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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作文：（60 分）

《新五代史•伶官傳•序》有云：「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

困於所溺。」意謂：人生中的禍患，常常是由一些細微事情的失誤中，

積累而釀成；智勇雙全之人，則大多因過度沉溺迷戀某種人或事物不

能自拔，而使其陷入困境。

歐陽修是在總結後唐莊宗李存勖，勵精圖治得天下、寵信伶人失

天下的典型事例教訓時，做出如是具體論斷：國家的盛衰、事業的成

敗，主要取決於人事，取決於當事者的思想與作風。

人當何以自持，方能安享生命？請以「禍患常積於忽微，智勇
多困於所溺」為題，撰文一篇，闡述己見，文白不限，長短不拘。

二、公文：（20 分）

依「河川管理辦法」第四章第十八條：「汛期」為每年五月一日

至十一月三十日。在這長達七個月的期間，是臺灣雨量最為豐沛的季

節，此時強降雨及豪雨機率增加，加上易形成颱風，可能引發山洪、

淹水、海水倒灌、土石流等災情。今年的「汛期」適逢「新型冠狀病

毒（COVID-19）」疫情防疫期間，在進行防汛工作的同時，也要落實

個人防疫措施，讓防汛與防疫都能順利進行。

試擬內政部消防署致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函：請落實轄內易

成孤島地區預防與救災工作之整備，並宣導民眾，防疫防汛並重，做

好萬全準備，確保生命安全，減少財產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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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部分：（20 分） 代號：4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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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砥礪人心的句子，何者旨意與「不經一番寒徹骨，焉得梅花撲鼻香」不同？

只要這世界還有一蕊小小的燭光，就能永遠照亮你的前方

若沒有岩石，怎能激起美麗的浪花；若沒有晴雨，怎能出現炫目的彩虹

挫折與痛苦就像蚌裡的沙，經年累月後可以讓人生，吐潤出如珍珠般的精華

如果你把大峽谷遮擋起來，不讓它遭受風雨侵蝕，你就永遠看不到風雨在岩石上

雕刻的美麗圖案

2 下列各組對話「」中的稱謂，何者完全正確？

甲：請問「令兄」在家嗎？ 乙：「舍兄」到公園運動了

甲：「貴寶號」目前有什麼優惠方案？ 乙：「小號」最近推出買二送一的特別

優惠

甲：感謝賢「喬梓」出席我的簽書會 乙：我們兄弟和「閣下」從小一起長大，

一定要來捧場

甲：「本校」五十週年校慶，誠摯邀請您蒞臨指導 乙：「敝校」多年來為國作

育英才，本人樂意出席

3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

子人也！」（《論語．泰伯》）

本文所述之君子品格，不包括下列那一項？

可以受命輔佐幼主 可以承命執掌政權

面對生死存亡，先聲奪人 面臨危急存亡，堅定不屈

4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

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以聖人被褐懷玉。（《老子》）

下列選項，何者不符合上文意旨？

聖人常和光同塵 世事原理甚為簡單

知我者如鳳毛麟角 世人常苦於知易行難

5 《論語》多處提到與人相處之言語使用，下列何者所言不屬於勸說？

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

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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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凡在官者，當知榮與辱互基，得與失胥勝。苟惟能處榮，而不能處辱；惟能安順境，

而逆境則不能一朝居，欲望其臨政有為，難矣。（張養浩〈進牧民忠告〉）

這段話主要是勉勵為官者：

忍辱含垢 樂道遺榮 政通人和 寵辱不驚

7 「達文西似乎老是對自然和人世的一切感到好奇與迷惑，而一再問『為什麼』，這

跟他成為科學與藝術的『創造第一人』顯然有直接的密切關係。正如成千上萬的人

看到蘋果掉下來，卻只有牛頓問為什麼。再者，一個有原創性的人通常不會只有一

個『為什麼』，一個『為什麼』總是會引來另一個『為什麼』，在相關的領域裡多

問幾個『為什麼』和『為什麼不』，就較能看清答案的所在。」

下列選項，何者與上文旨意最相近？

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矣 因出臆說，商定燒燭劇談

在天地萬物其盡然兮，夫子何疑 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

8 柳宗元〈始得西山宴遊記〉：「其高下之勢，岈然、窪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

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

培塿爲類。悠悠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此段

寫作的用意是：

說明西山的奇特出眾，以歌頌創造萬物的主宰

說明西山的悠悠洋洋，以寄託隱居終老的心志

描寫西山的高低不平，以暗喻現實社會的齷齪

描寫西山的特出不凡，以象徵自己人格的高超

9 「如果人類為了製造小兒麻痺疫苗而在一隻猿猴身上刺了好幾針，依猿猴的智慧，

牠是不可能知道牠為何受苦的。同樣的，以人類目前的智慧也無法了解人類為何要

受苦，為何要受病痛與死亡的折磨。猿猴的受苦是為了奉獻人類，病人受苦的意義

有一小部分是為了奉獻給往後受同樣病痛折磨的人類，但牠終極的意義是甚麼？」

根據上文，下列選項何者符合其旨意？

要理解痛苦的真相需要更高明的智慧 所有的痛苦都能因為「奉獻」而昇華

生命間的相互支援成就了世間的大愛 不知原因的犧牲反而帶來意外的成就

10 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中非中，而堂為

中。言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如「三過其門不入」，在禹、

稷之世為中，若「居陋巷」，則非中也。「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為中，若「三過

其門不入」，則非中也。（朱熹．呂祖謙《近思錄》）

文章對於禹、稷、顏子的行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天生我材必有用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因時制宜，因地制宜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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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於監察院之行使職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監察院設審計長，行使監察院之審計權

監察院對公務員提出彈劾，由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議

監察院行使調查權，不受法務部調查局之拘束

監察院得調閱偵查終結起訴案件之卷證

2 下列何者屬司法院大法官審理之標的？

關於行政處分是否違憲之審查 關於行政命令是否違憲之審查

關於行政契約是否違憲之審查 關於行政指導是否違憲之審查

3 依司法院釋字第 509 號解釋之意旨，言論自由之功能不包括下列何者？

保障生存 追求真理 溝通意見 實現自我

4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有關總統、副總統之彈劾，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由監察院提出 由司法院大法官審理 應經憲法法庭判決 彈劾成立時，應即解職

5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擔任下列那項職務之人員，並無應邀至立法院委員會備詢之義務？

考試院院長 考試院秘書長 銓敍部部長 考選部高普考試司司長

6 有關總統，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總統為國家元首，亦為憲法明文規定之最高行政機關

基於權力分立，憲法明文規定總統向立法院負責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總統得決定國家安全大政方針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彈劾總統係由監察院為之

7 除內亂、外患罪受刑事之訴追外，下列何者係屬總統所得享有之特權？

卸任後之刑事豁免權 於他人刑事案件為證人之豁免權

民事損害賠償責任之豁免權 國家機密特權

8 關於立法委員之選舉，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選舉制度是採所謂的單一選區兩票制

政黨比例代表有百分之五門檻限制

立法院立法委員自第七屆起 113 人，任期四年

政黨比例代表制下，為求男女平等，已無婦女保障名額規定

9 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立法院人事同意權之行使，不包括下列何者？

大法官 考試委員 行政院院長 監察委員

10 依司法院釋字第 530 號解釋，關於檢察一體原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檢察總長及檢察長有指揮監督各該署及所屬檢察署檢察官之權限

檢察總長、檢察長得親自處理其所指揮監督之檢察官事務，並得將該事務移轉於所指揮監督之其他檢察

官處理之

檢察官實施偵查，受檢察總長或其所屬檢察長之指揮監督，與法官之審判獨立尚屬有間

各級檢察署之行政監督，僅得由檢察總長或其所屬檢察長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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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規定，有關憲法法庭，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合議審理政黨違憲之解散案件

憲法法庭應本於言詞辯論而為裁判

憲法法庭行言詞辯論，須有大法官現有總額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始得為之

憲法法庭為發見真實之必要，得囑託檢察官或調度司法警察為搜索、扣押

12 司法院釋字第 768 號解釋認為具雙重國籍之國民不得任公立醫療機構中公職醫師之規定未違憲，關於其

理由，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公職是特殊類型的工作，應考試服公職權應為工作權之特別類型

公務人員與國家間有緊密之忠誠信任關係，立法者對於其資格具有較大之形成自由

法律未禁止具雙重國籍者擔任教育人員，卻禁止其擔任公立醫療機構醫師，該差別待遇亦屬於立法形成

自由

憲法基本國策規定國家應推行公醫制度，此為憲法委託，立法者負有制定法律之義務，但享有較大之形

成自由

13 下列何者不屬於憲法及增修條文所定之司法權範圍？

公務員之懲戒 政黨違憲解散之宣告

是否與他國締結外交關係 法律及命令之統一解釋

14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憲法第 13 條宗教自由之保障，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基於政教分離原則，宗教團體應享有免稅待遇

內在信仰之自由應受絕對保障，不得加以侵犯或剝奪

信仰宗教者對國家應負之基本義務與責任，不得因宗教信仰之關係而免除

基於宗教中立原則，國家不得對人民特定信仰給予優待或不利益

15 甲、乙 2 人對於同一民法規定聲請釋憲，司法院大法官於 10 月 7 日針對甲之聲請作成解釋，宣告該規定

違憲，並於 2 年後失效。乙之聲請雖經受理，但未併案審理。依司法院大法官相關解釋之意旨，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

該解釋具有一般之拘束力，應於 10 月 9 日起發生效力

甲不得依該解釋提起再審之訴以求救濟

乙得依該解釋提起再審之訴以求救濟

行政機關於 2 年內不得適用該違憲規定

16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隱私權之保障，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保障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免於他人侵擾及維護個人資料自主控制之權利

人民決定是否及如何揭露其個人資料，以及知悉、控制及更正錯誤記載之權利

人民不受任意臨檢、取締或隨機檢查、盤查之隱私權

人民團體之財務運作與資金流向不受國家干預之財務自主隱私權

17 下列何者尚未經司法院大法官解釋肯認為憲法第 22 條所保障之權利？

自主決定是否墮胎之自由 自主決定是否及與何人結婚之自由

自主決定是否及與何人發生性行為之自由 子女確定其生父之真實血統關係之權利

18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契約自由之保障，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涉及財產處分之契約兼受憲法第 15 條財產權及第 22 條之保障

契約自由為個人自主發展與實現自我之重要機制

國家對契約自由之限制均須予以合理之補償

國家基於維護公益之必要，得以法律對契約自由為合理之限制

19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意旨，下列差別待遇，何者合憲？

以國籍和法律實施區域為分類標準，針對請領勞工保險眷屬喪葬津貼之資格予以限制

以家長之性別作為分類標準，規定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之行使，意思不一致時，由父行使

以相同性傾向之伴侶不具有生育能力為由，禁止其辦理法律上之婚姻登記

以是否具警察教育體系學歷為分類標準，區別考試筆試錄取人員之考試訓練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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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結社自由，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結社自由保障人民有組成團體、參與活動的自由

結社自由保障人民團體有決定成員資格和負責人產生方式的絕對自由

結社自由保障人民有不參與結社團體的組成及相關事務的自由

結社自由之保障範圍包括人民集體的意見表達

21 依憲法、增修條文及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行政院院長副署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總統因行政院院長之呈請而發布解散立法院之命令，須經行政院院長之副署

基於行政權內部制衡之設計，總統公布法律須經行政院院長之副署

總統發布依憲法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人員之任免命令，無須行政院院長之副署

總統發布緊急命令，須經行政院院長之副署

22 司法院大法官已承認之憲法第 22 條非明文權利，不包括下列何者？

性行為自由 婚姻自由 財務自由 契約自由

23 有關憲法第 16 條規定之人民請願、訴願及訴訟之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請願係人民向司法機關提起，並須由法院判決之 訴訟之標的，僅限於憲法或公法上之爭議

訴願之標的為所有行政行為 請願與訴願均為法院外之救濟途徑

24 依司法院釋字第 550 號解釋，有關中央與地方之分擔全民健康保險法相關經費，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全民健康保險法屬中央立法並執行之事項

