睇曾丘。」下列

選項何者與上引詩句的描寫最為接近？ 
醉莫插花花莫笑，可憐春似人將老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當待春中，草木蔓發，春山可望，輕鯈出水，白鷗矯翼 
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 
「願意認真去看德州農場報告的人會發現，他們對王建民最主要的診斷──王建民幸運地擁

有強大的手臂，光靠手臂力量，他就能投出大聯盟等級的快速球。但這同時也就是他的致命

缺點，他不太需要下肢的協助來投球，所以也就從來沒有學會如何善加利用下肢的力量。換
句話說，他的手臂天分如果沒那麼高，或許他就不會因為下肢缺乏訓練而受傷、而沉淪了。

對我來說，教育的本質，不就是這樣的發掘、建議與協助嗎？」 
上文所要強調的教育理念是： 
發展個人長處，適應變化多端的環境  
發掘受教者真正的長處，積極發揮自我的能力 
能了解個人的優點、缺點，隨時作適當的調整 
不要因為一時表現優異而沾沾自喜，稍不留神，危機就來 
「你坐在船上，應該是游山的態度。看看四周物色，隨處可見的山，岸旁的烏桕，河邊的紅

蓼和白蘋，漁舍，各式各樣的橋，困倦的時候睡在艙中拏出隨筆來看；或者冲一碗清茶喝喝。」
本段文字旨在強調： 
知情識趣 參觀博覽 閒情逸致 林下風致 
有時主人方在用飯，而高軒賁止，便不能不效周公之「一飯三吐哺」，但是來客並無歸心，

只好等送客出門之後再補充些殘羹賸飯，有時主人已經就枕，而不能不倒屐相迎。 
從文意中可看出主人： 
不厭其煩 禮賢下士 勞於公務 不勝其擾 
「近年，吾兒忽然問我：『爸爸，我是那裏人？』這問題，竟爾難以回答。我出生於 J 縣，在

那兒過了窮苦而快樂的童年。然後，搬到繁華得讓人窒息的 T 城，讀書、工作、娶妻、生子，

耗了三十多年，至少遷移七、八次家。如今，攜著妻兒，告別 T 城，又落籍在人們視為偏遠
的 H 縣。我是那裏人？吾兒的疑惑，能如何解答！什麼都不明確。」 
下列那一選項最能契合作者的心境？ 
榮辱譽非那復問，無何有處是吾鄉 地勝人高多樂事，須知洵美是吾鄉 
極目雲山疑歸路，悠悠何處是吾鄉 更倩漁郎問樵徑，深山深處是吾鄉 
「簡樸的生活、規律的作息、適當的運動、清淡的飲食。千百年來，這套養生哲學是最佳途

徑。不過，我忍不住想加一句：自在以當壽。人生如登山健行，不停地數算自己走了幾里路，
有何意義？登山不是為了算里程，是為了遊興；一個人入世，不是為了活幾歲，是為了驗收

自己成為什麼樣的人。」 
文中作者賦予「養生」何種意義？ 
身體健康的持盈保泰 理解個人能力的有限 確認自我生命的價值 勇敢面對衰老的挑戰 
下列對聯，何者組合正確？ 
洞悉古今物，暢談中外事 藏古今學術，聚天地精華 
門牆多古意，安居德是鄰 擇里仁為美，家世重儒風 



類科名稱：

１０６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１０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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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名稱：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試題代號：1301)

測驗式試題標準答案

考試名稱：

水上警察人員、交通警察人員交通組、警察資訊管理人員、警察法制人員、國境警察人員、外事警察人員（選試英語）、刑事警察人
員、消防警察人員、公共安全人員、行政管理人員、行政警察人員、刑事鑑識人員、犯罪防治人員預防組、材料管理、會計、機械工
程、電力工程、土木工程、資訊處理、電子工程、一般行政、人事行政、法律廉政、勞工行政、衛生行政、社會行政

單選題數：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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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C C C D C C B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標準答案：

備　　註：



106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 
人員考試及1 0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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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 三等考試 
類 科 別： 消防警察人員 
科 目： 中華民國憲法與消防警察專業英文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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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25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一、中譯英：（10 分） 
  雖然消防隊員在滅火時不應該扮演神的角色，但事實是，他們偶爾必須在生死 
  之間作出一些艱難的選擇。 

二、英文作文：（15 分） 
你負責一場重要的消防教育訓練課程講座，向新進的消防隊員說明火災現場的
消防救援策略、步驟與優先順序。請擬定兩種不同的火災現場狀況，比較並說
明所必須採取之策略、步驟與優先順序有何不同。 

乙、測驗題部分：（75 分）                   代號：2506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60題，每題1.25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副院長人選之同意權屬於下列何者？ 依憲法規定，考試院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

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 宣告法律牴觸憲法  宣告命令牴觸憲法 
4 文規定，有

法官員額計算 

5 
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總統 立法院 考試院 監察院 
2 關於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審理政黨違憲解散案件，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得向司法院聲請解散違憲政黨者為立法院 
憲法法庭認為聲請無理由者，應以判決駁回 
憲法法庭之判決有協同意見書或不同意見書者，應一併公告 
被宣告解散之政黨，不得成立目的相同之代替組織 

3 案件法之規定，司法院大法官作成下列何種決議所需法定人數要求 低？ 
解釋憲法 
依憲法增修條 關大法官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大法官由總統提名，經監察院同意任命之 
司法院院長、副院長並非大法官，不納入大

本為法學教授之大法官，不適用法官終身職待遇之規定 
大法官任期 4 年，得連任一次  
下列立法院之委員會何者屬於特種委員會？ 

 經濟委員會 修憲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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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關於立法院之組織，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具備立法委員身分 

7 下列何者不屬於立法院之職權？ 
聽取總統國情報告 長 

8 查權之

圍 
權力，立法院調查

 文件調閱權、要求相關人民或政府人員陳述證言，但不得施以強制手段 
查 

9 
國史館 家發展委員會 中央銀行 

10 院解散後發布 應如何

理 

，以決定是否追認 
是否因違反誠信原則而違憲 

11 
罷免案宣告成立之

管轄 

答辯書之機會 

12 統參選人，下列何

薦方式 二個以上政黨共同推薦方式 

13 關大政方針之敘

考 

14 者錯誤？ 
現役軍人不得登記

被告 為高等行政法院 
15 有依法被選

40 歲 

立法院以院長為代表，為首長制機關 
立法院院長由立法委員互選產生，必須

立法院院長應本公平中立原則，必須完全脫離政黨活動  
立法院院長得由監察院彈劾 
依憲法本文及增修條文之規定，

 提出領土變更案 追認緊急命令  彈劾行政院院

依司法院釋字第 585 號解釋，關於立法院調 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屬於國家機關獨立行使職權受憲法保障者，即非立法院所得調查之事物範

可能干預行政部門有效運作之資訊，行政首長基於行政特權有決定不予公開之

時應予適當尊重 
立法院調查權包括

即使有其必要，除非立法院制定特別法，否則不得委任非立法委員之人士就特定事項協助調

下列何者並非隸屬行政院？ 
國立故宮博物院 國

總統於立法 緊急命令，立法院 處理？ 
因立法院已解散，故只能留待新任立法委員選出後加以處

立法院應由立法院院長決定是否追認 
立法院應於法定期限內自行集會、開議

立法院應由委員連署聲請大法官解釋，以確定總統此種行為

關於總統、副總統罷免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日起，任何人不得有罷免或阻止罷免之宣傳活動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訴訟，專屬中央政府所在地之高等行政法院

罷免案通過者，被罷免人 4 年內不得為總統、副總統候選人 
對於總統、副總統罷免案之提出，依法應予以被罷免人得提出

年滿 40 歲之中華民國自由地區人民，擬向中央選舉委員會申請登記為總統、副總

種方式不屬之？ 
單一政黨單獨推

選民連署方式  繳納保證金自我推薦方式 
關於國家安全會議以及國家安全有 述，下列何者錯誤？ 
國家安全會議為總統決定國家安全有關大政方針之諮詢機關 
國家安全會議以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為會議主席 
國家安全會議所作成之決議，僅作為總統決策之參

總統得指定有關人員列席國家安全會議 
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

為候選人 外國人不享有選舉權 
選舉無效之訴以選舉委員會為 選舉無效之訴終審法院

中華民國國民，原則上於年滿幾歲時， 舉之權？ 
20 歲 23 歲 30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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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償法之規定，下 者正確？ 
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 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置或管理有欠缺，致人民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受損害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17 
內政部部長 

18 議委員 係由何人任命？

行政院院長 總統府秘書長 
19 定：「人 不受軍 」下列何者為大 主張？ 

之 
，否則不得向普通法院請求救濟 

20 ？ 
居住自由  政治言論自由 

21 官之解釋， 及人格之自 列何種 保障？ 

22 ，司法院大 反平等原則？

祭祀公業條例施行

 
稅 

23 則？ 
分立原則 

24 第 12 條 依據

監察院提案 
25 官解釋所 ，下列何者非 項？ 

證明力 
之義務 

26 或首長，應依專屬人事管理法律任命？ 
環保 

27 為地方自治團體

北市中正區 新北市烏來區 臺南市政府 
28 修條文第 5 條 設置大法

9 人 

依國家賠 列敘述何

使公權力時，因故意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

過失者不在此限 
公有公共設施因設

國家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時起，因 2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損害發生時起，逾 5 年者亦同 
國家負損害賠償責任者，應以回復原狀為原則，例外以金錢賠償之 
下列何人之任命，非屬行政院院長得獨立決定之人事權範圍？ 
中央銀行總裁 審計長 經濟部部長 
行政院公民投票審 會委員，  

行政院副院長 總統 

按憲法第 9 條規 民除現役軍人外， 事審判。 法官對軍事審判之

軍事審判機關對於軍人之犯罪應有專屬之審判權 
軍事審判之建制，憲法未設明文規定，得以法律定

軍人除非經終審軍事審判機關宣告無期徒刑以上之案件

軍事審判不須有審判獨立之保障 
下列何種權利，應受憲法絕對之保障

財產自由 內在信仰自由

依司法院大法 個人之主體性 由發展，係基於下 理念，而應受憲法

人性尊嚴 倫理道德 幸福追求 理性平等 
下列何種情形 法官認為違  

前已存在之祭祀公業，以規約約定女子不得為派下員 
立法委員選舉政黨比例代表席次之分配，設有百分之五之門檻 
稅法規定，須扶養親屬未滿 20 歲或年滿 60 歲者始得減除免稅額

稅法規定，未成立婚姻關係之異性伴侶間之相互贈與不得免徵贈與

依司法院釋字第 499 號解釋，下列何者非屬憲法修正時不得變更之基本原

福利國原則 民主共和國原則 國民主權原則 權力

依憲法增修條文 規定，憲法之修改應 下列何種程序？ 
總統提案 立法院複決 公民投票複決 

依據司法院大法 揭示之見解 屬憲法第 19 條「租稅法律主義」適用之事

納稅之稅目及稅率應以法律規定 
課稅原因事實之有無及有關證據之

不得對納稅義務人以行政命令增加稅法所無

租稅之優惠及減免應以法律規定 
依地方制度法之規定，下列何種主管

教育 政風 建築管理 
下列何者 ？ 
臺灣省 臺

依照憲法增 之規定，司法院 官幾人？ 
11 人 13 人 1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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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下級政府機關所陳報事項，進行實質審查之決定 