地方對全民健康保險事項負有協力義務

全民健康保險制度之行政經費，應由中央與地方共同分擔

中央得依據法律使地方分擔保險費之補助

25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之規定，下列何者得就其行使職權適用憲法發生疑義，依現有總額一定比例以

上聲請釋憲？

立法委員 監察委員 考試委員 地方議會議員

26 It is futile trying to use water to extinguish a fire fueled by liquids or gases. We should use carbon

dioxide to dilute the oxygen available and stop the burning.

 combustible  fireproof  nonflammable  smoke-free

27 We sell a large variety of fire-fighting equipment, including fire kits, ladders, light portable pumps,

breathing , and so on.

 incubator  purifier  apparatus  duplicator

28 The city plans to restrict the use of firefighting containing certain chemicals that could contaminate

groundwater.

 forum  foam  faucet  flare

29 For fire safety, the contractor needs to be to be sure of the safe use of power and fire.

 misled  monitored  simulated  simplified

30 When we hear a , we should not panic. We should distinguish whether it’s produced by ambulances, police

cars, fire trucks, or one indicating air-raid, and then act accordingly.

 shout  blame  noise  siren

31 If COVID-19 infection is suspected, the medical staff should put on full list of appropriate personal equipment.

 protective  prospective  projective  productive

32 The fire-fighter organization has over 1,000 volunteers who are extensively trained and mostly .

 unidentified  undoubted  unknown  unpaid

33 With the pandemic around, when someone calls 911, the will ask questions about recent travel and

symptoms to screen for coronavirus issues.

 designer  dispatcher  dissenter  design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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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Unauthorized alterations to a building’s fire safety provisions may reduce their fire properties and thus the

fire safety of the building.

 resisting  stimulation  grilling  response

35 To comply with the fire safety directions, fire-rated doors shall be checked and certified in terms of integrity

and .

 illustration  implementation  infection  insulation

36 The firefighter’s is first and foremost designed to protect a firefighter from falling debris and injury to the

head while fighting a fire.

 hat  helmet  cap  vest

37 A fire is a connection point by which firefighters can tap into a water supply. It is a component of active

fire protection.

 hose  line  hydrant  engine

38 of fire fighting, communication and evacuation shall be carried out at least once half a year, with each

session not less than four hours.

 Drama  Drill  Study  Plan

39 A fire safety plan outlines how people should escape a burning house or a building when a fire threatens

the structure.

 identify  push  drill  evacuate

40 In order to extinguish an indoor fire quickly, the could be mounted on the ceiling of every room in the

house.

 fire extinguisher  smoke detector  fire alarm  fire sprinkler system

41 The cause of the fire has not yet been determined, but investigators suspect because they found gasoline

containers and lighters on the site.

 arson  backfire  parson  wildfire

42 Studies suggest that the higher rates among males than females are due to riskier behaviour such as

swimming alone, drinking alcohol before swimming alone and boating.

 drown  drowned  drowning  drowsy

43 Recent fire accidents in nursing homes have brought attention to the importance of using building

materials.

 flamed  flamecare  flameproof  no-flame

44 A explosion is the rapid combustion of fine particles suspended in the air within an enclosed location.

 dust  power  gas  flour

45 Fire are able to determine the original location of a fire through clues such as char patterns and heat

shadows.

 spectators  investigators  investors  researchers

請依下文回答第 46 題至第 50 題：

The higher risk of basement fires has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British Columbia. In this province, high housing

prices have made secondary suites--often located on a home’s lower level--an 46 option as both a mortgage helper

and a source of affordable housing. Many suites are 47 without following the required regulatory process and are

therefore 48 to meet safety standards. This is particularly worrying 49 it comes to electrical wiring, due to the

risk for fires and other electrical injuries. To 50 this risk, it is suggested that an inspection scheme focusing on

electrical safety, and basements in particular, would be effective in reducing the overall burden of electrical fires.

46  offending  eloquent  inventive  attractive

47  installed  insured  insulated  inspected

48  probably  required  unlikely  expected

49  where  there  when  why

50  increase  limit  identify  ass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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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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機關接獲 20 層大樓火災，必須投入大量消防車輛救災，抵達火場

後，優先進行人命搜救任務，依消防機關火場指揮及搶救作業要點規定，

有關人命搜救及到達現場執行水線部署各為何？請申述之。（20 分）

二、血氧數值為救護技術員於救護現場評估傷病患呼吸狀況的重要參考數值，

請說明血氧機的測量方式及評估時須注意影響測量結果之因素。（20 分）

三、某大樓所設置密閉濕式自動撒水設備，其加壓送水裝置為消防幫浦方

式，請說明撒水設備綜合檢查之檢查方法及判定方法為何？（20 分）

乙、測驗題部分：（40 分） 代號：3602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2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為考量場所危險程度及分散檢修申報之時程，依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辦法規定，檢修申報採

分期分類進行，有關場所之申報備查期限，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觀光旅館、飯店為每年 3 月底及 9 月底前 市場、百貨商場為每年 3 月底及 9 月底前

補習班、訓練班為每年 5 月底前 圖書館、博物館為每年 3 月底前

2 消防人員於執行轄內某一建築物之泡沫滅火設備檢查，有關下列何種情形不合規定？

設置移動式泡沫滅火設備，水帶接頭至防護對象任一點之水平距離，都能在 20 公尺以下

放射區域內任一點至泡沫噴頭之水平距離，在 2 公尺以下

移動式泡沫滅火設備泡沫瞄子放射壓力，達到每平方公分 3.7 公斤

移動式泡沫滅火設備泡沫原液是低發泡之泡沫原液

3 你為責任區隊員，辦理消防安全設備之檢修申報複查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進行專業性複查時可免通知管理權人或消防設備師（士），以免渠等事先準備，無法達到抽測

目的

特殊設施場所，可免測試消防安全設備，以免發生危險

受檢對象為夜間營業者，執行複查時仍應以日出後、日沒前為原則

儘量避免影響該場所之工作或營業，如需拆開或移動設備時，應請管理權人派員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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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消防人員至爆竹煙火製造或儲存場所檢查，有關檢查作法，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可就其場所安全防護設施、相關資料及其他必要之物件實施檢查

被檢查者可行使規避權或拒絕

執行檢查職務時，若被檢查者有質疑身分，可出示有關執行職務之證明文件

為因應檢查，可請該場所暫停正常業務之進行

5 某石化工廠新設置一座室外柴油儲槽（正負壓力未達 100 毫米水柱壓力、容量 5000 公秉），業

者於申請完工檢查前，委託專業機構完成相關檢查並出具合格證明文件，若你為承辦人員應確認

該儲槽須實施那些檢查項目？

滿水檢查、水壓檢查、材質檢查 水壓檢查、熔接檢查、破壞檢查

滿水、地盤、基礎及熔接檢查 水壓、地盤、基礎及破壞檢查

6 假設下列場所皆未使用附有防焰標示之地毯，何者為消防安全檢查人員執行現場消防安全檢查

時，必須依消防法之規定，要求限期改善？①樓地板面積 200 平方公尺之超級市場 ②樓地板面

積 300 平方公尺之一般護理之家 ③樓地板面積 200 平方公尺之健身休閒中心 ④樓地板面積

300 平方公尺之美術館 ⑤樓地板面積 500 平方公尺之補習班

①②③ ①④⑤ ③④⑤ ②③⑤

7 消防人員受理消防防護計畫核備審查時，有關計畫之審查項目內容，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場所員工為 20 人者，自衛消防編組得僅設滅火班、通報班及避難引導班

每月至少自行檢查防火避難設施 1 次

每年至少應舉辦 1 次滅火、通報及避難訓練，每次不得少於 4 小時，並應事先通報當地消防機關

遇有增建、改建、修建、室內裝修施工時，應另定消防防護計畫

8 若你為消防隊員，檢視轄區某列管場所之消防防護計畫書，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共同消防防護計畫書應由各防火管理人互推一人為召集人協議製定之

防火避難設施之自行檢查，每月至少檢查一次，檢查結果遇有缺失，應報告防火管理人立即改善

消防機關受理消防防護計畫提報後次日起，15 日內完成審查，並回覆提報人

現有建築物之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應於實際開工日期 3 日前，報請消防機關備查

9 獲報 10 層集合住宅建築火警，到達現場發現 8 樓已冒出火舌，分隊長下令要使用梯間進行垂直

佈線以進行火警搶救，對於梯間垂直佈線的作為，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於樓梯間入口處將水帶佈出，拉起母接頭，沿樓梯向上並使水帶卡在樓梯扶手外緣，垂直於兩

樓之間

因起火層位於 8 樓，因此攜帶第二條水帶（以每 5 層多帶一條）

水帶接頭處需以「三圈栓馬結」固定確保，另一端繩索則固定於樓梯間欄杆或其它固定點

將多餘水帶在梯間以「S 型」迴彎或「圈型」整理

10 當接獲古蹟建築火災，為降低救災過程對古蹟之影響，除依照消防機關火場指揮及搶救作業要點

規定外，有關應注意未受災部分之保護，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對古蹟建築外觀火點，適時採取高空式水霧撒水，在不破壞建築主體原則下，進行滅火及周界

防護

執行室內初期滅火工作時，避免以直接射水方式造成破壞

採取強力入室執行破壞作業，應考慮選擇破壞程度最小方式

為減低對重要文化資產傷害，立即使用水柱掃射可能掉落物

11 消防分隊接獲轄區連棟式 1 層樓鐵皮挑高 4.5 公尺建築物火災，依消防機關火場指揮及搶救作業

要點規定，有關執行通風排煙作業，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採取適當通風排煙，有利人命救助

適當的開設建築物屋頂開口，藉由煙囪效應將煙霧排出去，助於侷限火勢

排煙改善救災人員視線，縮短滅火時間

基於救災時間急迫不須水線掩護，馬上執行通風排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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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當發生大規模鐵皮工廠火災，需要大量救災水源，你被指派運用水箱消防車抽取附近天然水源，

有關消防車吸水操作方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車輛要停放於平坦地面，拉手剎車，引擎先保持低速運轉

取下消防車進水管，將濾網套上放入水中，再佈好水帶及瞄子

踩下離合器，操作泵拉桿，並調整轉速及拉真空泵拉桿吸水

看著壓力錶是否到定位，再打開出水口開關

13 某集合住宅 7 樓發生火災，轄區消防分隊抵達現場發現窗口有災民求救，使用雲梯式高空作業車

進行搶救，若你為雲梯車操作人員，下列操作何者為不適當？

車輛停駐於地質堅硬、平坦之地面，操作固定腳架時使用高空作業車專用墊板，且待固定腳架

伸出固定後始操作梯臂

支撐腳架避免置於排水溝、下水道排水孔蓋或其沿線水泥蓋板上方

操作時將梯體頂部直接靠於建築物之窗口上，讓災民易於迅速進入籃架

為防止待救民眾跳向籃架或節梯，從上往下操作至待救處指導災民進入籃架

14 大型工廠空間廣闊且有各類機台，現場堆積大量成品或半成品，各類管線交錯分布，火災產生大

規模燃燒，濃煙密佈易生救災人員迷路，進入火場需配戴救命器，有關救命器應用功能，下列敘

述何者錯誤？

救命器必須設定不動作的時間，才能自動啟動警報

當消防人員站在同一位置不斷左右搖晃射水滅火，沒有持續移動，會進入警報模式並發出聲響

救命器感應消防人員持續移動，只會有燈號閃爍，不會發出警報聲

消防人員遭到掉落物壓住，可手動強制發出求救警報

15 消防救護人員施行救護，應填具救護紀錄表，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救護紀錄表應填寫病患基本資料、血壓、體溫及血氧等相關生理數據

填具救護紀錄表後分別交由該救護車設置機關（構）及應診之醫療機構保存至少 3 年

醫療機構應將救護紀錄表併病歷保存

到達醫院後應依救護紀錄表上內容與醫護交接病情

16 下列 4 位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OHCA）傷病患，在急救現場施予心肺復甦術（CPR）時按壓與

人工呼吸比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60 歲男子，2 名救護員進行急救，比例為 30：2

 7 歲女孩，2 名救護員進行急救，比例為 15：2

 3 歲男孩，1 名救護員進行急救，比例為 30：2

出生 20 天女嬰，2 名救護員進行急救，比例為 15：2

17 到達救護現場，發現患者為小於 1 個月之新生兒需施以心肺復甦術，其按壓速率應為每分鐘多少

次較為適當？

 60 次  100 次  120 次  150 次

18 你是一名合格的初級救護技術員，前往執行一趟緊急救護案件，下列救護項目何者不得於執行救

護案件時施行之處置？

使用口咽人工呼吸道 量測血糖數值

操作氧氣鼻導管 急產接生

19 你承辦防火管理業務，審查一棟集合住宅所製定的共同消防防護計畫，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共同防火管理協議會不得由大樓管理委員會代之

現有建築物（場所）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應由該大樓管理委員會依法執行

得設置共同防火管理協議會，並由該協議會遴用共同防火管理人，製定共同消防防護計畫

「自衛消防編組」、「滅火、通報、避難訓練之實施相關事宜」業務事項，得由大樓管理委員

會一併委託保全公司、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公司或其它專業機構執行

20 你是救護技術員，執行到院前緊急救護勤務，當你對患者實施評估循環時（circulation），下列敘

述何者錯誤？

以大拇指觸摸動脈點 無意識的患者測量頸動脈

有意識或意識不清的患者測量橈動脈 評估時間不超過 1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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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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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消防法及其施行細則規定，請說明為進行火災調查與鑑定，有關火災

調查鑑定人員之權限與職責。（25 分）

二、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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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餐廳串接使用 50 公斤液化石油氣鋼瓶 10 支，請

詳述該場所應設置之安全設施及管理相關規定。（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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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依災害防救法規定，有關災害防救組織，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主任委員為行政院院長

中央災害防救會報副召集人為政務委員

中央災害防救會報召集人為行政院院長

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執行長為行政院秘書長

2 依爆竹煙火管理條例規定，輸入氯酸鉀之業者應運至合格儲存地點放置，並於入庫前多久時間通

知當地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清點數量後始得入庫？

 1 日  2 日  3 日  5 日

3 依消防法規定，現場各級搶救人員應於救災安全之前提下，衡酌搶救目的與救災風險後，採取適

當之搶救作為，如現場無下列何種危害之虞，得不執行危險性救災行動？

食物中毒 空氣污染 財產 人命

4 依消防法規定，工廠管理權人未提供廠區化學品種類、數量、位置平面配置圖及搶救必要資訊，

或提供資訊內容虛偽不實者，處新臺幣多少罰鍰？

 10 萬元以上 150 萬元以下  3 萬元以上 60 萬元以下

 2 萬元以上 10 萬元以下  1 萬元以上 5 萬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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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依消防法規定，有關消防安全設備之設置及維護，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各類場所之管理權人對其實際支配管理之場所，應設置並維護其消防安全設備

消防機關得依各類場所之危險程度，分類列管檢查及複查

不屬於應設置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旅館、老人福利機構場所之管理權人，應設置 119 火災通報裝置

高層建築物或地下建築物消防安全設備之定期檢修，其管理權人應委託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消

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辦理

6 消防主管機關基於救災及緊急救護需要，得調度公、民營事業機構車輛、船舶、航空器及裝備，

受調度者得請求補償，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補償標準均以政府核定之交通運輸費率標準給付

於調度、運用期間遭受毀損，應予修復

無法修復時，應按時價並參酌已使用時間折舊後，給付毀損補償金

裝備耗損者，應按時價給付

7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下列那個選項不屬於甲類場所？

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 精神護理之家

醫院、療養院 啟明、啟智及啟聰等特殊學校

8 依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辦法規定，有關經由消防安全設備整體性之運作或使用，判斷其機能

之檢查，屬下列何種檢查方式？

外觀檢查 性能檢查 綜合檢查 機能檢查

9 依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救護車輛裝備人力配置標準規定，有關救護人車之設置，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每 1 救護隊至少應設置救護車 1 輛及救護人員 7 名

救護區人口在 20 萬人以上，每滿 5 萬人，救護隊得增加 1 名救護人力

救護人力每增加 7 人，得增加 1 輛救護車

山地、離島、人口密集、工廠密集或醫療資源缺乏區，得視實際需要增設救護隊

10 有關行政院中央災害防救會報之任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執行災害防救基本計畫 督導災害防救基本計畫

決定災害防救之基本方針 推動重要災害防救政策與措施

11 依災害防救法規定，有關統籌調度國內各搜救單位資源，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由行政院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來執行

由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來執行

由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來執行

由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來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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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依災害防救法規定，有關因災害失蹤之人，有事實足認其確已因災死亡而未發現其屍體者，下列

敘述何者錯誤？

失蹤人以法院裁定所確定死亡之時，推定其為死亡

法院得依檢察官之聲請，確定其死亡及死亡之時間

確定死亡與死亡時間之裁定，災害防救法未規定者，準用民法宣告死亡事件之規定

法院得依利害關係人，確定其死亡及死亡之時間

13 依災害防救法規定，有關散播不實災害訊息之處置，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新臺幣 50 萬元以下罰金

足生損害於公眾者，處 3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致人於死者，處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 100 萬元罰金

致人於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14 依災害防救法規定，有關各級政府無法因應災害處理時之處置，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鄉公所無法因應時，縣政府主動派員協助

國防部於發生重大災害時，應主動協助救災

直轄市政府無法因應時，得申請國軍支援

國防部未收到請求支援，不得應召後備軍人

15 依災害防救法及其施行細則規定，有關徵調專門職業技術人員協助救災，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應供給膳宿 應供給交通工具 應供給無線電 可改發代金

16 依爆竹煙火管理條例施行細則規定，有關爆竹煙火之沒入及銷毀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沒入之專供製造爆竹煙火機具、施放器具、原料，得變賣、拍賣

沒入之爆竹煙火成品及半成品，均得變賣、拍賣

沒入之成品、半成品、原料，應先確認所有人後，始得予以沒入

銷毀時間應於上午 9 時後，下午 5 時前為之

17 爆竹煙火製造場所之原料倉庫與廠區外鄰近之集合住宅之安全距離，應在幾公尺以上？

 50 公尺  30 公尺  20 公尺  10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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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公共危

險物製造場所之構造，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僅處理高閃火點物品且其操作溫度未滿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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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防火門窗

牆壁開口有延燒之虞者，應設置 1 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常時關閉式防火門

設於室外之製造或處理液體之設備，應在周圍設置距地面高度在 15 公分以上之圍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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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依消防法規定，有關消防栓設置、費用、保養及維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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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應負責全面測試其性能

設置消防栓所需費用由自來水事業機構全額補助

直轄市、縣（市）政府消防局負責消防栓之保養維護

20 依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處理場所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有關瓦斯行設置

容器保管室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應瓦斯行專用

位於販賣場所同一建築基地之地面一層建築物

容器保管室之外牆與第一類保護物及第二類保護物之安全距離在 8 公尺以上

屋頂應距離地面 4 公尺以上

21 依緊急醫療救護法規定，有關救護技術員執行救護，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救護技術員應依緊急傷病患救護作業程序施行救護

非救護技術員不得使用救護技術員名稱

依救災救護指揮中心派遣送至就近適當醫療機構

救護技術員應依傷病患意願送至其指定醫院

22 依緊急醫療救護法規定，有關救護車裝置及執勤，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車身兩側漆紅色十字及機關（構）名稱

車身後部應漆許可字號

未經所在地直轄市、縣（市）衛生主管機關核准，不得為其他標識

救護車於送醫及返隊途中應使用警鳴器及紅色閃光燈

23 依救護車裝備標準及管理辦法規定，救護車使用範圍，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救護及運送傷病患

緊急運送醫療救護器材、藥品、血液或供移植之器官

運送執行救護專業訓練之救護師資

支援防疫措施

24 依緊急醫療救護法及其施行細則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救護車應定期施行消毒，並維持清潔

救護車於運送疑似傳染病之病人後，應依其情況，施行必要之消毒或去汙處理

醫院收治疑似傳染病之病人，經依傳染病防治法規定報告該管主管機關並經其證實後，應通知

運送救護車所屬之機關（構），採行必要措施

醫院收治疑似傳染病之病人，經依傳染病防治法規定報告該管主管機關並經其證實後，應於 3

日內將結果及應採行必要措施，通知運送救護車所屬之機關（構）

25 依救護技術員管理辦法規定，初級救護技術員不得施行下列何種救護項目？

骨折固定 急產接生 使用自動心臟電擊器 灌洗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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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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等考試

類 科 別：消防警察人員

科 目：消防安全設備概要

考試時間： 1 小時 30 分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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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250
頁次：1－1

一、請說明室內消防栓設備進行綜合檢查時，如測量瞄子直線放水之壓力為

P（kgf/cm2），對於「放水量」之檢查方法與判定方法分別為何？（25 分）

二、請說明設置「避難指標」之相關規定為何？（25 分）

三、請說明設置「預動式自動撒水設備」時，對於加壓空氣、流水檢知裝置二

次側之減壓警報、流水檢知裝置動作時間與撒水頭型式之相關規定為何？

（25 分）

四、請說明設置於室外可燃性高壓氣體儲槽之射水設備時，室外消防栓之設

置、射水設備放水壓力與水源容量之相關規定為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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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等考試

類 科 別：消防警察人員

科 目：消防器材構造與使用

考試時間： 1 小時 30 分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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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220
頁次：1－1

一、依據「直轄市縣市消防車輛裝備及其人力配置標準」，請說明消防車之種

類及其定義。（25 分）

二、渦輪式瞄子射水方式有那些模式？使用時機及注意事項分別為何？

（25 分）

三、搶救化學災害，災害現場狀況不明確時，救災人員應穿著何種裝備執行

搶救任務？其裝備之著裝、卸裝程序為何？（25 分）

四、火災搶救運用引擎式正壓排煙機，進行通風排煙作業時發生無法發動或

運轉不順故障，請說明如何故障排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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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等考試、員級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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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號：40140-40440 
60140-60540 
80140-80740 
14140-14440 

頁次：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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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正在機場跑道旁檢查燈號，儘管天空如此平靜，但他明白，

在最後一班貨機尚未安全抵達之前，『今天』還是充滿未知數的。」

（改寫自安東尼‧聖艾修伯里《夜間飛行》） 

在工作崗位上，如何衡量一天的「開始」與「結束」？抱持「充

滿未知數的今天」是什麼樣的工作態度？從一天的開始到結束，你

如何對待工作上的「今天」？請以「今天還是充滿未知數的」為

題，作文一篇。 

二、公文：（20 分） 
情境敘述： 

鑒於假訊息氾濫，影響社會安定，為有效防制謠言，立法院於本

（108）年 5 月 24 日三讀通過「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增訂第 46 條之

1 條文」，散播食安謠言或不實訊息，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可

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以下同）100 萬元以下罰金；

院會並三讀通過「傳染病防治法部分條文修正案」，散播不實傳染病

疫情，且足以對公眾或他人產生損害，罰金從 50 萬元大幅提高至 3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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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請依上述情境敘述，試擬衛生福利部函，以最速件請各直轄市、

縣（市）政府衛生局，加強宣導上述修法內容，以防制謠言充斥，並

正視聽。 

乙、測驗部分：（20 分）                    代號：4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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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各組選項，前後「」內語詞意義相同的是：  
我不懂這句話的「意思」／這部電影真的很有「意思」 
請他們格外當心，不可「大意」／請簡要說明本文「大意」 
陳教授近年致力於「東西」文化交流／思念是一種很玄的「東西」 
有著「非常」的遭遇可以顯出「非常」的氣節／此人相貌「非常」，只可激，不

可說 
2 「報紙不增張，像是罐頭中的沙丁魚；報紙增張後，像是泡了水的麵包。」 

根據上文，報紙增張前後的比較，主要在說明： 
為增加銷售量，報紙常浮誇事實而乏公信力 
無論張數的多寡，報紙都以民生需求為優先 
報紙的張數雖然增加，內容卻未能同步提升 
報紙是讀者的精神食糧，加量才能滿足需求 