30 

銀行 租稅 

31 「前言」中明文提及下列何者？ 

聯邦制度 鞏固國權 

32 原則之敘述 錯誤？ 

法律保留原則為現

原則之規範 

則之適用 

33 

 行政自我拘束原則 

34 所碩士 ，規 與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

35 則而遭司法院大法官宣告違憲？ 

行後仍存在之污染狀況負整治義務 

酒測時吊銷其駕駛執照、禁止其 3 年內考領駕駛執照，

 姦、宿者 3 日以下拘留或新臺幣 3 萬元以下之罰鍰 

36 舍居住

37 字第 654 號解 見受羈押 述，下列何者

訟權 

認定被告本案犯罪事

 押所秩序必要，於律師接見受羈押被告時，予以監看而不與聞，尚未侵害訴訟權 

地方制度法第 2 條所規定之核定，其性質為何？ 

為上級機關對地方自治團體之事後監督機制 

為一種觀念通知 

為上級政府機關對

為下級機關依法完成法定效力後，陳報上級機關知悉 

依據憲法規定，下列何者並非縣自治事項之範圍？ 

郵政 公營事業 

我國憲法

權力分立 地方自治 

有關法律保留 ，下列何者

代法治國原則之具體表現 

法律保留原則不僅規範國家與人民之關係 

行政與立法兩權之權限分配，不受法律保留

給付行政如涉及公共利益等重大事項，仍應有法律保留原

集會自由權是建立在憲法兩個原則上，一為自決原則，另一為何？ 

民主政治原則 行政權優位原則 國家監督原則 

中央警察大學研究 班入學考試簡章中 定以有無色盲決定能否取得入學資格，下列何者

旨無關？ 

該簡章規定與憲法第 7 條保障之平等權並無牴觸 

該簡章規定之目的係為達成重要公共利益 

該簡章規定與促進公益有實質關聯性 

該簡章規定違反比例原則 

下列何種規定，因違反比例原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使污染行為人就該法施行前發生、施

藥師法規定藥師執業處所應以一處為限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於汽車駕駛人拒絕

並吊銷其所持有各級車類駕駛執照 

社會秩序維護法處罰意圖得利而與人

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第 22 條規定，針對不同意眷村改建之眷戶，主管機關得逕行註銷其眷

憑證及原眷戶權益，收回房地，司法院釋字第 727 號解釋認為未違背人民下列何項權利？ 

工作權 居住遷徙自由 隱私權 平等權 

依司法院釋 釋，關於律師接 被告之敘 錯誤？ 

律師接見受羈押被告時，監所一律予以監聽錄音，已逾越必要程度而侵害被告訴

刑事被告與律師在不受干預下充分自由溝通，才能獲得確實有效之防禦權 

受羈押被告與辯護人接見時，監所得予以監聽，所得之資訊並得作為審判上

實之證據 

監所為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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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組織聯誼會 組織工會 

39 訟權保障

順序原則 三級三審級制度  秘密審判請求權 

40 「普通高 為 下列

何種自由權利？

受國民教育之權利 人身自由 

41 e caused by ny _____ sou tig now not only 

interruption 

42 ng’s _____ or presence of an exte  increase the f a fire and 

the spread of fire gases.

vegetation ventilation 

43 apparently , tore throu e-Synthe ref  France and 

 diligently 

44  a reasonable 

length of time. 

interpret swear 

45 tinguisher cons and-held _____ essel containi nt which can be 

ustrial cylindrical theatrical 

46 irefighter’s rescue duties is to assist people in _____ condition as a first responder. 

flexible 

ake, firefighters walked among _____ houses, trying to pull a child from the rubble. 

  

ers. 

   

After the terror a

diligent suspicious intelligent 

50 rescue people  the _____ for 

 

A smoke ______

detector definition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何者受勞動權之保障？ 

參加國家考試 加入政黨之勞工代表  

下列何者屬於訴 之內涵？ 

聽審請求權 證據自由

教育部依法發布 級中學課程綱要」作 編寫教科用書之標準，此不涉及憲法所保障之

 

思想自由 教學自由 

As fires can b  or involve ma rces and fuels, fire inves ators need to k

the science of fire behavior, but also to have a working understanding of many different areas of studies, 

including construction, electricity, human behavior, and mechanical devices. 

confession ignition corruption 

Changes in a buildi rnal wind can  energy release o

 

foundation conclusion 

A huge fire, started _____ gh the Grand ugee camp in

firefighters said at least 10 people had been injured in the blaze at the camp. 

conservatively deliberately respectively 

Generally, the time a fire drill takes to evacuate is measured to _____ that it occurs within

ensure reward 

A fire ex ists of a h  pressure v ng an age

discharged to extinguish a fire. 

regional ind

One of the f

critical abstract available 

47 After the earthqu

collapsed floated prevented terrified 

48 A boy climbs a partially _____ electric pole in the flooded river, waiting to be rescued by the firefight

submerged diverged hesitated abolished

49 ttack, the police urged people to watch out for and report _____ movements or behaviors.  

affectionate 

After the bridge collapsed, local residents and firefighters tried to trapped under

many hours. 

cripples debris councils destinations

51  is a device that senses smoke, typically as an indicator of fire. 

detection det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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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l analysis techniques have successfully as lice in ______ 

involving 

53 ed to be cau tning bolt for stem near the 

gushing Gulf oil

distinguished extinguished regulated 

54 atic event caused by a fire, resulti re-introduction to combustion 

Four people wer

 

Instrumenta sisted the po criminal cases. 

revolving solving dissolving 

A fire believ sed by a ligh ced the shutdown of an oil-capturing sy

 well; fortunately it was quickly ______ without injuries. 

investigated 

A ______ is a dram ng from rapid of oxygen 

in an oxygen-depleted environment; for example, the breaking of a window or opening of a door to an 

enclosed space. 

backdoor backdrop backbreaker backdraft 

55 e killed and thirteen injured in a fire that swept through a nursing home in Taoyuan. After 

investigating the cause of the fire, the fire department said the nursing home appeared to have _____ fire 

codes several times in the past. 

arrested impressed violated launched 

請依下文回答第 56 題至第 60 題： 

Professional firefighters must know each piece of equipment and how to use it. The Bunker Gear, which keeps them 

from being burned by flames, includes  56  helmet, hood, coat, boot, trousers, and work gloves. Firefighters’ clothes are 

often m three main  57 ade up of ：an outer she  barrier, and er. To accomll, a moisture  a thermal barri plish their jobs, 

ire axe, fire hose, hydrant, ladder, and sledgehammer. To provide them with firefighters have certain tools, such as f

clean oxygen, firefighters also need Personal  58  Apparatus (PBA), which is made up of a high-pressure tank, a 

pressure regulator, and an inhalation connection. Attached to the PBA is a Pass device, an  59  that sounds when 

firefighters are in danger or do not move for about 30 seconds. Pike poles allow firefighters to search behind walls and 

ceilings for fire and to ventilate structures by breaking windows and walls. The Halligan bar, designed by and named 

after a New York City Fire Department First Deputy Chief named Hugh Halligan in 1948, consisting of a claw (or 

fork), a blade (wedge or adze), and a tapered pick, is a  60  tool especially useful in quickly breaking through walls, 

ceilings, or locked doors of buildings on fire. 

56 provocative protrusive protective productive 

57 components numbers ingredients contents 

58 Bathing Branching Binding Breathing 

59 affect alarm attack effect 

io  se line 60 multi-dimens n multi-color multi-purpo multi-discip

https://en.wikipedia.org/wiki/New_York_City_Fire_Departmen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edge_(mechanical_devic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dz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oor_breaching#Mechanical_br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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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警察人員

單選題數：60題 單選每題配分：1.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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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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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C C B D C A C

B B D B C B C B C

A C A D B C C D C B

D C D B D C D A D

B D B A C B A A C B

C B C D C C A D B C

D

A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標準答案：

備　　註：



106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 
人員考試及 1 0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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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 別：消防警察人員 

科 目：消防與災害防救法規（包括消防法及施行細則、災害防救法及施行細則、爆
竹煙火管理條例及施行細則、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
全管理辦法、緊急救護辦法、緊急醫療救護法及施行細則、直轄市縣市消防
機關火場指揮及搶救作業要點）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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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一、消防法第 24 條第 1 項規定：「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應依實際需要普遍設置

救護隊；救護隊應配置救護車輛及救護人員，負責緊急救護業務。」請依相關法規

規定說明： 
何謂緊急救護？（10 分） 
何謂緊急傷病患？（15 分）  

二、請依緊急醫療救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規定，說明： 
救護技術員的分類為何？（5 分） 
應具備那些資格始得申請參加各級救護技術員之訓練？（10 分） 
救護技術員施行緊急救護之地點有何限制？（10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4506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25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依照消防法之規定，液化石油氣零售業者應備妥相關資料並定期於每年 X 月及 Y 月向轄區消防機關各申

報 1 次，前述相關資料，零售業者應至少保存 Z 年，以備查核，請問前述 X、Y、Z 為何？ 

X=4、Y=10、Z=2 X=6、Y=12、Z=5 X=3、Y=9、Z=7 X=5、Y=11、Z=10 

2 依消防法規定，為達搶救目的時，消防人員對火災處所及其周邊之土地、建築物、車輛及其他物品得進

行下列何種搶救行為？①使用 ②損壞 ③租售 ④限制使用 

②③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②③④ 

3 依消防法之罰則規定，下列何者具有連續處罰並得予以停業之處分？ 

未依規定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之老人福利機構 

管理權人未依規定委託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定期檢修消防安全設備 

明火表演場所，違反安全防護措施之相關規定者 

違反規定從事消防安全設備之設計、監造、裝置及檢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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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依消防法第 9 條之規定，建築物設置之消防安全設備依法需定期進行檢修申報作業，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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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修結果應依限報請當地消防機關備查，消防機關得視需要派員複查 

高層建築物消防安全設備之定期檢修，應委託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辦理 

違反檢修設備之規定，經通知限期改善，逾期不改善者，處其管理權人新臺幣 1 萬元以上 5 萬元以下

罰鍰 

5 下列敘述何者不包含於消防法第 13 條所定「一定規模以上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範圍？ 

電影院 

觀光旅館 

總樓地板面積 800 平方公尺，員工 50 人之工廠 

總樓地板面積 400 平方公尺之百貨商場 

6 對於因災害失蹤之人，有事實足認其確已因災死亡而未發現其屍體者，法院得依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之

聲請，確定其死亡及死亡之時間。惟聲請應於災害發生後多少時間內為之？ 

1 年 2 年 3 年 6 個月 

7 人民因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於災害應變範圍內，依其權責分別實施所為之處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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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年內請求之。但自損失發生後，經過 Y