3 「如果一個人無法跟上同伴們的腳步，很可能他聽見的是另外一種鼓聲，那麼，就

讓他隨著他所聽見的節拍去吧！」下列敘述，何者與上句意旨最相近？ 
缺乏團隊精神的人，就讓他離開，不必強留 
品味有雅俗之別，不可以用相同標準來要求 
鐘鼎山林天性不同，應依自己的步伐走向目標 
人生短暫，寧可慢下腳步欣賞，不要隨人起舞 

4 為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於前而色不變，麋鹿興於左而目不瞬，然後可以制利

害，可以待敵。（蘇洵〈權書．心術〉） 
依據上文，下列選項何者符合「為將」的修養？ 
洞燭機先 驍勇善戰 忍耐守靜 制敵千里 

5 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

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史記．滑稽列傳》） 
根據上文，優旃使秦始皇改變主意的勸說方法是： 
揭示道理 委婉諷喻 將心比心 直言極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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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楚有養狙以為生者，楚人謂之狙公。旦日，必部分眾狙於庭，使老狙率以之山中，
求草木之實，賦什一以自奉；或不給，則加鞭箠焉。群狙皆畏苦之，弗敢違也。一
日，有小狙謂眾狙曰：「山之果，公所樹與？」曰：「否也，天生也。」曰：「非
公不得而取與？」曰：「否也，皆得而取也。」曰：「然則吾何假於彼，而為之役
乎？」言未既，眾狙皆寤。其夕，相與伺狙公之寢，破柵毀柙取其積，相攜而入於
林中，不復歸。狙公卒餒而死。郁離子曰：「世有以術使民而無道揆者，其如狙公
乎？惟其昏而未覺也；一旦有開之，其術窮矣。」（劉基《郁離子》）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狙公養猴的寓言就像是統治者治理人民 
人民面對無理剝削的情況，是會起而反抗 
狙有覺醒的意識，是因為受了教育，而有思想的啟蒙 
統治者靠權術役使百姓，一旦人民覺悟，政權就會崩潰 

7 下列詩詞，何者不是表達對歷史的感嘆？ 
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不轉，遺恨失吞吳 
興亡千古繁華夢，詩眼倦天涯。孔林喬木，吳宮蔓草，楚廟寒鴉 
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不同時 
長安一片月，萬戶擣衣聲。秋風吹不盡，總是玉關情。何日平胡虜？良人罷遠征 

8 下列景物的描寫，何者不是由近而遠，逐層推移？ 
河水一片浩渺，河水之外是爛泥的荒灘，荒灘之外是稻田、房舍 
在鄉下小路隔著水田望去，先有門闕，再有庭，再隱約見到庭後的堂屋 
窄窄巷道一轉，巷後藏有三兩家堂屋，堂屋後還有田，田後竟更有山，豁然開朗 
遠處，秧針半吐的水田，如棋盤一樣整齊排列；近處，無心散落的綠色棋子，閒

閒地被灑在局外 
9 「生命發生的聲音有些是聽不見，卻看得見的。某些聲音可以在心中滋長，甚至變

得很喧囂，很龐巨，耳畔卻沒有任何聲響。」 
下列選項，不屬於這種將聲音視覺化描寫的是： 
嚼口香糖的漢子／把手風琴拉成／一條那麼長的無人巷子 
馬蹄聲，孤獨又憂鬱地自遠至近，灑落在沉默的街上，如白色的小花朵 
走在春日喧囂的山林小徑上，耳畔清靜，蹲下來，卻能看見熱鬧鼎沸的聲音 
黑暗中，遙遠的妳突然哭泣不再說話，只把話筒貼在胸口，用噗噗的心跳回答我

殷切的呼喚 
10 「近年來，從美國科技業開始，許多產業都出現了不同角色結盟的工作團隊：擅長

技術的『工匠』、了解市場『行腳商人』，再搭配善於經營管理的『總管』。他們
有時選擇自行掛牌創業，但也可能以團隊為單位應徵一間公司，甚至說服企業主資
助他們成立新事業。創業或是聘雇對他們來說，純粹是資源取得方式的不同。由於
他們具備獨立研發、銷售與運作的能力，得以和大企業保持一種對等的合作關係，
並非像傳統上班族僅能仰賴組織，當個聽命行事的員工。上述的結盟，我們稱之為
『最小戰鬥單位』，在未來的職場，這將成為一股最堅實的勢力！」 
下列敘述，何者最符合本文的看法？ 
人工智慧興起，技術人員將因無法展現專長，漸被淘汰 
未來職場需結合不同專業人才，分工合作發揮整體戰力 
自行創業對「最小戰鬥單位」而言，最能讓團隊發揮所長 
不同角色結盟的工作團隊，因仰賴企業支持，須聽命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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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關立法委員之罷免，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就職未滿 1 年者不得罷免 
罷免案之投票，原則上不得與其他各類選舉同時舉行 
罷免案通過者，被罷免人自解除職務之日起，4 年內不得為同一公職人員候選人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之當選人，不適用罷免之規定 

2 下列何者屬憲法第 129 條所稱之選舉原則？ 
平等原則 公正原則 比例原則 公開原則 

3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有關財產權限制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應符合比例原則 應踐行正當法律程序 應給予合理補償 應符合利益共享原則 

4 有關監察院彈劾權行使之對象，下列何者不屬之？ 
地方政府行政首長  總統 
經國家考試及格任用之公務人員 軍人 

5 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關於直轄市、縣市選出之立法委員，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應按各直轄市、縣市人口比例分配 
每選舉區僅得選出 1 人 
全國當選名單中，婦女不得低於二分之一 
任期 4 年，連選得連任，連任次數不受限制 

6 關於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效力，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大法官作成之解釋，具有拘束全國各級機關及人民之效力 
各該解釋皆自解釋公布之日起算至第 3 日起發生效力 
大法官作成之憲法解釋，與憲法立於同等之法位階 
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經宣告違憲，聲請人得以該解釋為再審或非常上訴之理由 

7 依憲法本文規定，下列有關國稅與縣稅之劃分的敘述，何者正確？ 
由中央立法並執行  由中央立法，但交縣、市執行 
由中央與地方協商立法並執行 由憲法直接規定，並交各級政府執行 

8 總統缺位時，應如何處理？ 
由立法院補選之人代行職務，至總統任期屆滿為止 
由行政院院長代行總統職務，至總統任期屆滿為止 
由副總統繼任，總統任期重新起算 
由副總統繼任，至總統任期屆滿為止 

9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憲法選舉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對於民意代表候選人設定學、經歷限制，大法官曾宣告牴觸憲法 
對於無黨籍總統候選人採行連署制度，大法官曾宣告牴觸憲法 
要求總統候選人繳納競選保證金，大法官曾宣告牴觸憲法 
政黨推薦公職人員選舉之候選人減半繳納保證金，大法官曾宣告牴觸憲法 

10 依憲法增修條文與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關於立法委員選舉制度之敘述，何者錯誤？ 
不分區立法委員依政黨名單投票選舉之 
不分區立法委員當選後，無法由人民罷免 
不分區立法委員若失去黨員資格，則喪失立法委員資格 
政黨至少要得到百分之五的政黨票，始得分配不分區立法委員席次之規定，違憲 

11 下列何種職業證照，經大法官解釋後，方納入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之考試範圍？ 
記帳士 職業小客車駕駛 不動產估價師 中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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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有關人民應考試、服公職之權利，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專門職業人員應試科目之決定，限制人民職業自由及應考試之權，不得由考試機關基於法律授權以命

令規定 
曾受刑之宣告者，不得報考國軍志願役專業預備軍官預備士官班，與憲法保障人民服公職之權利意旨

不符 
機關因改組、解散或改隸致對公務人員之憲法所保障服公職之權利，有重大不利影響者，應設過渡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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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合憲 

13 下列何者並非憲法明文列舉之權利？ 
秘密通訊自由 宗教自由 應考試權 隱私權 

14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有關憲法第 14 條結社自由之敘述，何者錯誤？ 
人民組織政黨須事前取得許可，以避免危害中華民國之存在 
人民組織政黨無須事前許可，即使有危害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虞 
結社自由保障人民團體成立時之命名權 
結社自由保障人民團體成立後之更名權 

15 依憲法及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有關人民受教育之權利，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憲法保障人人享有受教育之公平機會 
人民得請求國家提供以國民教育為內容之給付 
人民受國民教育以外教育之權利，並未受憲法保障 
若基於非人力所得控制之分類標準，對人民受教育之權利予以差別對待，應受較為嚴格之審查 

16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關於言論自由之敘述，何者有誤？ 
正確之商品標示亦有自我實現之功能 
消極不表意自由亦受憲法第 11 條之保障 
出於營利目的之性言論不受憲法保障 
社會多數共通之性價值秩序得為限制性少數言論之正當目的 

17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下列關於平等權之敘述何者錯誤？ 
對於不同意改建之原眷戶得逕行註銷其眷舍居住憑證之規定，不違反平等權 
所得稅法以一定年齡為減除免稅額之要件，違反平等權 
要求達一定規模之政府採購得標廠商需進用一定比例原住民之規定，不違反平等權 
限制兼具藥師及護理人員資格者，只能在同一處所執業之規定，不違反平等權 

18 依司法院釋字第 708 號解釋，關於外國人受驅逐前之暫時收容，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外國人之人身自由亦受我國憲法保障 
對於外國人之暫時收容，亦屬對於人身自由之剝奪 
關於人身自由之保障，刑事被告與非刑事被告不必完全相同 
對於外國人之收容無須經法院審查 

19 有關憲法之施行及修改之相關疑義，應由下列那一機關解釋之？ 
立法院 總統 司法院大法官 各級法院 

20 依憲法與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下列何者不屬總統之職權？ 
發布緊急命令  任免文武官員  
解散立法院  至立法院發表國情咨文並備質詢 

21 有關獨立行政機關，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獨立機關之存在對於行政一體及責任政治有所減損，其設置應屬例外 
獨立機關之委員應依各政黨在立法院所占席次比例產生，行政院僅有名義上之提名與任命權 
獨立機關為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自主運作，不受其他機關指揮監督之合議制機關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及公平交易委員會為獨立機關 

22 依司法院釋字第 530 號解釋意旨，為實現審判獨立，下列那一機關得就審理事項發布規則？ 
法務部 司法院 大法官 法官之職務法庭 

23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有關司法權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憲法第 8 條第 1 項所稱之司法機關，包括檢察機關 
公證屬實質意義之司法 
憲法第 8 條第 2 項所稱之法院，不包括檢察機關 
固有意義之司法，包括違憲政黨解散之審理 

24 關於我國憲法基本國策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10 項取消了憲法本文關於教育、科學、文化預算經費之下限，僅規定教育經

費仍應優先編列 
 6 歲至 15 歲之學齡兒童，一律受基本教育，免納學費 
國家應扶助並保護中小型經濟事業之生存與發展 
環境及生態保護應優先於經濟及科學技術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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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戶政事務所拒絕為相同性別之二人辦理結婚登記，涉及下列何種基本權利？ 
婚姻自由及人身自由 人格權及婚姻自由 財產權及婚姻自由 婚姻自由及平等權 

26       detectors are more popular nowadays and almost have replaced traditional fixed devices in fire detection 
and alarm systems. 
Addressable Beam Flame Conventional 

27 Nursing homes are       by patients’ mobility that imposes evacuation challenges. 
customized characterized estimated evaluated 

28       are important systems relevant to detecting the presence of products of combustion, notifying response 
teams, and providing information to building occupants. 
Fire detection and alarm systems Fire suppression systems 
Egress systems  Firefighting systems 

29 Sprinkler and standpipe system       are typically limited to maximum working pressures of approximately 10 
Kgf/cm2. 
combinations compartments components consumptions 

30 Because of the construction nature, super tall buildings complicate smoke spread and therefore make smoke 
control more difficult to      . 
achieve dismiss release evaporate 

31 It is impossible to predict all of the possible       a fire fighter may encounter. 
brochures hazards postures safeguards 

32 One fireman was seriously injured while he was       fire at the newly-built hospital. 
cultivating devouring inventing tackling 

33 Firefighters have a wide range of       , including fire response, emergency medical treatment, and rescue 
operations. 
affairs duties goals phases 

34 A       review of the work is carried out by an officer in order to maintain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he 
fire service as a whole. 
periodic racial fatuous vicious 

35 By the time the fire was      ,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euros had been pledged towards the cathedral's 
reconstruction. 
ignited kindled distinguished extinguished 

請依下文回答第 36 題至第 40 題 
A forest fire in southwestern China turned deadly over the weekend when winds changed unexpectedly, trapping 

firefighters and local officials. The bodies of 30 people who could not   36   were found on Monday, officials 
announced, even as the fire continued to burn out of control. 