年者，不得為之。請問前述 X、Y 為何？ 

X=1、Y=5 X=2、Y=5 X=3、Y=5 X=3、Y=10 

8 依照災害防救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①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之大眾傳播事業應依災害防

救基本計畫擬訂災害防救業務計畫，送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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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查後實施，並報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核定 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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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報請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協調之 ④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應依

災害防救基本計畫，就其主管災害防救事項，擬訂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報請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核定後實

施 

①②③④ ①②③ ②③④ ①③④ 

9 依據災害防救法，下列有關國軍協助救災任務之敘述何者錯誤？ 

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於無法因應災害處理時，得申請國軍支援 

發生重大災害時，國軍部隊應於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申請支援並獲核准後，始能協助進行災害

防救工作 

國防部得依災害防救需要，運用應召之後備軍人支援災害防救 

國軍主動協助救災之程序及派遣、指揮調度之辦法，由國防部會同內政部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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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各級災害應變中心有關資訊、通信等災害防救器材與設備，應至少 M 個月實施功能測試一次，N 個月舉

辦演練一次，並得隨時為之，下列何者正確？ 

M：1 個月，N：6 個月  M：2 個月，N：6 個月  

M：1 個月，N：12 個月 M：2 個月，N：12 個月 

11 下述關於公共危險物品之分類與儲存場所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易燃固體屬於第二類公共危險物品 

易燃液體及可燃液體屬於第四類公共危險物品 

室內儲槽場所為建築物內設有容量超過 800 公升且不可移動之儲槽，槽內儲存六類物品場所 

室外儲存場所為位於建築物外、以儲槽以外方式儲存六類物品之場所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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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危險物品之製造場所，其外牆

與廠區外鄰近收容人數為 300 人之零售市場，至少應有多少公尺以上之安全距離？ 

10 20 30 50 

13 某變壓器室屬於公共危險物品的一般處理場所，現場儲存絕緣油（第四類公共危險物品非水溶性的第三

石油類），其儲存量為 16,000 公升，請問依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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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場所四周保留空地寬度至少應為多少公尺以上？ 

5 公尺 10 公尺 2 公尺 3 公尺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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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公共危險物品之名稱及管制

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①硫磺 100 公斤 ②黃磷 20 公斤 ③鐵粉 500 公斤 ④烷基鋁 20 公斤 

②③④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③④ 

15 依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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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儲槽場所儲槽儲存第四類公共危險

物品者，其防液堤高度應在 X 公分以上。但儲槽容量合計超過 20 萬公秉者，高度應在 Y 公尺以上。前

述 X、Y 為何？ 

X=40、Y=1.2 X=50、Y=1.2 X=40、Y=1 X=50、Y=1 

16 室外儲槽儲存高閃火點物品者，其位置、構造及設備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儲槽側板外壁與廠區外加氣站之安全距離應在 30 公尺以上 

儲槽內壓力異常上升時，有能將內部氣體及蒸氣由儲槽上方排出之構造 

儲槽容量未達管制量 2000 倍者，保留空地寬度 3 公尺以上 

幫浦設備周圍保留空地寬度，應在 1 公尺以上 

17 有關室內儲槽場所儲存閃火點在攝氏 40 度以上第四類公共危險物品者，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應設置於一層建築物之儲槽專用室 

儲槽專用室之儲槽側板外壁與室內牆面之距離應在 60 公分以上 

儲槽容量不得超過管制量之 30 倍，且第二石油類及第三石油類，不得超過 2 萬公升 

儲槽材質應為厚度 3.2 毫米以上之鋼板或具有同等以上性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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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下列場所何者非屬於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所稱之第一類保護物？ 

古蹟  總樓地板面積 2000 平方公尺之博物館 

收容人員 15 人之產後護理機構 每日平均有 30000 人出入之火車站 

19 某一液化石油氣儲存場所供多家共同使用，其容器儲存室的儲存面積為 180 平方公尺，依照公共危險物

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之規定，請問至多可供幾家販賣場所使用？ 

18 家 36 家 24 家 30 家 

20 依據爆竹煙火管理條例，煙火彈、單支火藥紙管或其組合之產品等，於戶外使用，製造巨大聲光效果者，

分類如下列何種爆竹煙火？ 

一般爆竹煙火 特殊煙火 舞臺煙火 摔炮類爆竹 

21 某爆竹煙火儲存場所有摔炮類一般爆竹煙火總重量 15 公斤、舞臺煙火總重量 250 公斤，以及連珠炮總重

量 1,000 公斤，依照爆竹煙火管理條例及爆竹煙火管理條例施行細則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負責人未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處新臺幣 30 萬元以上 150 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場所有關位置、構造或設備設置之規定時，處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 

未依安全防護計畫執行有關爆竹煙火安全管理上必要之業務，處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 

拒絕主管機關依法所為之檢驗，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 

22 依據爆竹煙火管理條例與爆竹煙火管理條例施行細則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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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竹煙火監督人任職期間，每 3 年至少應接受複訓一次 

一般爆竹煙火銷毀作業需於上午 8 時後下午 6 時前為之，並應派人警戒監視 

爆竹煙火監督人訂定之安全防護計畫內容需包含自衛消防編組 

23 依緊急醫療救護法施行細則規定，大量傷病患係指單一事故、災害發生之傷病患人數達 X 人以上，或預

判可能達 Y 人以上者，請問前述 X、Y 為何？ 

X=15、Y=15 X=10、Y=20 X=12、Y=15 X=15、Y=20 

24 下列關於緊急救護辦法規定之敘述，何者正確？ 

本辦法所指之救護人員，為公、私立醫療機構執行緊急救護任務之人員 

救護人員實施緊急救護時，如緊急傷病患或其家屬拒絕接受運送，應要求其於救護紀錄表中簽名後，

不予運送 

孕婦待產者非屬於緊急傷病患 

救護車輛及裝載物品應於 45 天內辦理定期消毒 

25 依據緊急醫療救護法，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轉診途中救護技術員不可施行緊急救護行為 

大量傷病患之現場為救護技術員可施行緊急救護之地點 

當抵達送醫目的醫療機構時，如醫護人員尚未處置前，救護技術員可繼續施行緊急救護 

救護人員施行救護，應填具救護紀錄表，保存至少 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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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60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一、某一火災現場發現有玻璃受火燒掉落地面之情形，若你為火災調查人員，要如何進

行現場勘查作業，以獲得有利火場研判之資訊？（20 分） 

二、民眾報案有 2 名親友疑似登山迷路，報案稱其擬前往某野溪溫泉，目前狀況不明，

請求派員進行搜救，消防局遂派遣車輛 5 部、人員 13 名前往搜救，若你為執行山

難搜救帶隊官，請敘述於發現事故現場人員時之處置作為？（20 分） 

三、你為安檢小組帶隊官，某日至轄區內一列管場所進行火警自動警報設備抽查工作，

該場所共設置 85 個探測器，種類分別為差動式局限型 1 種、定溫式局限型 1 種和

光電式局限型 2 種等三型探測器，你如何進行該場所探測器性能檢查之動作試驗

（包括：探測器抽測數量、動作時間、注意事項）？（20 分） 

乙、測驗題部分：（40 分）                     代號：3506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2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你服務於消防局火災調查科，擔任火場證物的鑑識工作，為研判跡證所含之易燃性液體的成分，常利用

氣相層析質譜儀，並設定搜尋易燃性液體經質譜儀離子化後的主要離子，以助成分的鑑別。請判斷下列

何者為芳香族（即烷基苯）成分可能具有的離子？ 

55, 69  91, 105, 119, 92, 106, 120, 134 

43, 57, 71, 85, 99  117, 118, 131, 132 

2 若你為火調人員，常利用氣相層析質譜儀鑑定分析跡證中是否含有易燃性液體，當跡證分析時發現氣相

層析質譜圖的尖峰（peak）之主要離子（ions）含 m/z 為 43, 57, 71, 85, 99 等離子，請判斷此跡證中含下

列何種易燃性液體？ 

酮類化合物（ketones）  環烷及烯類化合物（cycloalkanes and alkenes） 

烷類化合物（alkanes）  烷基苯類化合物（alkylbenze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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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某工廠發生大火，廠區可能有危險物品爆炸，現場需劃定火場警戒區，依「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火場指

揮及搶救作業要點」規定，此一任務應由何人執行較妥？ 

火場總指揮官 救火指揮官 警戒指揮官 偵查指揮官 

4 火調人員為達成促燃劑殘跡鑑定，須進行樣品前置處理，在火調實驗室中如利用活性碳片吸附殘留於火

場中的促燃劑，吸附後的活性碳片再以溶劑脫附，並將萃取液注入儀器進行分析，請判斷此一操作方法

為下列何者？ 

頂空分析法（headspace analysis） 

靜態式頂空濃縮分析法（passive headspace concentration analysis） 

溶劑萃取法（solvent extraction） 

固相微量萃取法（solid phase micro extraction） 

5 火場上發現有硝酸鉀、赤磷、乙醚、甘油等物質，而研判之發火源可能是電氣火花，當天之氣溫約 30℃，

若你是現場火調人員，你認為 可能之著火物是下列何者？ 

硝酸鉀 赤磷 乙醚 甘油 

6 貴轄區舉辦下列之活動，若你為承辦科員，請判斷何者不屬消防法第 14 條之 1 所稱之明火表演？ 

愛爾蘭踢踏舞中的火焰之舞 夜店火焰秀 

學校薪火相傳活動中的點蠟燭儀式 魔術表演吞火秀 

7 貴轄某 35 層建築物發生火災，指揮中心已陸續接獲多起報案電話，你為首先到達現場之分隊長，下列何

者不屬於你優先處置的事項？ 

協調民間團體協助救災  建立人員裝備管制站  

劃定火場警戒區  指揮人命救助及火災搶救部署任務 

8 某山路發生遊覽車翻覆事件，轄區消防分隊長剛抵達現場，發現車廂變形扭曲，油箱燃油外洩，路邊有

數名民眾招手待救，有一人倒臥路邊口鼻出血，車內尚有 3 名乘客受困，下列何者應 優先實施？ 

進行檢傷分類  確保油箱燃油不致引燃  

救護口鼻出血者  救助車內受困乘客 

9 某一海洋音樂祭活動發生爆炸案，現場傷患人數不確定，並造成舞台起火燃燒，試問 119 執勤官之處置，

下列何者較不適當？ 

救災、救護指揮中心受理火警報案後，持續蒐集火場情資、並立即派遣救災人、車出動 

請轄區分隊通知義消及鳳凰救護志工前往搶救 

因應大量傷患及火勢需求，立即派遣大量消防及救護車輛以車海戰術趕赴現場，減少派遣時間 

通知警察、環保、衛生、電力、自來水、瓦斯等單位支援配合救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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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某集合住宅於 8 樓發生火災，有民眾於陽台呼救，該建築物面臨 8 公尺寬道路，你擔任初期指揮官，立

即指示雲梯車升梯救人，請問下列何者較不適當？ 

支撐腳架伸出固定後，應再檢視各腳架有無平均著地 

如有不平地面，則需使用專用墊板墊底 

操作時須注意火焰、風向、濃煙及高壓電線，並妥為排除障礙 

儘速將操作籃接近待救民眾，以利人命救助 

11 某日勤務中心通報，轄內一間鄰接民宅、列入古蹟保護之百年廟宇發生火災，你為轄區消防分隊長，帶

隊抵達現場後，廟祝告知廟內已無人員待救，但古廟大殿主體建築已陷入火海，以下立即的指揮搶救作

為，何者 適當？ 

立即採取高空水霧撒水方式進行滅火及周邊防護 

迅速派員進入大殿內部搜救，確認確實無人命危害 

以強力水柱掃射未受災廟宇內部，避免物品掉落 

對廟宇未受災部分快速進行較大規模之破壞作業，以避免火勢延燒 

12 某列入古蹟保護之行館建築發生火災，於 後殘火處理時，現場消防指揮官之指揮作為，以下何者 不

適當？ 

要求該行館管理人員協助防護未受災部分建築 

以火鈎拆下未受災部分之天花板，檢查有無隱藏火源 

已受災之建築以少量水霧射水降溫 

檢視受災建築中堆積地板之掉落物並查看有無可搶救之歷史文物 

13 你為轄區分隊長，下列是轄內新增之建築物及場所：①樓高 11 層之集合住宅 ②電影院 ③收容人數 20

人之托兒所 ④300 平方公尺之撞球場，你會要求那些場所實施防火管理？ 

①② ①③ ②④ ②③ 

14 根據大型群聚活動安全管理要點，大型群聚活動之主辦者，應依規定向活動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報備或申請許可之規定，若你為承辦科員，請判斷下列何者錯誤？ 

預計參加或聚集人數 1000 人以上，未達 3000 人者，於活動舉行 7 日前報備 

預計參加或聚集人數達 3000 人以上者，於活動舉行 30 日前申請許可 

大型群聚活動有二個以上之主辦者，應各自辦理活動之報備或申請 

依規定應報備之大型群聚活動，如有超出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變能力之虞或所附文件缺漏致有影

響活動安全之虞時，直轄市、縣（市）政府得依相關規定辦理，並於活動舉行 4 日前，以書面敘明原

因通知報備之主辦者 

15 你為消防分隊長，若抽查某大樓之火警自動警報設備時，發現該大樓有以下幾個現象，①局限型探測器

設於距出風口 1 公尺處，②局限型探測器設於探測區域中心，③局限型探測器設於距天花板回風口 1 公

尺處，④局限型探測器傾斜 50 度，你應針對那些項目要求改善？ 

①② ②③ ③④ ①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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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秋天某日觀音山發生山林火災，消防局接獲報案立即出動 3 個分隊前往山區滅火，你奉派為現場救火指

揮官，抵達現場應先觀察火勢、地形，由風向、風速、溫度、溼度等氣象條件及山林密度、火勢大小等

因素掌握燃燒速度、方向及可能延燒面積，規劃滅火及防止擴大延燒的搶救對策。請問下列滅火方式何

者敘述正確？ 

①風大火猛時，切不可迎著火頭打，在打上坡火時，切不可爬上山頂，以防被火包圍。 

②利用背負式水袋滅火時，應先針對附近草地先行撒水後再行動，避免延燒阻隔逃生路徑。 

③火撲拍打滅火者，應部署於火面下方為佳，由尚未燃燒之區域往火災燃燒方向進行拍打滅火。 

④「引火回燒」是在火勢前頭透過人為引火往回燒，製造出缺乏燃料的「防火線」。使用時其擴大延燒

危險性極高，應慎重進行。 

①③④ ②③ ①②④ ①②③ 

17 你為消防分隊長，轄區某倉庫之天花板高度為 12 公尺，請判斷該倉庫應使用下列何種火警探測器？ 

補償式局限型 差動式局限型 離子式局限型三種 差動式分布型 

18 某醫院病歷室設於地下 2 層，且內部部分空間挪為辦公處所，試問如基於重要病歷文件的防護需求，下

列有關滅火設備選用的作法，請判斷何者 合宜？ 

設置全區放射式 CO2 自動滅火設備 

設置密閉濕式自動撒水設備 

設置惰性氣體 N2全區放射式自動滅火設備 

設置鹵化烷海龍替代藥劑全區放射式自動滅火設備 

19 你是火調人員，至某一火場採集電氣跡證，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兩股花線，其中一股芯線為短路痕，另一股芯線斷裂處兩側為芯線小熔痕，此情形為半斷線現象 

插頭、插座之金屬接觸面產生鬆弛情形，形成高阻抗連接現象，使接觸面產生過熱情形，在插頭的刃

片及插座會有局部燒熔情形此為接觸不良 

馬達器的線圈，因漆包線劣化受損，會形成環狀回路，造成線圈整體阻抗降低電流增高，致線圈局部

發熱時造成附近線圈形成短路，稱為層間短路 

氧化銅具有半導體特性，因體積電阻係數很大，會產生局部發熱現象，造成快速增殖擴大成為火災之

原因 

20 建築工地火災，疑似為熔接過程中焊渣飛散，並使相鄰的建築物隔牆起火燃燒，為能順利採證，若你是

調查人員，下列採證的工具何者 適合？ 

強力磁鐵 驗電筆 檢知管 碳化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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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圖系統中，熱貫流可分為下列三個階段：流體 A 與固體間的對流、固體內部的熱

傳導、固體與流體 B 間的對流，若下圖的熱流通量（heat flux）為：  
推導出 U 與 hA, hB和 k 的下列關係：（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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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閃火點的測試方法有那兩種？那一種方法所測得的數值較高？為什麼？（25 分） 

三、由磷酸二氫氨（NH4⋅H2PO4）滅火時的化學反應，說明磷酸二氫氨的滅火原理。（25
分） 

四、半導體光電產業所使用的矽甲烷（silane, SiH4）於室溫下外洩，不需要火源即會燃燒

（自燃），此現象是否違反燃燒三要素中的燃燒需要火源？試由反應動力學與燃燒三

要素中的火源關係說明其原因？（25 分） 

B
hB  



106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 
人員考試及106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 
人員、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50660 全一頁

考 試 別： 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 三等考試 
類 科 別： 消防警察人員

科 目： 消防安全設備

考試時間 ： 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接背面） 

 
 

一、設置在天花板上的火警探測器性能易受氣流之影響，試說明當天花板上有排氣口或

回風口時，設置火警探測器有何要求規定？（25 分） 

二、電信機房設置二氧化碳滅火設備，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作業基準，

在外觀檢查時如有防護區劃變更，則其檢查方法及判定方法內容為何？（25 分） 

三、泡沫滅火設備是一種利用水和滅火藥劑混合，俾供滅火用之設備，試說明泡沫混合

的方式有那些？（25 分） 

四、建築物發生火災時的避難疏散計畫與避難器具設置皆與該建築物內的收容人數有直

接關係，試說明電影院收容人數的計算方式。（25 分） 



106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 
人員考試及106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 
人員、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50670 全一頁

考 試 別： 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 三等考試 
類 科 別： 消防警察人員

科 目： 消防戰術（包括消防戰術、消防機械、緊急救護）

考試時間 ： 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接背面） 

 
 

一、依規定，為利於火場指揮及搶救，得設火場指揮中心、人員裝備管制站及編組幕僚

群。試說明幕僚群的種類及職掌。（25 分） 

二、103 年 7 月 31 日夜間發生於高雄市的丙烯外洩氣爆事件，造成警義消多人傷亡的慘

劇。事後檢討，第一時間未能及早辨識出危害性化學品所致。記取教訓，如果你是

第一梯次出動帶隊官，碰到類似高雄案例或運輸車輛或工廠外洩案件，在抵達現場

後，你要如何進行危害辨識（Hazard identification）？試說明之。（25 分） 

三、何謂超高壓冷卻切割滅火系統？在火場搶救上這套系統有何優點？試說明之。（25
分） 

四、救護車抵達現場的一般作業程序為何？試說明之。（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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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號：

30110-30710 
50110-51310 
70110-71010 

全一張

（正面）

考 試 別 ：一般警察人員考試、警察人員考試、鐵路人員考試 

等 別 ：三等考試、高員三級考試

類 科 別 ：各類別、各類科

科 目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考試時間 ： 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請接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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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作文：（60 分） 
無論從事何者職務，皆有其應盡的責任與義務。所謂稱職，就是指自己的才能
足夠勝任所擔負的職務。但是有一個不可忽略的關鍵是：能否清楚認識到什麼
是應盡的責任與義務？請以「本分」為題，作文一篇，闡述自己對於工作的態
度與期待。 

二、公文：（20 分） 
諾羅病毒為一群病毒，可感染人類而引起腸胃道發炎，在國外已迭有發生。其
主要感染途徑為食入被病毒感染之食物、飲水，或接觸被感染者之排泄物、嘔
吐物等。衛生福利部編印有《學校病毒性腸胃炎防治手冊》，可供參考。試擬衛
生福利部致教育部、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教育局函，請各機關轉知所屬各
級學校加強諾羅病毒防治宣導，以維護學生身體健康。 

乙、測驗部分：（20 分） 代號：1301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1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下列語句，用詞完全適當的選項是： 
張先生榮升處長已近一個月，處內同仁特別為他舉辦彌月慶祝餐會 
王老師年前轉職至本校任教，在他任教百日時，校方決定予以彌留 
百貨公司的行銷策略之一，就是在開館週年期間推出大型促銷活動 
公車上備有多個博愛座椅，目的是讓身懷甲子的準媽媽們安全乘車 

「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
於此耶？豈不以有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使海內豪俊，奔走而歸之。一登龍門，則聲價十
倍；所以龍蟠鳳逸之士，皆欲收名定價於君侯。君侯不以富貴而驕之，寒賤而忽之，則三千
賓中有毛遂，使白得脫穎而出，即其人焉！」（李白〈與韓荊州書〉）上文內容屬於那一類
的應用文寫作？ 
平行公文 保證契約 徵才廣告 自薦書信 

下列選項中的「君子」，何者強調有品德操守之人？ 
冉冉孤生竹，託根中谷卑。結髮事君子，江蘺近華池 
我今幸北轅，又念眾君子。懷哉千金軀，博此五斗米 
何以延君子，唯有滿牀書。何以解君頤，淡句無足娛 
丈夫無苟求，君子有素守。不能垂竹帛，正可死隴畝 

「人性本善」是孟子的中心思想，下列選項，何者是孟子闡述性善的言論？ 
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梁

惠王下〉 
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離

婁上〉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

孺子之父母也〈公孫丑上〉 
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

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梁惠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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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號：