   37   those who died were the chief of a regional forestry bureau in Sichuan Province, and his deputy, the 
state media reported. The officials had traveled to the scene of the fire, which broke out on Saturday in a remote 
location at   38   nearing 13,000 feet, and they had not been heard from   39  . 

“A huge   40   was formed in an instant,” the Ministry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said in a statement 
announcing the deaths. 

The death toll appeared to be the largest for firefighters in China since a devastating blaze at a chemical plant in 
Tianjin killed more than 100 in 2015. 
36 escape inhale hike panic 
37 Among Beside Since Until 
38 altitudes attitudes landslides longitudes 
39 about past since within 
40 fireball firecracker fireman fireplace 

請依下文回答第 41 題至第 45 題 
Bees and France have a long history together. In the 1800s, Napoleon Bonaparte chose the bee as a symbol of 

France. In the same century, in 1865, the beekeeping school of Luxembourg Gardens in Paris was started. At that time 
there were around 2,000 beehives in the city. After that the numbers went down for some time, but beekeeping has 
become popular again recently. Now there are over 700 hives in Paris. Some of these hives are actually on the roofs of 
famous Parisian buildings such as Notre Dame, the Opéra Garnier, and the Grand Palais. Others are kept on the roofs 
of famous hotels and restaurants such as the Mandarin-Oriental. Down below in the kitchens, chefs use the unique 
honey to make tasty desse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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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st amazing part of the bees and their honey is not even where they live. It is the amount, the quality, and the 
flavor of the honey. First, city bees make three to five times more honey than country bees. This may be because there 
are no pesticides in the parks and gardens in Paris. Rural French beekeepers lose up to 40 percent of their hives each 
year because of disease, pesticides, and other causes. However, urban beekeepers lose less than five percent. 

“That’s interesting,” you might be thinking, “but isn’t there a lot of pollution in Paris?” In fact, the pollution does 
not seem to affect the honey. Parisian honey was tested for 30 kinds of pollution, and none was found. 

As for the taste, Parisian bees have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flowers and exotic plants to choose from. In the 
countryside, however, there is usually only one type of plant. The flowers in Paris give the honey a special taste like 
cherry or bubblegum. Although the honey is popular, it is quite expensive. 

Beekeepers in Paris face some small problems. For instance, if there are too many hives in one area, the bees might 
not have enough food. Therefore, beekeepers must work together and spread out their hives. Another problem is bees in 
restaurants. One beekeeper had to remove his hives from the roof of a restaurant after his bees started drinking from the 
flower vases. However, most problems can be avoided if beekeepers are responsible. 
41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how many beehives are there in Paris now? 

Over 700 1800s 1900s Around 2000 
42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NOT the most amazing feature of Parisian bees and their 

honey? 
Amount Flavor Location Quality 

43 What does the word “exotic” mean in this passage? 
Beautiful Blooming Fresh Foreign 

44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TRUE? 
Parisian bees make less honey than country bees. Parisian bees are affected by urban pollution. 
Parisian honey is tastier than rural honey. Bees have no problem finding food in Paris. 

45 Which of the following titles best describes this passage? 
The Bee Is a Symbol of France Beehives on Rooftops of Paris 
Parisian Honey Is Expensive Problems of Beekeeping in Paris 

請依下文回答第 46 題至第 50 題 
Since occupants of an office building can be expected to be familiar with their environment, have less delay in 

starting their evacuation, and are generally more mobile and able bodied, they will likely take less time to reach 
protected exits. Therefore, an office building smoke control system might be limited to active systems to protect its 
stairways and passive means to protect floor-to-floor smoke spread. If, however, the same office building has high 
occupant loads per floor or the building includes assembly or dining at the top floor(s), or there is a simultaneous 
evacuation of numerous floors resulting in longer evacuation times due to queuing, the additional analysis may be 
necessary to determine whether additional active or passive smoke control measures are necessary. 
46 Why do the staff in the office buildings have more available time in starting their evacuation? 

Because they are younger 
Because they know where they are 
Because they have frequent fire drills 
Because the detection and alarm systems activate normally 

47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NOT the possible path for floor-to-floor smoke spread in office buildings?  
Pipeline shafts  Air conditioning systems 
Adjacent compartmentations Staircases 

48 Which of the following possible active systems can be inferred from the passage? 
Adopting fire doors  Adopting fire-resistant materials 
Adopting flame retardant materials Adopting mechanical ventilation 

49 Which of the following possible passive means can be inferred from the passage? 
Adopting a sprinkler system Adopting a fire detection system 
Adopting fire-resistant materials Adopting an indoor hydrant system 

50 Which occupancy cannot be called “an assembly”? 
A sport stadium A theater A conference hall A labora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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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依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之規定，公

共危險物品一般處理場所之定義為何？該一般處理場所之構造應符合

那些規定？（25 分） 

二、依緊急醫療救護法之規定，試問救災救護指揮中心之任務為何？請詳述之。

（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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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依消防法之規定，使用燃氣之熱水器及配管之承裝業違反規定，要處負責人或行為人新臺幣 1 萬

元以上 5 萬元以下之罰鍰，下列何項非屬違反之項目？ 

未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 

未僱用領有合格證照者從事熱水器及配管之安裝 

未依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熱水器及配管安裝標準從事安裝工作者 

違反或逾越營業登記事項而營業者 

2 依消防法之規定，應設置消防安全設備之場所，其管理權人應委託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定期

檢修消防安全設備，其檢修結果應依限報請當地消防機關備查，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檢修：指消防安全設備施工完成後之功能測試，並製作消防安全設備測試報告書 

綜合檢查：經由消防安全設備整體性之運作或使用，判別其機能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之甲類場所，每年應實施檢修申報 1 次 

應設消防安全設備之集合住宅，其消防安全設備定期之檢查，得由地方消防機關聘用或委託消

防專業人員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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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依消防法之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實施認可之消防機具、器材及設備，非經中央主管機關所

登錄機構之認可，並附加認可標示者，不得銷售、陳列或設置使用，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經公告應認可之消防安全設備，應依序實施型式認可及個別認可。但因性質特殊，經中央主管

機關認定者，得不依序實施 

登錄機構辦理認可所需費用，由申請人負擔，其收費項目及費額，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 

經公告應實施認可之消防安全設備，未經認可而銷售或設置者，處其銷售或設置人員新臺幣 2

萬元以上 10 萬元以下罰鍰 

經公告應實施認可之消防安全設備，未經認可而陳列者，經勸導改善仍不改善，處其陳列人員

新臺幣 1 萬元以上 5 萬元以下罰鍰 

4 依消防法之規定，基於救災及緊急救護需要，下列何者得調度、運用政府機關、公、民營事業機

構消防、救災、救護人員、車輛、船舶、航空器及裝備？ 

各級消防主管機關  鄉（鎮、市、區）公所 

各級消防機關  直轄市、縣（市）政府消防局 

5 依消防法之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實施認可之消防機具、器材及設備，非經中央主管機關

所登錄機構之認可，不得銷售、陳列或設置使用。此規定中，登錄機構辦理認可所需費用由下列

何者負擔？ 

申請人 登錄機構 地方消防局 內政部消防署 

6 依消防法施行細則之規定，總樓地板面積在 X 平方公尺以上之餐廳、Y 平方公尺以上之超級市

場、Z 平方公尺以上之補習班，應遴用防火管理人。X+Y+Z 之和為下列何者？ 

 300  500  1000  1200 

7 依消防法之規定，某餐廳業者若欲使用火焰進行表演性質之活動，應由下列何者向主管機關申請

許可？ 

該餐廳管理權人  該餐廳防火管理人 

該餐廳委託之消防設備師 該次活動表演人 

8 依消防法之規定，地面樓層達多少層以上建築物，其管理權人應使用附有防焰標示之地毯、窗簾、

布幕、展示用廣告板及其他指定之防焰物品？ 

 11 層  15 層  16 層  25 層 

9 依消防法之規定，液化石油氣零售業者應備置容器儲存場所管理等相關資料，並定期向轄區消防

機關申報，零售業者應至少保存多久，以備查核？ 

 1 年  2 年  3 年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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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依消防法規定，有關消防栓之設置及管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由自來水事業機構本權責選擇地點設置 

設置費用地方政府應酌予補助 

設置費用由自來水事業機構負責 

保養維護由消防單位負責 

11 依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之規定，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實施下列何項作為，應予公告？ 

徵調相關專門職業、技術人員及所徵用物資之操作人員協助救災 

緊急應變措施之宣示、發布及執行 

指定道路區間、水域、空域高度，限制或禁止車輛、船舶或航空器之通行 

危險建築物、工作物之拆除及災害現場障礙物之移除 

12 依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之規定，徵調書應記載事項，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支援地區 報到時間及地點 處分機關名稱  徵用物名稱及規格 

13 依災害防救法之規定，為執行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核定之災害防救政策，推動重大災害防救任務與

措施，行政院設立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何人兼任？ 

行政院院長 行政院副院長 內政部部長  消防署署長 

14 依災害防救法規定，下列何者為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的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經濟部 環保署 內政部 交通部 

15 依災害防救法之規定，有關各級災害防救組織及計畫，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主任委員，由行政院院長兼任 

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決定災害防救基本方針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為行政院院長 

直轄市、縣（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應報由中央災害防救會報備查 

16 依爆竹煙火管理條例之規定，下列何者非中央主管機關之權責？ 

爆竹煙火製造之許可、撤銷及廢止 一般爆竹煙火認可相關業務之辦理 

爆竹煙火監督人講習、訓練之規劃及辦理 爆竹煙火輸入之許可 

17 依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之規定，有關六類物品製造場所設置

位置，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外牆或相當於該外牆之設施外側，與廠區外鄰近古蹟場所之距離，應在 50 公尺以上 

外牆或相當於該外牆之設施外側，與廠區外鄰近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或

處理場所之距離，應在 20 公尺以上 

四周保留空地寬度應在 3 公尺以上；儲存量達管制量 10 倍以上者，四周保留空地寬度應在 5

公尺以上 

與加油站之距離應在 15 公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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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依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之規定，有關瓦斯行之儲存場所下列

敘述何者正確？ 

通路面積至少應占儲存場所面積之 20%以上 

採用不燃材料構造之地面二層建築物，屋頂應以輕質金屬板或其他輕質不燃材料覆蓋，屋簷並

應距離地面 2.5 公尺以上 

灌氣容器、殘氣容器及逾期鋼瓶，應分開儲存，並直立放置，且不可重疊堆放 

周圍 3 公尺範圍內，應嚴禁煙火，且不得存放任何可燃性物質 

19 依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之規定，下列何者非為各級政府對於被徵調之協助救災人員之供給項目？ 

公假 改發代金 交通工具 膳宿 

20 依爆竹煙火製造儲存販賣場所設置及安全管理辦法之規定，所定之防火牆，其與倉庫外牆之距離

須在多少公尺以上？ 

 1  2  3  5 

21 依爆竹煙火管理條例施行細則之規定，下列物品何者非為一般爆竹煙火種類？ 

火花類 旋轉類 舞臺煙火類 摔炮類 

22 依爆竹煙火管理條例之規定，下列何種爆竹煙火場所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①爆竹煙火製