30110-30710 
50110-51310 
70110-71010 

全一張

（背面）

考 試 別 ：一般警察人員考試、警察人員考試、鐵路人員考試 

等 別 ：三等考試、高員三級考試

類 科 別 ：各類別、各類科

科 目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華歆、王朗俱乘船避難，有一人欲依附，歆輒難之。朗曰：「幸尚寬，何為不可？」後賊追

至，王欲捨所攜人。歆曰：「本所以疑，正為此耳；既已納其自託，寧可以急相棄邪？」遂

攜拯如初。世以此定華、王之優劣。依照文意，當時的人從這個事件中，所做的優劣判斷是： 
華歆謀事深遠，優於王朗 華歆三心二意，劣於王朗 
王朗慈悲為懷，優於華歆 王朗見異思遷，劣於華歆 

承上題，下列那一個選項是這個故事給我們最主要的啟示？ 
所託非人，反而招致傷害 自私自利，終將遭人唾棄 
行善助人，應該思慮周延 兩相激發，讓事情更完善 

把麵包拿到嘴邊是個簡單的動作，如果肚子餓還是件好事，既對身體提供糧食，也讓農夫受

益。不過可能最得利的是有些人，懂得從鐮刀到牙齒之間，如何插手搬來運去與囤積，這就

是生財之道。下列那個選項最可能是本段文字討論的重點？ 
大人家有糧食的，囤住了不肯出糶 
鐮刀指盜匪公然搶糧，牙齒喻商人舌燦蓮花 
坐商囤積居奇，轉易牟利，致穀價貴二三倍餘 
旱澇不時，當思囤積穀秕、轉運糧食，庶無欠缺懸隔之憂 

「縣人冉氏，有狗而猛，遇行人輒搏噬之，往往為所傷。傷則主人躬詣請罪，出財救療，如

是者數矣。冉氏以是頗患苦狗，然以其猛也，未忍殺，故置之。居數月，冉氏之鄰至，問其

狗，曰：『烹之矣。』驚而詰其故，曰：『日者冉氏有盜，主人覺之，呼二子起，操械共逐

之，盜驚而遁。主人疑狗之不吠也，呼之不應，遍索之無有也。將寢，聞臥床下若有微息者，

燭之則狗也。卷曲蹲伏，不敢少轉側，垂頭閉目，若惟恐人之聞其聲者。主人曰：「嘻！吾

向之隱忍不之殺也，為其有倉卒一旦之用也，惡知其搏行人則勇，而見盜則怯乎哉？」以是

故，遂烹之也。』」（崔述《崔東壁遺書．冉氏烹狗》）下列最適合用來形容「冉氏之狗」

的選項是： 
畫地自限 欺善怕惡 樹大招風 為虎作倀 

「『一髮』是最小境界，『五湖』是廣大境界。能把一髮溪水，當作五湖般觀看，那個『作』

的工夫，就不等閒。千萬不要以為是『做作』的『作』，也不要殘忍解為『自我欺騙』，而

是處於狹窄侷促的現實裏，心境的恒常廣大。 
在荒謬的世代，淨土何處？五湖何處？誰能天天安躲淨土？誰能日日浪遊五湖？於是只有『作』

了。 
心境是自己的，可以狹窄得殺死自己，殺死別人，也可以寬廣得容下世界，容下宇宙。是憂

是樂，由人自取。市塵蔽眼處，我心裏依然有一片青天；喧聲封耳地，我心裏依然有半簾岑

寂。狹如一髮之溪，能作五湖看，則對現今世界，當作如是觀，當作如是觀。」本篇文章所

闡揚的境界，與下列那一個選項所論相同？ 
對負面的人生，做不平衡的反省，會使你沮喪 
只要看看我們在閒暇時如何不甘寂寞，就知道我們的內心多空虛了 
心就是一座花園，我們想什麼，它就長什麼。或雜草叢生，或鮮花滿園 
我們的一生必須睡掉三分之一，因為我們整天喜歡這個，不喜歡那個，把自己搞得筋疲力盡 

承上題，下列那一個選項的詩句也呈現了相近的境界？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悵恨獨策還，崎嶇歷榛曲。山澗清且淺，可以濯吾足 
且求容立錐頭地，免似漂流木偶人。但道吾廬心便足，敢辭湫隘與囂塵 
日日抄書懶出門，小窗弄筆到黃昏。丫頭婢子忙勻粉，不管先生硯水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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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試題代號：1301)

測驗式試題標準答案

考試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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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選題數：10題 單選每題配分：2.00分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第1題

C

第2題 第3題 第4題 第5題 第6題 第7題 第8題 第9題 第10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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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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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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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3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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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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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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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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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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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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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D C A C C B C A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標準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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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號：50620 
頁次：4－1 

甲、申論題部分：（25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一、中譯英：（10 分） 
在著手開始他們的任務之前，消防警察得宣誓他們會憑藉他們的最佳能力，公正無
私而且忠實地履行責任，方能取得資格。 

二、英文作文：（15 分） 
你受邀到臺北美國學校，跟（小學）低年級的小朋友宣導防災的重要性。請說明你
如何設計此次演講活動，方能夠引起學童的興趣和關注，達到宣導的效果。 

乙、測驗題部分：（75 分）                     代號：2506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60題，每題1.25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關於民主與共和之概念，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國家元首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者為民主國；由人民間接選舉產生者為共和國 
國家權力擁有者為人民者為民主國；國家權力擁有者為國家元首者為共和國 
民主涉及者為政體問題；共和涉及者為國體問題 
民主國家必然為共和國；共和國未必是民主國家 

2 文之規定，下列何者無法案提案權？ 依憲法及憲法增修條

地方自治團體中，下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四分之一 三分之一 二分之一 

7 官解釋意旨， 界限，下列敘  

屬修憲之界限 

司法院大法官宣告，該條文自始無效 
8  
依據刑事訴訟法對

行員 

9 ？ 
賠償義務機關與被害人民協議不成 

機關之上級機關陳情 

總統 考試院 監察院 司法院 
3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何者屬於憲法第 22 條所保障之其他自由權利？ 
財產權 集會自由 應考試服公職之權 契約自由 

4 列何者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 
縣議會之議長 直轄市之區長 鄉鎮之村里長 縣轄市副市長 

5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關於教育、科學、文化之經費，設有如何之規定？ 
不受憲法第 164 條規定之限制 在中央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百分之三十五 
在省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百分之十五 在市、縣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百分之十五 

6 12 條之規定，擬訂憲法修正案，至少須經過立法委員下列何者比例之提議，始得交付決議？ 
五分之一 
依司法院大法 有關修憲之 述何者錯誤？
我國憲法及增修條文並無關於修憲界限之明文規定 
憲法中具有本質重要性而為規範秩序存立之基礎者，
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屬修憲之界限 
逾越修憲界限之憲法修改條文，不待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下列何者非屬憲法第 8 條第 1 項所稱之警察機關？

被告執行拘提之司法警察 
依據行政執行法執行拘提管收之行政執行處執
依據刑事訴訟法對通緝犯逕行逮捕之司法警察官 
依據刑事訴訟法對現行犯進行逮捕之一般人 
被害人民提起國家賠償訴訟之必要前提要件為何
必須已經過訴願程序  
被害人民必須先向賠償義務 被害人民必須先向監察院舉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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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員，係違反下列何
種原則？ 

則 民主原則 大學自治原則 
11 第 10 條 住及遷徙自由

選擇其居住處所之權利 
 

12 
審理總統彈劾案 一般人民團體違憲之解散事項 

13 由之保障， ？ 

，非屬公權力行為 
14 

聽審請求權 正當法律程序 
15 603 號解釋，原戶籍法關於按捺指紋後始核發國民身分證之規定，違憲之理由為何？ 

 

16 物品進出口逾公告數額者處以刑罰，管制物品
與數額則由行政院公

正當程序原則 
17 號解釋 制費，係 關係之國民所 ，必須

 特別公課 一般公課 
18 字第 371 號解釋 官於審理案件時 之法律，依其 認為有牴觸

憲法之疑義者，應許
釋憲 

聲請釋憲 

19 
法行之 

出 
權 

該選舉區之選舉人 
20 

同一政黨，不得推
推薦 

，達該次選舉有效票總和百


21 吊違規停放車輛。如乙拖吊時，當場受甲機關之公務員丙

 
22 

不信任案若通過，
長及政務委員應即總辭 

23 
行 

不得停止執行 
因國家重大政策變更因而停止執行預算者，應使立法院有參與決策權 

依司法院釋字第 450 號解釋，大學法及同法施行細則規定大學應設置軍訓室並配置人

法律保留原則 比例原
下列何者非屬憲法 保障之人民居 之內涵？ 
人民享有經營私人居住生活不受干預之權利 人民享有
人民享有任意移居或旅行各地之權利 人民享有尊嚴適足居住環境之權利
下列何者非屬大法官之職掌事項？ 

  審理
解釋憲法  統一解釋命令 
依司法院釋字第 709 號解釋，關於居住自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居住自由為人民有選擇其居住處所，營私人生活不受干預之自由 
為促進都市土地之利用，得無條件強制人民遷離處所 
都市更新係屬私法自治領域，國家不得介入 
都市更新主管機關依法核准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憲法上訴訟權保障之範圍，不及於下列何者？  

適時審判之權利 三級三審之審級制度 
依司法院釋字第
憲法保障資訊隱私權係屬絕對保障，不得以法律加以限制 
為防止冒領身分證之目的而強制錄存指紋，其手段仍屬過當
國家強捺指紋並錄存之目的，與防止冒領身分證欠缺關聯性 
錄存指紋用以比對個人身分之真實性，非屬於世界趨勢 
依司法院釋字第 680 號解釋，懲治走私條例規定私運管制

告。系爭規定違反下列何種原則？ 
授權明確性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比例原則 
司法院釋字第 426 所稱之空氣污染防 對於有特定 課徵之公法上負擔
專款專用，此稱之為下列何者？ 
所得稅 營業稅
依司法院釋 之意旨，法 ，對於應適用 合理之確信，

其作下列何種處理？ 
提請所屬法院法官會議審議，如認有牴觸憲法，以法院名義聲請
提請所屬之最高層級法院法官會議審議，如認有牴觸憲法，以法院名義
由法官以裁定告知當事人，當事人憑此裁定所附具體理由聲請釋憲 
由法官裁定停止訴訟，提出確信違憲之具體理由聲請釋憲 
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公職人員選舉，以普通、平等、直接及記名投票之方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依政黨名單投票選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 18 歲，除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外，有選舉
有選舉權人在各該選舉區繼續居住 6 個月以上者，為公職人員選舉各
有關政黨推薦總統、副總統候選人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薦二組以上候選人  
經政黨推薦為總統、副總統候選人者，其推薦之政黨，不得撤回其
最近任何一次總統、副總統或立法委員選舉，其所推薦候選人得票數之和
分之五以上之政黨，得向中央選舉委員會推薦總統、副總統候選人 
二個以上政黨，不得共同推薦一組候選人 

甲機關與乙民間拖吊業者簽訂契約，委託乙拖
指揮監督，卻不慎刮傷受拖吊車輛。依國家賠償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因乙非受甲機關指揮監督，故甲機關不負國家賠償責任 
因乙為民間業者，即使損害人民財產亦無國家賠償責任 
因乙協助甲機關執行職務，故甲機關應負國家賠償責任 
因乙受甲機關委託執行職務，故甲機關對乙不得有求償權
關於行政院之不信任案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行政院院長應即辭職，由行政院副院長繼任 
不信任案若通過，除有任期者外，行政院院長、副院長、部會首
不信任案是人民對行政院施政滿意度之公民投票 
不信任案類似於監察院對行政院施政之彈劾 
有關法定預算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維持法定機關運作之經費，不得停止執
執行法定職務之經費，不得停止執行 
預算經費涉及國家重大政策之變更者，



代號： 50620 
頁次：4－3  
24 條所保障應考試服公職權之違憲限制？ 

格 
曾受刑之宣告者，

人員考試應試科目有一科成績為零分即不予及格之規定 
事業特定職務 

25 
德國基本法 

26 
地原住民立法委員與山地原住民立法委員 

與邊 委員 法委員與僑 法委員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待遇 

28 ，行政院可經總統之核可退回覆議，覆議時立法院

立法委員至少三分之二以上之決議 
全體立法委員至少

繼續審議，但何種類型議案不受此限制？ 

30 為不檢有 者正確？ 
違憲 

有損師道而剝奪 ，無法達成改善 質之目的 
教師因行為不檢有

終身再任教職，手段過當，違反比例原則 
31 

 
制 

32 均應以維護下列何者為目標？ 
 

33 敘述何者錯
條款 例 

確定終局裁判所適
試院依法考選銓定？ 

用資格 員執業資格 
技術人員執業資格 

35 院已不具民 ？ 
權  

監察院認為被彈劾人  
送司法機關依法辦理

檢察官起訴後，向懲戒

機關依法辦理， 決有罪確定後， 提出彈劾案 
地方政府民選首長之

民意代表 法官 
38 

人格發展自由 
39 

預算 
40 屬於營業自由  

商業廣告 人身自由 宗教結社自由 
41 e fire was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下列何者係屬對於憲法第 18
要求原設籍大陸地區人民，須在臺灣地區設籍滿十年始有擔任公職之資

不得報考國防部預備士官班之招生簡章規定 
專門職業及技術
禁止公務員於離職後三年內，擔任與其離職前五年內之職務直接相關之營利
一般論述「雙首長制」時，往往以那一國家憲法為例？ 
法國第五共和憲法 美國憲法 日本國憲法 
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採政黨比例代表方式選出之立法委員係為： 
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與山地原住民立法委員 平
全國不分區立法委員 疆民族立法 全國不分區立 居國外國民立

27 8 條之規定，下列有關立法委員報酬或待遇之敘述何者正確？ 
立法委員不得調整其報酬或待遇  
立法委員得無條件以法律單獨增加其報酬或
立法委員之報酬或待遇，如係年度通案調整時，得自本屆起實施 
立法委員增加報酬或待遇之規定，應一律自次屆起實施 
行政院對於立法院議決之法案，如認為有窒礙難行時
應如何表決才能維持原決議？ 
全體立法委員至少二分之一以上之決議 全體

四分之三以上之決議 全體立法委員至少五分之四以上之決議 
29 每屆立法委員任期屆滿時，尚未議決之議案，下屆不予

決算案 人事案 修憲案 條約案 
依司法院釋字第 702 號解釋，關於教師法就行 損師道，不得聘任為教師之規定，下列敘述何
行為不檢有損師道之要件，意義難以理解，受規範之教師亦無法預見，已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而屬
行為不檢 教職之規定 國民整體素

損師道得予以解聘、停聘與不續聘，不符合信賴保護原則 
行為不檢有損師道，禁止
依據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關於司法院大法官之任期，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不得連任  只能連任一次 
可以連選連任，無次數之限制 大法官是終身職，無任期之限
依司法院釋字第 530 號解釋，司法自主性與司法行政監督權之行使，
國家高權 審判獨立 國家安全 公共利益
關於人民得以之為聲請釋憲對象者，下列 誤？ 
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私人契約 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地方自治條

用之判例 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最高法院決議 
34 下列何者無須經考

公務人員任  專門職業人
公務機關雇員之任用資格 專門
依司法院釋字第 325 號解釋，修憲後監察 主國家國會之地位，但仍有下列何項權力
覆議權 調查 統帥權 彈劾總統權

36 之違法行為涉及刑事責任者，應如何處理？
向懲戒機關提出彈劾案，並逕  
先送司法機關依法辦理，於 機關提出彈劾案 
先送司法機關依法辦理，於法院一審判決有罪後，向懲戒機關提出彈劾案 
先送司法 於法院判 向懲戒機關

37 行為有違法失職之情事時，準用下列何者之懲戒規定？ 
政務人員 事務官 
人民命名自由之依據為： 
意見自由 思想自由 藝術自由 
公民投票法規定，下列何種事項不得作為公民投票之提案？ 
國防事務 外交事務 教育政策 
下列何項權利 之類型？

自由
The destructiv     

 講學自由 
 by cheap fireworks meant for outdoor use. 

d  attributed 
42         

 arisen  brought  cause
If the patient keeps bleeding, apply direct  to the wo e gauze. Cover the 
patient with a bla

 

und by pressing with a piece of steril
nket and try to keep him warm.   

 pleasure  pressure  oppression  su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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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The fire was so fierce that it took several hours to         .     
 turn it o  put it out  take it o  turn it off n  ff  

44 At schools,          measures such as fire drills ensure the safety of students in the event of an emergency.    
 crispy  religious   spectacular  precautionary 

45 overnments ofWhen local g  the city          a tsunami war at a series o s is on the 

 Type of building material   
fire codes were vio ection the wind   

lectric lights on or
oors for ventilation. 

49  building. You have been i  of the fire. What should 

ws. 
s or suites. uites. 

50  it okay to str k a rescue 

 never acceptable. 
out and salvage operations 

ay nearby s

and relatively safe rescue breathing method used today by firefighters is known as     

ning, assume th f dangerous wave
way. Stay away from the beach.  
 issue  appear  relieve  spread 

46 Ladders used in the fire service have many pieces and parts. Which part is not part of a fire service ladder? 
 Rope  Ream  Pulley  Halyard 

47 Which of the following choices is not a factor when assessing a fire emergency? 
 Occupants of building     
What lated   Which dir  is blowing

48 Which action should a fire crew not take when responding to a natural gas leak? 
 Turn e  off.  Evacuate the building's occupants. 
 Attempt to trace the source of the leak.  Open windows and d
There is a fire in a multi-room nstructed to help stop the spread
you do? 
 Break all of the windows.  Open all of the windo
 Soak down the adjoining room  Close the doors between rooms or s
In which of the following circumstances is etch a hoseline without taking care to not bloc
attempt?  
 This is
 Once the fire has been put are underway. 
 It can be done if the hoseline is used to spr tructures to keep the fire from spreading. 
When the hoseline provides a water stream that facilitates a rescue. 

51 A common .   
n  mouth-to-mouth resuscitation 

outh ventilation   
52 

 mouth-to-nose resuscitatio
 mouth-to-mask ventilation  mouth-to-m
The narrow surrounding passages made      difficult for the fire services to arrive quickly, so brave neighbors 

gines arrived. 

53 nside because the night windows and no fire 

climbed into the residential house to rescue the old couple before fire en
 access  regress  excess  excursion 
All youngsters were trapped i  club had metal grilles on the 
exits     . 
 vulnerable  available  capable  valuable 

54 The hospital owner asked the local building authority for permission in 2015 to expand the parking lot, but he 
e space to serve t units, which wamodified th as outpatien s in       of the Building C 84. 

e fire can be a quick and simple procedure      

ontrol Act 19
 reconciliation  arbitration  amendment  violation 

55 Confining th  saving occupant evacuation time and in locating 
ire strikes. 

s another 
ents. 

ly care facilities in the jurisdiction area have considerable life risks to occupants 
 large numbe  of movemen  

the fire when f
 logging in  resulting in  majoring in  booking in 

56 A balcony can be used as an emergency access for firefighters once fire occurs. It can also be used a
____ exit for resid
 duplicated  complicated  alternative  competitive 

57 Nursing homes and elder
because of the rs, the difficulty t, and the      to evacua vertically in 

 portability  capability  inability 
58  civilian     

te the residents 
the building. 
 accessibility 
Firefighters on   battled to rescue survivors who were trapped under debris after an earthquake. 
 crane lifts  weight lifts  gymnastics lifts  sport lifts 

59 Some bodies were so charred that officials were having trouble making       and planned to use DNA samples 
and other methods. 

n   
 and 

-site Emerge rvices’s conc ve dam    

 meditation  identificatio  certification  validation
60 The dust explosion in Taiwan Formosa Water Park caused many youngsters to inhale the flammable powder,

to raise the on ncy Medical Se erns that it could ha aged their    tract and 

 conservative  respiratory  obligatory 
internal organs. 
 diges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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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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述消防法第 6 條消防安全檢查之立法意旨及規定為何？另為避免消防安全檢查

產生風紀問題，請就消防機關辦理消防安全檢查注意事項規定，論述其預防機制為

何？（25 分） 

二、災害防救法第 23 條第 1 項緊急應變整備事項中之災害防救物資、器材與設施、設

備所指為何？試分述之。（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4506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25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生物病原災害的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下列何者正確？ 

衛生福利部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2 消防法所稱「消防安全設備檢修」，下列何者正確？ 

指消防安全設備種類及數量之規劃，並製作消防安全設備圖說 

指消防安全設備施工中須經試驗或勘驗事項之查核，並製作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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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規定受託檢查各類場所之消防安全設備，並製作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報告書 

3 依照消防法所定之防火管理人任用資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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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前述的講習訓練，則分為初訓及複訓。

依現行法令規定，初訓合格後，每 X 年至少應接受複訓一次。而講習訓練時數，初訓不得少於 Y 小時；

複訓不得少於 Z 小時。X、Y、Z 為下列何者？ 

X=3；Y=16；Z=16  X=3；Y=12；Z=6 

X=2；Y=12；Z=6  X=2；Y=16；Z=16 



代號： 50640
頁次：4－2 

4 災區受災居民購屋貸款之自用住宅，經各級政府認定因災害毀損致不堪使用者，得經原貸款金融機構之

同意，以該房屋及其土地，抵償原貸款債務。依法得由那一部會於原貸款剩餘年限，就承受原貸款餘額

予以利息補貼？ 
內政部  財政部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衛生福利部 

5 有關爆竹煙火流向申報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專業爆竹煙火成品之流向登記，應載明出貨對象姓名或名稱、電話及所在之直轄市、縣（市） 
業者應於次月 15 日前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前一個月之紀錄 
紀錄應至少保存 5 年 
一般爆竹煙火成品之流向登記，若單筆或一個月內同一登記對象或同一登記地址達中央主管機關所定

管制量，應載明出貨對象姓名或名稱、地址（如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電話及其他經中央主管