造場所 ②一般爆竹煙火施放場所 ③ 達管制量之爆竹煙火販賣場所 ④達管制量之爆竹

煙火儲存場所 

②④ ①②③ ②③④ ①③④ 

23 依緊急醫療救護法施行細則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醫院收治一定傳染病或疑似一定傳染病之病人，經依傳染病防治法規定報告該管主管機關並經

其證實後，應於 72 小時內將結果及應採行之必要措施，通知運送救護車所屬之機關（構） 

單一事故、災害發生之傷病患人數達 15 人以上，或預判可能達 15 人以上者，稱為大量傷病患 

救護車設置機（關）構規定收取費用時，應掣給收費憑證 

直轄市、縣（市）衛生主管機關應每年至少辦理一次轄區內醫療機構緊急醫療業務督導考核 

24 依緊急救護辦法之規定，有關救護車輛及裝載物品之消毒或去污處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運送輻射物質污染之傷病患，每 2 次消毒 1 次 

每次運送受化學污染之傷病患後，進行去污處理 

當日有 2 次以上使用，應於當日消毒 1 次 

每 2 個月定期消毒 1 次 

25 依緊急醫療救護法之規定，下列何者非為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之救災救護指揮中心處理之

緊急救護事項？ 

緊急傷病患救護作業程序之諮詢  

聯絡醫療機構接受緊急傷病患  

提供緊急傷病患送達醫療機構前之緊急傷病諮詢  

聯絡救護運輸工具之設置機關（構）執行緊急救護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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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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層集合住宅大樓火災，同一基地有ABC 3 棟，內部計有 3 部電梯，3
座室內安全梯，各棟各層有 3 戶，起火層疑似於 B 棟 7 層，且 7 層、8 層、

11 層陽台有受困災民；你是轄區消防隊員抵達火場後，優先進行人命搜救

任務，應如何在安全狀況下，依標準作業程序執行人命搜救？（20 分） 

二、某市救災救護指揮中心於某日 20 時 49 分接獲○○路○○號 7 樓到院前心

肺功能停止病患（OHCA）救護勤務，你與另 1 名救護人員奉派出勤，於

20 時 53 分到達該址 1 樓，立即攜帶急救包、氧氣組、自動心臟電擊器及

搬運器材等急救器材至 7 樓查看，現場為佛堂並發現 1 名男性患者（約 60
歲）躺在地板上，患者已無意識、無呼吸，患者的太太在旁照料，除了進

行初步評估及必要的急救處置外，應同時詢問家屬那些問題？（20 分） 

三、若你為消防隊員，轄區內有某一液化石油氣分裝場所，其屬可燃性高壓

氣體場所部分，依規定該分裝場應確認容器符合那些事項，才能對液化

石油氣容器予以灌氣？（20 分） 
乙、測驗題部分：（40 分）                     代號：3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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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若你為消防隊員，進行消防安全設備之檢查時，下列何處所非屬得免設緊急照明設備之場所？ 
儲藏室 電梯機械室 集合住宅之居室 不在避難層之辦公室 

2 一消防責任區隊員在某大樓執行消防安全檢查，發現密閉式撒水頭裝置於樑下時，迴水板與樑底
之間距太大，且與天花板之間距也過長，有關判斷是否符合規定之依據為下列何者？ 
密閉式撒水頭迴水板與樑底之間距不得大於 10 公分，且與天花板之間距不得大於 50 公分 
密閉式撒水頭迴水板與樑底之間距不得大於 50 公分，且與天花板之間距不得大於 10 公分 
密閉式撒水頭迴水板與樑底之間距不得大於 15 公分，且與天花板之間距不得大於 40 公分 
密閉式撒水頭迴水板與樑底之間距不得大於 40 公分，且與天花板之間距不得大於 15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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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民眾檢舉某一倉庫內非法儲存爆竹煙火，若你為消防隊員，前往查處後發現現場均為連珠炮，其
中有附加認可標示合計火藥量 5 公斤（總重量為 30 公斤）；另未附加認可標示者，因無標示無
法計算火藥量，其總重量 20 公斤，研判後續查處作法，下列何者正確？（註：連珠炮管制量為
火藥量 10 公斤或總重量 50 公斤） 
以總重量計算該場所連珠炮剛好達管制量，可檢討其位置、構造及設備是否符合儲存場所相關
規定 
以總重量計算該場所連珠炮剛好達管制量，可檢討該場所是否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 
經計算該場所未達管制量，無法視為爆竹煙火場所檢討，該場所未違反法令規定 
經計算該場所未達管制量，惟對未附加認可標示之連珠炮，持有達管制量五分之一，可沒入並
對負責人處罰鍰 

4 某日民眾檢舉有兒童在公園施放一般爆竹煙火，若你為消防隊員，前往現場查處，下列查處作為，
何者錯誤？ 
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之人於兒童施放一般爆竹煙火時未陪同，可處罰鍰 
兒童施放一般爆竹煙火時，應有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之人陪同，其中，兒童係指
年齡在 14 歲以下者 
如兒童施放一般爆竹煙火中有沖天炮，係屬內政部公告禁止兒童施放一般爆竹煙火之飛行類產品 
如兒童所施放一般爆竹煙火屬升空類、飛行類或摔炮類產品，應再追查販賣予兒童業者之責任 

5 執行消防安檢勤務時，發現某家爆竹煙火製造廠家未具有內政部核發之製造爆竹煙火的許可文
件，但有一般性的工廠登記證，對於該廠家所持有爆竹煙火之成品、半成品、原料及製造機具，
下列處置何者正確？ 
製造機具及有認可標示之爆竹煙火得變賣或拍賣予合法之業者 
移送警政單位予以沒入 
有認可標示之爆竹煙火應於拍照後銷毀之 
確認該爆竹煙火廠家不論是否獲得製造許可文件均得處刑事罰或罰鍰 

6 若你為消防隊員，從事某一火場之搶救，當要進行玻璃窗之破壞時，應採行的安全注意事項，下
列敘述何者正確？ 
緊急時赤手擊窗  破窗時立於下風處 
擊破後即可從窗框進入 破窗時持工具的手應保持在擊破位置上方 

7 若你為消防責任區隊員，在查察責任區列管對象時，有一宗教團體詢問於室內例行之祈福、祈禱
或彌撒中點燃蠟燭，是否會違法之問題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違反消防法 
違反明火表演安全管理辦法 
為儀式之必要行為，而非表演性質時，非法定明火表演規定之範疇 
為儀式之必要行為，雖非表演性質，但需向消防機關報備 

8 若你為消防責任區隊員，到轄內之大型護理之家實施消防檢查時，核對防護計畫書自衛消防編
組，發現少部分編組人員已離職，且日、夜間人員編組皆相同，未依規定變更消防防護計畫，下
列處理原則何者正確？ 
因屬嚴重違規，不須限期改善，應逕行舉發並裁處 
因屬嚴重違規，須限期改善，改善期限以 90 日為原則 
因屬嚴重違規，須限期改善，改善期限以 30 日為原則 
因屬一般違規，要求 3 日內向消防機關重新提報 

9 某日國道高速公路 1 輛苯乙烯槽車因車禍燃燒爆炸，轄區分隊接獲派遣，到達現場發現火勢很
大，若你為消防人員，想利用雲梯車升梯放射泡沫，考量車輛部署安全，下列何者最不合適？ 
車輛停放於槽車車頭適當安全距離 車輛停放於槽車旁邊堅固牆壁或固著物旁 
車輛停放於槽車上風處 車輛停放於槽車的車頭處 

10 某日消防局 119 指揮中心接獲民眾報案，指出轄區工廠內部烤漆爐起火，到處都是煙，而且現場
為連棟式鐵皮工廠，出動大批消防人員、各式消防車前往救災，此時安全官運用熱顯像儀觀測火
場溫度，發現門窗開口處濃煙變成黑色夾雜著黃褐色，且呈現滾動狀，下列何種觀測值是決定立
即撤離的適當判斷？ 
火場下層溫度超過 600°C 火場中層溫度超過 600°C 
火場上層溫度超過 600°C 火場外層溫度超過 600°C 



代號：60230 
頁次：3－3  

 

11 颱風來襲，民眾受困沙洲，消防人員執行水域救生應穿著或攜帶安全防護裝備或器材，若你是現
場消防人員，下列何者最不適當？ 
防寒衣  個人漂浮設備（PFD） 
拋繩袋  消防衣外加救生衣 

12 有 1 位民眾站在 5 樓陽台想自殺，此時消防指揮官要求你使用繩索上登至 6 樓待命，此時你如何
選擇可有效快速上登及止動的繩結？ 
接索結 水結 纏身結 蝴蝶結 

13 你為消防隊員，於某建築物火災中，須沿著梯間進行垂直佈線時，下列那一項水帶的延伸與處理
方式最不適當？ 
公接頭放在入口處，母接頭沿樓梯往上延伸 
水帶接頭處以「三圈雙馬結」固定確認，另一端繩索固定於欄杆或其他固定點 
將水帶在樓梯間以「S 型」迴彎或「圈型」整理 
水帶沿樓梯向上延伸，並使水帶卡在樓梯扶手外緣 

14 某海邊有釣客落水，你擔任救生工作，立即操作救生艇前往事故處搶救。研判下列有關救生艇操
作安全要領，何者最不適當？ 
船外機應裝置在船尾橫材正中央處 
應緩慢接近溺者，船頭並與浪保持垂直 
行駛中入水救人，跳水救生者應與救生艇方向盤轉向相反側 
遇礁石區時，應緩慢前進或將船外機拉起改用人力划槳 

15 某國小校園附近一高壓電變壓器發生火災，抵現場發現該變壓器為油浸式，絕緣熱油已溢出，持續
燃燒，採射水降溫，考慮高壓電線（器），避免造成救災人員觸電之危險，下列措施何者最適當？ 
在距離變壓器 10 公尺處，以展開角度 45 度之水霧射水，瞄子出水壓力 7kgf/cm2 
在距離變壓器 6 公尺處，以展開角度 30 度之水霧射水，瞄子出水壓力 3.5kgf/cm2 
在距離變壓器 15 公尺處，以向上角度 45 度拋物線之直線射水，瞄子出水壓力 7kgf/cm2 
在距離變壓器 6 公尺處，以向上角度 30 度拋物線之直線射水，瞄子出水壓力 3.5kgf/cm2 

16 若你為消防隊員，執行某火場搶救時，研判下列對於甲種搶救圖的敘述何者錯誤？ 
應顯示建築物各層內部區劃 
應含街道位置及水源位置等資料 
應註記消防車、指揮站位置 
應顯示建築物用途與高度 

17 有關公共場所設置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的放置規定，若你為消防隊員，試判斷下列何者錯誤？ 
為方便救人時節省時間方便取用，規定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放置處不得上鎖，並不得有外
框及警鈴 
應放置於場所內明顯、方便取得使用之處 
放置場所應附上操作程序 
該場所平面圖上應標示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位置，並於重要入口設有明顯指示標誌 

18 1 名 70 歲男性病患有心臟病史，某日在家中看電視時，突然身體不適，躺臥於家中沙發椅，家
屬打 119 電話要求送醫。你是救護技術員，到達現場，以「清、聲、痛、否」評估意識、檢查呼
吸道及給予氧氣治療，下列敘述何者最不適當？ 
以下顎推舉法評估有無呼吸及雜音 
以壓額抬下巴法打開呼吸道 
氧氣面罩流量為每分鐘 6 至 10 公升 
抽吸前應先給氧 

19 若你為消防隊員，參與某救護勤務，有關大量傷病患之相關規定，試研判下列敘述何者最不適當？ 
單一事故、災害發生之傷病患達 15 人以上 
消防機關對於發生於鄰近地區之大量傷病患，應予支援 
參與現場急救救護人員應依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協調系統之指揮 
遇大量傷病患救護，救災救護指揮中心得派遣當地醫院救護車及救護人員出勤 

20 若你為消防救護人員，當施行救護時，應填具救護紀錄表，分別交由救護車設置機關及應診之醫
療機構，試問該紀錄表至少要保存幾年？ 
 5 年  7 年  9 年  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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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試說明進行滅火器外觀檢查時，其設置狀況的檢查方法與判定方法分別