機關公告事項 
6 下列違反消防法之行為，得按次處罰，何者正確？①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為消防安全設備不實檢修

報告者 ②未依規定遴用防火管理人，責其製定消防防護計畫，報請消防機關核備，並依該計畫執行有

關防火管理上必要之業務 ③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使用以產生火焰、火花或火星等方式，進行表演性質

之活動 ④管理權人規避、妨礙或拒絕消防機關分類列管檢查及複查 
①②③④ ②③④ ①② ③④ 

7 下列違反消防法之行為，何者經依法連續處罰，並予以停業或停止使用之處分後，仍不改善者，得依行

政執行法處以怠金。逾期不改善，並得依行政執行法之規定斷絕其營業所必須之自來水、電力或其他能

源？ 
應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並維護之場所管理權人，未依規定設置、維護 
陳列、銷售非附有防焰標示之防焰物品或其材料之管理權人 
未依規定遴用防火管理人，責其製定消防防護計畫，報請消防機關核備之管理權人 
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使用以產生火焰、火花或火星等方式，進行表演性質之活動之管理權人 

8 根據災害防救法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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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如

何處理？ 
應報請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協調之 
各種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不得與各地區災害防救計畫牴觸，若有牴觸部分，以各地區災害防救計畫為準 
災害防救業務計畫與各地區災害防救計畫無主從關係，各自獨立運作 
退回所屬地區的災害防救會報，重新審訂 

9 人民因災害而失蹤時，檢察機關得依職權或應為繼承人之聲請，經詳實調查後，有事實足認其確已因災

死亡而未發現其屍體者，核發死亡證明書。此項聲請，根據災害防救法之規定，應於災害發生後多久之

內提出？ 
1 個月 6 個月 1 年 2 年 

10 遇大量傷病患或野外緊急救護，參與現場急救救護人員及救護運輸工具設置機關（構），拒絕依現場指

揮協調系統之指揮，施行救護者，處救護車設置機關（構）罰鍰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25 萬元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 1 萬元以上 5 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至改善為止 
處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 
廢止該救護車設置機關（構）全部救護車之設置許可；其屬救護車營業機構者，並廢止其設立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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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根據緊急醫療救護法之規定，救護車之設置，以下列那些機關（構）為限？①軍事機關 ②學校機構 ③警

察機關 ④救護車營業機構 ⑤消防機關 

①②③④⑤ ②③④ ①④⑤ ③⑤ 

12 根據緊急醫療救護法及其施行細則之規定，救護車違反下列那一規定者，由警察機關取締後，移送當地

衛生主管機關處理？ 

救護車因前方車輛未禮讓，造成車禍意外 救護車未遵守交通標線、號誌，違規臨停 

救護車未依規定定期消毒 救護車非因情況緊急，使用警鳴器及紅色閃光燈 

13 依消防法相關規定，有關明火表演之描述，下列何者正確？ 

表演場所管理權人曾違反明火表演規定，依消防法規定裁處未滿 3 年者，不得申請明火表演許可 

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管理權人，申請明火表演許可者，表演期間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總保險金額：

新臺幣 1 千 2 百萬元 

違反消防法明火表演規定，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不得按次處罰 

主管機關派員檢查時，經出示有關執行職務之證明文件後，妨礙檢查者，處管理權人及行為人新臺幣

1 萬元以上 5 萬元以下罰鍰 

14 依消防法、消防法施行細則、爆竹煙火管理條例、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

辦法有關安全管理制度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一定規模以上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應由管理權人，遴用保安監督人，責其製定消防防護計畫 

製造、儲存或處理六類危險物品達管制量 15 倍之場所，應由防火管理人擬訂消防防災計畫 

達中央主管機關所定管制量 30 倍之販賣場所負責人，應選任爆竹煙火監督人，責其訂定安全防護計畫 

保安監督人、防火管理人、爆竹煙火監督人均應在選任後 30 日內報請當地消防機關備查 

15 依消防法之規定，下列何種場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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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專用樓地板面積合計 200 平方公尺之商場 ②專用樓地板面積合計 200 平方

公尺之幼兒園 ③專用樓地板面積合計 200 平方公尺之圖書館 ④專用樓地板面積合計 200 平方公尺以

上之戲院 

①④ ②④ ③④ ①②③ 

16 依消防法之規定，下列何者應實施防火管理？①收容人數在 26 人之視障按摩場所 ②總樓地板面積 300

平方公尺之護理之家機構 ③總樓地板面積 300 平方公尺之撞球場 ④總樓地板面積 300 平方公尺之補

習班 

①② ①③④ ②④ ①②③④ 

17 依災害防救法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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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對承辦該貸款之金融機構補貼利息，其貸款金額不得超過新臺幣 Y 萬元。X、Y 為下列何者？ 

X= 內政部，Y=100  X= 內政部，Y=150 

X=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Y=100 X= 衛生福利部，Y=150 

18 依災害防救法規定，災區受災企業因受影響而發生營運困難者，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予以紓困 

於災害前已辦理之貸款，其本金及利息之償還得予以展延期限，週轉金最長 2 年 

合意展延期間之利息損失，由各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補貼金融機構 

於災害前已辦理之貸款，其本金及利息之償還得予以展延期限，資本性融資最長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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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依災害防救法規定，有關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①輻射災害：行政院原子

能委員會 ②動植物疫災：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③工業管線災害：內政部 ④海難：行政院海岸巡防署 

①② ①②③ ②③④ ①③④ 

20 依緊急醫療救護法之規定，下列何者非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之救災救護指揮中心，處理緊急救護

事項？ 

建立緊急醫療救護資訊 

空中轉診之聯繫 

聯絡救護運輸工具之設置機關（構）執行緊急救護業務 

協調有關機關執行緊急救護業務 

21 依爆竹煙火管理條例規定，下列何者非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權責？ 

爆竹煙火製造之許可、變更、撤銷及廢止 

爆竹煙火監督人講習、訓練之規劃及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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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理依規定輸入一般爆竹煙火之封存 

22 依災害防救法規定，乘災害之際而故犯下列何罪者，得依刑法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①公共危

險罪 ②詐欺 ③竊盜 ④毀損 

②③ ③④ ②④ ①②③④ 

23 消防機關於香舖金紙店查獲販賣未附加認可標示之一般爆竹煙火時，應處之罰鍰金額下列何者正確？ 

新臺幣 30 萬元以上 150 萬元以下 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 

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 新臺幣 3 千元以上 1 萬 5 千元以下 

24 依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理辦法規定，有關室內儲槽場所位置、構造及設備

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儲槽構造：儲槽材質應為厚度 3 毫米以上之鋼板或具有同等以上性能者 

應設置於地下層建築物之儲槽專用室 

儲槽專用室之窗戶及出入口，應設置 30 分鐘以上防火時效之防火門窗 

儲槽專用室出入口應設置 10 公分以上之門檻，或設置具有同等以上效能之防止流出措施 

25 依消防法規定，有關民力運用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直轄市、縣（市）政府，得編組義勇消防組織 

義勇消防編組之人員接受訓練，其所屬機關（構）、學校、團體、公司、廠場應給予事假 

參加義勇消防編組之人員，因接受訓練、演習、服勤致患病、傷殘或死亡者，依公務人員委任第五職

等身分請領各項給付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補助義勇消防組織所需裝備器材之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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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60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一、一棟含有視聽歌唱場所（KTV）的住商混合大樓發生重大火警，若你為火災調查人
員，隨同救災車輛一同出勤，進行出動觀察，抵達現場時發現火勢發展異常迅速猛
烈，有縱火可能。試問勘查時應特別掌握那些特殊之跡證或現象？（20 分） 

二、某 25 層供複合用途使用之高層建築物於 18 樓處發生火災，你為轄區消防分隊長，
到達現場後，如果不得不使用電梯進行救災，在救災指揮作業中，應做那些處置以
確保救災同仁之安全？（20 分） 

三、建築物火災之搶救，消防人員除優先執行人命救助外，亦須同時部署水線滅火，利
用有效的水量直接或間接對燃燒物或目的物進行冷卻、窒息或除去等，以達到撲滅
火勢。請敘述消防人員進入室內有效射水滅火的原則？（20 分） 

乙、測驗題部分：（40 分）                     代號：3506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2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火災現場跡證採證應依內政部消防署函頒之火災案件證物採驗規範的規定辦理，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火場應經清理及復原重建之後，再予研判起火處附近及相關位置採證 

同一火場，起火點不甚明確，採取化學跡證時，採證工具盡量同時重複使用採取不同地點之證物 

採證時對於欲採取跡證之種類、形態及其與起火處或原因推斷之關係明瞭後，方可採取 

對照物一併送驗以供空白試驗比對分析，如屍體附近之土壤、縱火殘跡旁之泥塊、地毯等 

2 若你為火災調查人員，至火災現場採樣，因該場所證物種類眾多，下列火場證物處理原則何者正確？ 

固狀證物受火熱影響後，常有熱分解干擾物，故原包裝容器避免一併封緘送驗，亦可降低實驗室同仁

工作負荷 

油類等液狀證物可用白淨鐵罐、附有小口之密封玻璃廣口瓶或塑膠證物袋儘速盛裝，必要時應將其密

封，以防溢出 

採集電氣證物時，可使用一般塑膠證物袋或紙箱密封 

火藥證物送驗時宜採原料性或有明顯火藥殘留之證物以紙張包妥後置入塑膠證物袋內，直接以塑膠夾

袋、金屬、玻璃、陶瓷或其他硬質容器封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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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某地下停車場發生火災，必須確保消防人員行進路線為相對安全之狀態，及善用通風排煙排出煙熱，以

利部署水線進入滅火及搜救，下列救災作為何者錯誤？ 

利用建築物本身排煙設備、消防隊排煙車或排煙機等將濃煙排至室外 

利用進風設備將民眾避難逃生樓梯及通道等建立成正壓區域，防止濃煙侵入 

以車道口為進氣口，人員由車道部署水線進入滅火與搜救 

建立排煙路徑、進氣口及排煙口。選擇排煙出口，應避免濃煙再進入其他區劃空間或大樓內，並做好

排煙出口防護 

4 某飯店依強化防火管理制度指導綱領，遴用核心要員，並設防火管理技術員，若你為轄區消防分隊長，

下列何者非該技術員之規定任務？ 

熟稔該場所消防安全設備、防火避難設施及防災監控系統等有關設備之操控技能 

教育指導相關員工各項設備（施），並強化其自衛消防編組訓練之相關技能及防火管理必要之消防

常識 

協助自衛消防隊長進行相關之災害搶救活動 

輔佐管理權人執行防火管理業務 

5 火場上發現有氯酸鈉、二甲苯、乙二醇、碳化矽物質，但現場找不到任何發火源，若你是現場火災調查

人員，你認為可能之發火物質為下列何者？ 

氯酸鈉 二甲苯 乙二醇 碳化矽 

6 若你為火災調查人員，接獲任務前往火場進行災後現場勘查，因現場使用大量同質木材裝潢材料，部分

木材僅燃燒至碳化，尚未剝離燒失，欲利用碳化針等工具測定其深度，以作為燃燒強弱之研判，下列敘

述何者錯誤？ 

碳化面的凹凸狀況愈多，表示燃燒的愈強烈 

碳化面的凹凸狀況愈粗糙，表示燃燒的愈強烈 

形成碳化花紋的溝痕幅度愈窄，表示燃燒的愈厲害 

形成碳化花紋的溝痕深度愈深，表示燃燒的愈厲害 

7 某木造 2 層住宅建築物發生火災，到達現場時發現室內正在燃燒，為迅速撲滅火點，需進入室內進行射

水作業，你為現場之火場安全官，下列安全注意事項何者錯誤？ 

儘量沿牆壁行動，避免物品掉落砸傷 裝備器材確實配戴完整 

注意避免發生觸電危險  1 人 1 組水線入室救災 

8 某集合住宅建築物於清晨發生火災，你為首先到達現場之分隊長，經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告知起火戶隔