為何？（25 分） 

二、試說明緊急廣播設備採用緊急電話啓動方式時，其設置規定為何？（25 分） 

三、試依據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說明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探測

器其裝置位置之有關規定為何？（25 分） 

四、試針對「公共危險物品製造場所」及「室外儲槽場所」，說明此兩類場

所如符合一般滅火困難場所之規定分別為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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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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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試 別：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 別：消防警察人員 
科 目：消防器材構造與使用 
考試時間： 1 小時 30 分 座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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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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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前消防機關執行高空救災作業，所使用雲梯消防車計有那些型式車

種？（5 分）試比較各式雲梯消防車使用上之優缺點？（20 分） 

二、火災現場位於一狹小巷弄四層樓高連棟式建築物之 2、3 樓（該層樓未

裝置鐵窗），當各式大型消防車輛難以進入執行救災救生搶救作業時，

消防救災人員應充分運用那種消防車？那種救災裝備？那種救火裝

備？（5 分）其使用時應注意之事項為何？（20 分） 

三、有關消防幫浦中止水閥與逆止閥之功用各為何？（6 分）何謂呼水裝置

及注水方法？（6 分）何謂水擊作用？（3 分）救命器保養維護應注意

事項為何？（10 分）請分述之。 

四、請詳述熱顯像儀之主要構造元素、性能、功用及具有那些優點？（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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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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哲學家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根據自己的長相描繪

天才的特徵，他說天才的脖子短，如此心臟的血液才能快速地行抵腦部。 

    大象的脖子比叔本華更短，但卻非什麼「天才」，而是演化上不得不的「設

計」。大象體型龐大，是為支撐體重；為了維持時速約二十哩的奔跑，四條腿

也變得粗壯，而且膝關節下降。還有，為了支撐碩大的頭部，必須將頭盡可能

靠近肩膀上方，所以脖子就變得特別短。這樣一來，頭部的活動不方便，又難

以彎身飲水，於是只好長出一個又長又靈活的鼻子來代勞。 

    其實很多生物界的演化現象都告訴我們，對一件事情，乃至對一個人、一

個群體……都宜避免孤立地觀察，而應該把它放在一個更大的結構裡，才能看

出它的意義來。人類與其他物種一樣，不論與生俱來有任何長項或缺陷，都

是相對性的。請以「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為題，作文一篇，闡述其中的

道理和一己的感受。 

二、公文：（20 分） 

    由於網路資訊發達，近年來閱讀書籍的人口比例普遍下降，雖日新月異的

手機、電腦確實能滿足現代人的各類需求，惟緩速閱讀優質紙本書籍，其潛移

默化的功能，還是值得珍惜。 

    試擬○○縣（市）政府教育局（處）致所屬各國民小學函：請辦理「書香

市集」，邀請學生及家長將家中閱畢的圖書帶至市集擺攤，藉由相互流通，以

求物盡其用，共享另類書香體驗。活動內容請預先規劃書籍分類區、現場導覽

服務、相關影像播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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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列文句都有同音詞出現，使用不恰當的選項是： 

公司「厲行」節能減碳運動，要求每個員工都要身體「力行」，全力配合 

財稅新制「反映」出政府亟欲紓解財政困窘的決心，群眾卻普遍「反應」不佳 

面對群眾抗爭，肩負如麻「國事」的元首，邀請各界代表緊急召開「國是」會議 

國內出現重大工程關說弊案，有心人士從中「盈利」，竟然超過正常「營利」所得 

2 「五月一到，蟲虺紛紛從冬眠中醒來，開始來報到了。入夜屋裡亮起了燈，牠們便攀附在紗窗上伺機□

□□□。」「蛇目蝶多數時間冷靜、專注、如一位入定的禪者，在某個陰黯處望著一株草沉思。他們不

會入定到離魂喪魄，□□□□。當你進入警戒範圍，他們會從你意想不到的方位遁飛而去。」「四月流

螢汛起，流光掛上樹梢，掛得真快。先是疏疏幾點彈落，彷彿□□□□，然而禁不住一日二日三回駐足，

忽忽一轉頭，碎光煥發，一下子就輕快愉悅的燈花閃了滿地。」 

上文空缺處最適合填入的語詞，依序是： 

棄暗投明／槁木死灰／似有若無 匍匐前進／呆若木雞／銀河傾瀉 

謀定後動／不動如山／火樹銀花 引火自焚／槁木死灰／一月如鉤 

3 「有一段時間，我曾一直想如何快速致富，可是做新聞工作，領的是薪水，唯一能想的是省吃儉用，省

點小錢；想發財，門都沒有！轉換跑道，去創業嗎？沒準備好，也不敢輕舉妄動，只能繼續在內心煎熬。

一直到我讀到《論語》這一段話：『……。』我終於得到啟發。孔子說：『穿著破舊的衣服，與穿著狐

皮貉皮衣服的人並肩而立，不會感到慚愧的人，大概只有子路了吧。如果能夠做到不嫉妒、不貪求，那

做什麼事都能夠暢行無阻。』」 

上文刪節處，最適切填入的是： 

放於利而行，多怨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 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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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等你從反覆的天氣裡恢復過來／其他都不重要了／人家不喜歡你皺眉的樣子／我卻不會從你臉上尋找

平坦的風景／度過的歲月都摺疊起來／並沒有消失／在田畦甜膩的合唱裡／堅持另一種口味／你想為人

間消除邪熱／解脫勞乏，你的言語是晦澀的／卻令我們清心明目／重新細細咀嚼這個世界」 

上文所描述最可能的是： 

黃蓮 西瓜 苦瓜 釋迦 

5 「想像一下。十九世紀的人，騎馬、遛狗、駕馬車，一切是慢動作。接著，到了二十世紀，攝影機的速

度加快。書的內容縮水了，濃縮本、簡明版、文少圖多的小報，所有東西都縮簡得只剩下插科打諢，倉

促結局。經典作品刪簡，好配合十五分鐘的收音機節目，然後再刪簡，好填塞兩分鐘的書評節目，到最

後只剩下十來行的摘要。許多人對《哈姆雷特》的認識－－你必定知道這個書名－－如我所說，他們對

《哈姆雷特》的認識只是某一本書中的一頁簡介，書的封面寫著：一本書讀完所有經典。」 

根據上文，二十世紀人們生活節奏改變，對閱讀行為產生的變化是： 

書籍愈多，讀者愈少  時間有限，欲望無限  

時間變少，書籍變多  節奏愈快，讀得愈淺 

6 「我們觀看病中老人，如觀看一生修煉的總檢驗。有時，可以看到自己父母在與病魔纏鬥的過程中展現

出過人的膽識與出類拔萃的智慧，這是幸運的，父母以肉身示範教學，教子女寶貴的最後一堂課，我們

必須認真學習。有時，看到的是至親一路潰敗，遂目睹病魔的手法，如何令病者哀叫、咆哮、恐懼。當

此時，我們必須堅毅，設停損點，不可讓病魔搏攫至親之後，又以至親為餌，擒拿了一家分崩離析。每

一個病中長者都可以開我們的眼。要不，看到抵擋的勇氣、愛的行動；要不，看到強敵壓境，一路殘殺。」 

下列選項，最符合本文觀點的是： 

完整的人生應該五味雜陳，且不排除遍體鱗傷  

生病是司空見慣的，但所帶來的精神變化難以承受 

讀好「生」這一門課，才能穩固的邁向「老病死」 

生命並非無風無浪，從前人的經歷中，可得安老善終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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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有些天真的人會問：『如果我們都講同一種語言，世界不是會更美好？促進溝通不是讓我們更容易相處？』

我的答案總是：『這想法很好，但讓我們把那個共通語言換成北美海達語或西非約魯巴語、北美拉科塔語、北

美因紐特語或非洲閃族語。』人們馬上就能理解不能講自己的母語所代表的意義。我沒辦法想像一個不能說英

語的世界，原因不在於英語是多美的語言，而是因為英語是我的語言，英語完整展現了我這個人。但同時，我

也不希望英語像某種文化神經毒氣那樣消滅其他的人類之聲，清除世上其他的語言。」 

依據上文，下列選項何者最接近作者對於語言的主張？ 

截長補短，定於一尊 符合現實，推尊英語 用進廢退，自然淘汰 尊重多元，傳承母語 

8 「竊思人生世間，與之莊言危論，則聽者寥寥；與之謔浪詼諧，則歡聲滿座。是笑，徵話之聖；而話，

實笑之君也。」（《山中一夕話》） 

依據上文，下列選項何者符合文意？ 

詼諧之語的教化作用遠不如莊言危論 莊嚴危論的價值取決於在位者的態度 

謔浪詼諧會妨礙賢人君子的進德修業 笑話所產生的人際影響力大過於莊言 

9 張潮《幽夢影》：「善讀書者，無之而非書。山水亦書也，棋酒亦書也，花月亦書也。善遊山水者，無

之而非山水。書史亦山水也，詩酒亦山水也，花月亦山水也。」 

下列選項，最符合上文旨意的是： 

貧者因書而富，富者因書而貴 

書到用時方恨少，事非經過不知難 

文章是案頭之山水，山水是地上之文章  

能讀無字之書，方可得驚人妙句；能會難通之解，方可參最上禪機 

10 樂羊子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它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

「此織生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捐失成功，

稽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

業，遂七年不反。（《後漢書．列女傳》） 

下列選項，何者與上文意旨相近？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 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有為者，譬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 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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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01)

測驗式試題標準答案

考試名稱：

消防警察人員、水上警察人員輪機組、交通警察人員、水上警察人員航海組、行政警察人員、法律廉政、土
木工程、電子工程、資訊處理、機械工程、電力工程、事務管理、運輸營業、建築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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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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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C D D D D C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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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等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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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小時 座號：       

※注意：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5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代號：1602 
頁次：4－1 

1 下列有關憲法中「領土」規定之敘述，何者錯誤？ 
憲法有關領土之規定，並未採取明確列舉的方式 
大法官解釋認為固有疆域範圍之界定，不受司法審查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總統得提出領土變更案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領土變更案之通過應經公民複決 

2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對於原住民族地位之特別規定，下列何者並非其內容？ 
保障原住民族之政治參與 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 
維護傳統家庭制度  扶助社會福利事業 

3 依憲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公用事業以公營為原則  金融機構以公營為原則 
有獨占性之企業以公營為原則 對外貿易應受國家之獎勵、指導與保護 

4 憲法基本國策章中關於國防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現役軍人不得兼任文官  軍政與軍令一元化 
國防組織以法律定之  軍隊國家化 

5 下列何者並非憲法第 8 條人身自由之保障內容？ 
法律保留 正當法律程序 提審制度 人民不受軍事審判 

6 依司法院釋字第 702 號解釋意旨，當時有效之教師法第 14 條以「行為不檢有損師道，經有關機關查證屬

實」為要件，作為停聘解聘或不續聘教師之依據，且在法律效果上，一律終身禁止再任教職之規定，違

反憲法所要求之那一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 授權明確性原則 比例原則 平等原則 

7 「為達公益之目的，在可採取之措施有兩個以上選擇可能性時，應選擇對人民基本權侵害最小者。」此

為何種原則？ 
適當性原則 必要性原則 衡平性原則 重要性原則 

8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規定何者與憲法平等原則無違？ 
中央警察大學招生簡章以有無色盲作為入學資格之標準 
社會秩序維護法規定意圖得利與人姦宿者處罰鍰 
民法親屬編未容許相同性別二人結婚 
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禁止非視障者從事按摩業之規定 

9 下列何者非屬「象徵性」言論？ 
在行政院前焚燒國旗 於立法院前靜坐 向政府首長丟雞蛋 在商品包裝標示其成分 

10 下列何者並非大法官解釋曾明白提及之特別權力關係對象？ 
公務員 受羈押被告 軍人 受收容之外國人 

11 依司法院釋字第 747 號解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財產權旨在保障個人財產之存續狀態 
國家如徵收土地所有權，人民得請求合理補償 
土地之地下遭公路穿越，尚未達於不能為相當使用之程度者，土地所有權人不得請求徵收地上權 
國家徵收地上權，人民亦得請求合理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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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有關憲法規定之平等投票原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每位選民應有相同投票數 每一選票應有相同價值 
每位國民均應為選民  每一選民均應依法定程序投票 