壁仍有數名住戶不知去向。請問下列何者屬於你優先處置的事項？①進行滅火攻擊 ②將所有電梯管制

至地面層 ③分配搜索區域、聯絡信號 ④提高指揮層級 ⑤登錄管制搜救小組姓名、人數、時間、氣

瓶壓力 ⑥將火勢侷限，防止火勢擴大 

①②⑥ ②③⑤ ①④⑤ ③④⑥ 

9 深夜 23 時許，一棟 16 層商業大樓於 5 樓發生火災，初期指揮官到達現場時，下列車輛部署事項何者最

適當？ 

車輛部署以車組作戰及單邊部署為原則，建築物火場正面立即部署攻擊車進行滅火 

應於火場正面部署照明車 

水箱車應儘量縮短停車間距，減少部署水帶數量，爭取救災時間 

消防車輛停放於坡道時，為節省時間，手煞車及輪阻器擇一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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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一工廠油槽發生火災，你為現場救災指揮官，下列部署搶救作為，何者最不適當？ 

滅火活動原則上應從上風方向進行，不得已時再從側風方向進行 

使用泡沫滅火時，泡沫要大量且一齊放射 

對起火儲槽赤熱部進行大量射水，降低儲槽溫度與槽體破裂危險 

泡沫放射時，注意不要攪拌油表面，並善用槽內壁作為緩衝板 

11 因地震造成一棟 5 層樓民宅倒塌，現場指揮官於救災指揮站成立計畫組，你為計畫組長，執行計畫作業

時，下列何者最適當？ 

提出搜救犬需求  掌控搜救人員需求狀態 

提供搜救器材油料及電力補給 提出搜救人員調度建議 

12 某日一棟高層複合用途建築物，正在進行自衛消防編組演練及驗證，你承辦防火管理業務且於現場進行

評核，對於初期滅火之應變要領，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使用第一種室內消防栓時，以 1 人實施為原則 

模擬初期滅火使用室內消防栓時，擺出射水姿勢，維持 30 秒 

模擬初期滅火時，使用滅火器或室內消防栓均可 

模擬初期滅火使用滅火器時，可實際放出滅火藥劑或擺出放出動作之姿勢 15 秒 

13 某化學工廠發生火災，若你為初期指揮官，到達現場發現可能為化學物質災害時，下列處置何者最適當？ 

迅速進入工廠找出火源並將火勢撲滅，以免火勢擴大 

先了解該工廠內部之危害物質，再決定救災方針 

進入火場後迅速了解面對的化學物質種類及危險性 

要求關係人協同進入火場，查明化學物質種類及位置 

14 某飯店提報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若有停止某些消防安全設備機能之必要時，你為消防官員，下列計畫

內容何者符合規定？ 

考量飯店係全天營業之場所，停止消防安全設備機能之工程，應在日間進行 

火警自動警報設備停止使用期間，該防護區域增設滅火器或室內消防栓之水帶等 

緊急廣播設備停止使用期間，該防護區域增設火警警鈴 

自動撒水設備之機能停止期間，將該撒水設備移設他處 

15 你為消防分隊長，若進行某大樓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會審時，發現該大樓有以下幾個現象：①某一火警

分區之面積為 450 平方公尺 ②某一火警分區之邊長為 50 公尺 ③樓梯之地下層與地上層部分為同一分

區 ④兩個 500 平方公尺之樓層共用一分區，你應針對那些項目要求改善？ 

①② ①③ ②④ ③④ 

16 某一距轄區消防分隊超過 30 分鐘車行距離之國定木構造古蹟建築，夜間只有一位年老的看守人力，且附

近無居民。有關其消防安全設計，下列何者最能符合古蹟火災防護及文物保存之共同目標需求？ 

設置室外消防栓設備  設置室內消防栓設備 

設置氣體滅火設備  設置單人可操作水系統滅火裝置 

17 公路隧道如開放油罐車通行，下列那一安全防災措施最為必要？ 

工務段成立自衛消防編組 強化消防隊救災裝備與訓練 

加強法定通風排氣設備  設置冷卻控溫水系統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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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木造建築物發生火災，火勢猛烈竄出屋外，可能擴大延燒鄰近建築物，如果你是瞄子手奉指示迅速部署

水線執行滅火任務。請問下列所述情境下，水線瞄子部署（如部署圖）何者最適當？ 

位於道路角落建築物火災，兩側有密集建築物，水線優先進行道路面包圍戰術部署 

 

 

 

 

 

警戒水線的部署，鄰棟建築物與起火建築物間隔狹小且從外部防禦困難時，則可將水線部署於鄰接建

築物屋頂上射水防護 

 

 

 

 

只有正面為道路的建築物火災，兩側及背面緊鄰建築物，水線優先進行道路面包圍戰術部署 

 

 

 

 

 

警戒水線的部署，鄰棟建築物與起火建築物間隔狹小且從外部防禦困難時，則可將水線部署於起火建

築物屋頂上射水防護鄰接建築物 

 

 

 

 

 

19 火災調查人員為達成促燃劑殘跡鑑定，須進行樣品前置處理，在火災調查實驗室中如以加熱方式使火場

殘跡樣品的促燃劑揮發到容器上方的空氣中，最後再以氣體注射針抽取上方空氣注入儀器進行分析，此

一操作方法稱為下列何者？ 

蒸氣蒸餾法（stream distillations） 

靜態式頂空濃縮分析法（passive headspace concentration analysis） 

頂空分析法（headspace analysis） 

固相微量萃取法（solid phase micro extraction） 

20 若你為火災調查人員，現場經過射水搶救後，發現火災現場的起火處磁磚呈現易燃性液體燃燒留下之痕

跡，必須進行採證送驗，下列那一個採證位置最適宜？ 

起火處附近的碳化物  起火處的磁磚 

起火處磁磚與磁磚接合處下方水泥塊 起火處周邊的磁磚 

角落建築物火災瞄子部署

建築物火災鄰接屋頂上瞄子部署

道路面建築物火災瞄子部署

建築物火災屋頂上瞄子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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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接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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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醚為何類別公共

危險物品？請依其理化特性，說明其危險性。洩漏時之滅火措施為何？（25 分） 

二、某醫院某日晚間不慎發生火災，經消防人員搶救，幸無人傷亡，事後現場調查係屬

電氣火災，再深入了解係因「焦耳熱異常」所造成，試說明「焦耳熱異常」發生原

因及防範方法。（25 分） 

三、某公寓凌晨發生火警，由 1 樓騎樓機車起火，除燒燬多輛機車外，火勢從樓梯間形

成「煙囪效應」向上延燒，樓上住戶逃生困難，造成多人死亡。請說明「煙囪效應」

產生原因及對火災煙氣流動的影響。（25 分）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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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之第三類公共危險

物品：發火性液體、發火性固體及禁水性物質。依物質在空氣中發火性、與水接觸

之發火性或產生可燃性氣體進行判定，試寫出下列物質遇水之化學反應方程式（需

平衡係數）：（每小題 5 分，共 25 分） 
磷化鈣（Ca3P2） 
氫化鈉（NaH） 
碳化鋁（Al4C3） 
碳化鎂（MgC2） 
三氯矽甲烷（Trichlorosil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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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號：50660 全一頁

考 試 別： 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 三等考試 
類 科 別： 消防警察人員

科 目： 消防安全設備

考試時間 ： 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接背面） 

 
 

一、試說明並舉例如何決定所選用火警探測器防護間距（Listed Spacing）之性能設計流

程及查核檢驗重點。（25 分） 

二、試說明並舉例潔淨式滅火藥劑系統（Clean Agent Fire Extinguishing Systems），其設計

滅火濃度與人員得暴露限制時間之相關性，並列出某機構秘書室設置此類滅火系統

時之審核安檢重點。（25 分） 

三、請問水系統滅火設備設置屋頂水箱之目的為何？（10 分）如第一種室內消防栓滅

火設備與自動撒水設備、泡沫滅火設備等並用時，其屋頂水箱容量至少應為多少？

（5 分）另國內某大型石化工業園區內各工廠的水系統滅火設備，係採消防幫浦站集

中供應水源的模式，且送水管平時充滿水並保持一定水壓，試問前述模式是否有設

屋頂水箱之必要性？（10 分） 

四、請依「消防安全設備測試報告書測試方法及判定要領」之規定，說明居室排煙設備

在進行排煙風量測試時，其綜合試驗的測試方法及判斷要領為何？（15 分）某一應

設排煙設備場所共分成連續併排的三個防煙區劃，其中左區劃面積為 100 平方公尺、

中區劃面積為 150 平方公尺、右區劃面積為 120 平方公尺，而各區劃均設一排煙閘

門（60cm×60cm），且共用排煙機及排煙風管，經實測三個區劃的排煙口之平均風速

均為每秒 6 公尺，請問該場所的排煙設備在風量測試方面是否合格？（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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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號：50670 全一頁

考 試 別： 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 三等考試 
類 科 別： 消防警察人員

科 目： 消防戰術（包括消防戰術、消防機械、緊急救護）

考試時間 ： 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接背面） 

 
 

一、當轄區發生意外事故肇致現場有大量傷病患之緊急救護案件時，請問身為第一線救

護指揮官的您，可分那四類進行大量傷病患之救護檢傷分類、救治送醫優先順序與

各應賦予何種顏色檢傷標籤？（25 分） 

二、當您受命擔任轄區消防分隊長與第一線救火指揮官時，請論述下列機制與其如何在

火場應用： 
安全官（Safety Officer）機制？（12分） 
快速救援小組（Rapid Intervention Team, RIT）機制？（13 分） 

三、空氣呼吸器（Self-Contained Breathing Apparatus, SCBA）幾乎已成為消防員進入火災

現場救災的基本裝備，請敘述： 
空氣呼吸器由那些結構所組成？（12分） 
需要使用空氣呼吸器的時機場所？（13 分） 

四、當您受命擔任火災現場指揮官時，您應該收集那些火災現場資訊，以方便您進行火

災現場指揮與決斷？（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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