13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及現行制度之意旨，有關立法委員之選舉，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政黨比例代表制及政黨門檻規定，其目的在避免小黨林立，影響國會議事運作之效率 
選舉方法不得變動選舉權、平等權之核心內涵 
百分之五之政黨門檻規定，違反平等原則 
立委選舉採取政黨比例代表制與區域代表相輔之混合設計，並未牴觸國民主權原則 

14 關於總統之憲法上刑事豁免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在職期間得暫時免於他人刑事案件為證人之義務 
檢察官不得於總統在職期間對之為刑事偵查及證據保全 
在職期間得暫時免除作為被告受刑事之起訴與審判 
在職期間得免於司法搜索 

15 關於總統之憲法上人事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任命行政院院長 提名立法院院長 提名司法院院長 提名審計長 

16 有關不信任案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立法院得經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一以上連署，對行政院院長提出不信任案 
不信任案如未獲通過，一年內不得對同一行政院院長再提不信任案 
不信任案不得於為其他特定事項召開之立法院臨時會提出 
立法委員對於不信任案之表決，應以記名投票之方式為之 

17 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關於行政院院長之權力，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行政院院長有主動解散立法院之權 
副總統缺位時，由行政院院長代行其職權 
行政院院長有副署總統所發布任命監察院院長命令之權 
總統、副總統均缺位時，由行政院院長代行其職權 

18 關於立法院文件調閱權之行使，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立法院得設調閱委員會調閱文件 
立法院向有關機關調閱文件原本，應經院會決議 
調閱專案小組之設立，應於立法院會期中為之 
除法院與監察院外，其他機關不得拒絕調閱之要求 

19 下列何者並非立法院召開臨時會之事由？ 
總統之咨請  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以上之請求 
審查覆議案  議決行政院院長之彈劾案 

20 憲法第 62 條規定，立法院為國家最高立法機關，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立法院即民主國家之國會 
立法院為地方議會之上級監督機關 
立法院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權，即「國民主權」原則之落實 
立法院制定之法律，其效力高於由行政機關所發布之法規命令 

21 下列有關大法官之敘述，何者錯誤？ 
大法官為憲法第 80 條之法官 
大法官為唯一有權宣告法律違憲之機關 
大法官受憲法第 81 條關於法官「非依法律不得減俸」規定之保障 
大法官受憲法第 81 條有關法官終身職待遇規定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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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下列何者非司法院大法官之職權？ 
審理政黨違憲解散  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 
審理總統、副總統彈劾案 審理立法委員罷免案 

23 下列何者為審判權之特質？ 
主動調查 不告不理 通案解決糾紛 絕對公開之審理程序 

24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考試委員如何產生？ 
由考試院院長提名，經總統同意任命之 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 
由總統提名，經監察院同意任命之 由考試院院長遴聘之 

25 下列何者並非地方自治團體之權力？ 
司法權 人事權 組織權 立法權 

26 Do not park in front of fire    ; otherwise, firefighters may smash the car windows to feed the hose through 
your car in an emergency. 
hydrants reservoirs containers water -closets 

27 These function-oriented firefighter squadrons are specialized in rescue in various    , including rescue on 
land, on water, in the mountains and in the air. 
factors domains divisions fragments 

28 The new     surveillance unit is the first in the country to use drones to watch over disaster scenes and 
provide vital information for the commanders. 
aerial avatar virtual  marine 

29 Because of severe labor shortage, the firefighting department is     new bloods.  
donating  furnishing  providing  recruiting  

30 If you use a gas-fueled water heater, you must keep doors and windows open to improve     and prevent 
CO poisoning. 

variation  ventilation  vaccination  verification  
31 Smoke is thought to be the main cause of death in fires. If fires can be rapidly     and extinguished, the 

number of deaths can be greatly reduced. 
diverged   postponed    suppressed   contradicted  

32 The dry chemical extinguisher sprays the fire with chemicals to     the fire of oxygen and put it out. 
derive  deceive  deprive  deactivate  

33 A frequent request by fire investigators of suspicious fire scenes is the analysis of fire debris for the presence 
of     liquid residues to find out the cause of the fire.  

dreadful  combustible malicious  formidable  
34 The driver who escaped from the bus that exploded last Friday died from     arising from his burns last 

night. 
intrusions  interferences  conspiracies  complications  

35 HIV patients must make their conditions known. If they hide their conditions    , the health of the 
emergency medical technicians on an ambulance may be endangered. 

imprecisely  impressively  intentionally  incoherently  
36 Which of the following responses is unsuitable? 

Informant: The building is on fire! 
Deputy desk:        

Please stay calm. W e will do our best to help you. 
Jump off the building immediately . 
Evacuate immediately with a wet towel to cover your mouth and nose.  
We will send a fire engine right awa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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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If you are trapped under debris following an earthquake, shouting can cause you to     dangerous amounts 

of dust. 

inhale  exhale  emit expel  

38 According to fire dynamics, which of the following terms refers to “the transition to a state of total surface 

involvement in a fire of combustible material within an enclosure from the growth period to the fully developed 

stage in fire development”? 

Heat release rate  Flashover Ceiling jet Smoke layer height 

39 Fireman: What     does he have? 

Passerby: He has the breathing difficulty. 

syllabus  symptoms  symposium  synchronism  

40 Civilian: Mrs. Lee has labor pains in the abdomen. It seems that she is going to     a baby. 

Fire department: Ask her to relax and breathe through her mouth. Tell her not to push. Reassure Mrs. Lee. Tell 

her you have dispatched aid. 

discharge  release  deliver  relieve 

41 Civilian: Someone is about to commit suicide by jumping off a building! 

Fire department: We will dispatch     to you right now. 

propeller s paramedics  parameter s propaganda s 

42 During an earthquake, which is WRONG? 

Stay away from glass if indoors . Do not turn on the air conditioner. 

Use the elevators .  Do not use  the lifts. 

43 According to Regulations for Emergency Medical Services, which of the following patients is NOT included? 

Anyone who donates blood or organ  

Any pregnant woman who is ready for chi ldbirth 

Anyone  who falls down on the road and can not move due to injury or sickness 

Anyone  who is in urgent need of medical care due to disaster 

44 Do you have any     history like diabetes, hypertension or hearing problems? 

travel  mental  medical  tour 

45 Be aware of possible tsunamis if you live in coastal areas. These are also known as     sea waves. 

water  beach  tidal  seismic  

46 Which of the following factors is NOT related to Heat Release Rate? 

Burning rate Mass loss rate Heat of combustion Detector 

請依下文回答第 47 題至第 50 題： 

Civilian: What should I do if I were in a  47 ? 

Fireman: You had better cover your mouth and nose with a  48 . Take the nearest  49  right away.  50  

immediately. 

47 fire scene  sea  park ing lot television  

48 plastic bottle  battery  wet  towel tooth brush  

49 lift escalator  gas station emergency exit  

50 Participate Evacuate Gasp Inh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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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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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詳細說明其有那些區別？（25 分） 

二、依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之規定，公共危險物品

第一種販賣場所，如設有調配室者，應符合那些規定？（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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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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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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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③④  ②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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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儀屬於下列何種裝備？ 

救火裝備 救生裝備 勤務裝備 救災裝備 

3 依消防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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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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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屬於應設置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住宅場所之管理權人，應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並維護之；改善期限

屆期後，未設者，處其管理權人新臺幣 6 千元以上 3 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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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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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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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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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滅火、通報及避難訓練之實施；每半年至少應舉辦一次  

防火避難設施之自行檢查：每月至少檢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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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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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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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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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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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為下列何者？ 

 30、10、1  15、30、1  30、20、2  30、15、3 

7 依消防法及其相關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地下建築物，其管理權有分屬時，各管理權人應協議製定共同消防防護計畫 

地面樓層達 6 層以上建築物，應使用防焰物品 

高層建築物之定期檢修，應委託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辦理 

消防設備師、消防設備士不實檢修，依消防法第 38 條第 3 項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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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50 萬元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25 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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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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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機關？ 

內政部 經濟部 交通部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 依災害防救法之規定，有關災害防救工作事宜，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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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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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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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災害應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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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首長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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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損失時起，1 年內請求之。但自損失發生後，經過 4 年者，不得為之 

11 依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之規定，徵調書應記載事項，下列何者錯誤？ 

徵調期限  徵用物數量及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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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政部、衛生福利部  經濟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交通部、經濟部  內政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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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定災害防救之基本方針 

核定重要災害防救政策與措施 

督導、考核中央及直轄市、縣（市）災害防救相關事項 

核定各該直轄市、縣（市）災害防救基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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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院長 行政院副院長 行政院院長指定 內政部消防署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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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救用醫療器材及藥品   

營建機具、建材及其他緊急應變措施之必需品 

資訊、通信等器材、設備  

人命救助器材及裝備 

16 依爆竹煙火管理條例之規定，下列辦理事項何者屬於中央主管機關之權責？ 

爆竹煙火製造之許可、變更、撤銷及廢止 

輸入一般爆竹煙火之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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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原料、專供製造爆竹煙火機具或施放器具之取締及處理 

爆竹煙火監督人講習、訓練之規劃及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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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類危險物品 第三類危險物品 第五類危險物品  第六類危險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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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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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幣 50 萬元以上 300 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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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 1000 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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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 500 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擅自製造爆竹煙火所得之利益超過法定罰金最高額者，仍應受法定罰金最高額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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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依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之規定，液化石油氣串接使用量 200 ㎏者，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設置氣體漏氣警報器   

設置緊急遮斷裝置 

以書面向當地消防機關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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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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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置及辦理封存，其下列程序何者錯誤？ 

核對輸入之一般爆竹煙火與型式認可證書記載內容是否相符 

封存以封條為之，封條應加蓋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關防並註明日期 

核對進口報單與申請輸入許可相關文件記載事項是否相符 

確認儲存場所為合格者，且與申請輸入許可相關文件記載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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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備稽查；其紀錄應至少保存多少年？ 

 1  3  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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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所四周保留空地寬度應在多少公尺以上？ 

 3  5  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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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事機關 警察機關 護理機構 消防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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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勢及交通狀況  天然災害潛勢區域  

老舊建物所在區位  人口年齡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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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正確？ 

建置區域內災害醫療資源之資料庫 督導救護技術員 

轉診爭議事項之審查  建立緊急醫療救護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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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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日市區 1 棟建築物發生火災，消防局接獲報案，派遣消防車輛及人員前往搶救。

如果你擔任第 1 輛水箱車（攻擊車輛）司機，負責滅火任務，你抵達現場後，如何

操作水箱消防車進行放水滅火攻擊？（20 分） 

二、若你為消防隊員，過年期間，民眾檢舉轄內某風景遊樂區有人擺攤販賣爆竹煙火，

你前往查察後發現貼有認可標示之連珠炮（合計火藥量 4 公斤、總重量 20 公斤）、

未貼有認可標示沖天炮（火藥量不詳、總重量 20 公斤），請研判本案違反爆竹煙

火管理條例那些規定？另對未貼有認可標示之沖天炮如何處分及後續處理為何？

（20 分） 
 
 
 
 
 
 

三、若你為消防責任區隊員，由於防焰標示數量繁多，在執行轄區防焰應設場所列管對

象實地查核，如對現場地毯上鑲釘之防焰標示有所懷疑時，為確認防焰物品與標示

相符，請說明現場查對作為及返隊後處理方式？（20 分） 

乙、測驗題部分：（40 分）                     代號：3602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2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爆竹煙火管制量參考條文 爆竹煙火管理條例施行細則 
第四條  本條例第四條第一項所定爆竹煙火儲存、販賣場所之管制量如下： 
一.舞臺煙火以外之專業爆竹煙火：總重量零點五公斤。 
二.摔炮類一般爆竹煙火：火藥量零點三公斤或總重量一點五公斤。 
三.摔炮類以外之一般爆竹煙火及舞臺煙火：火藥量五公斤或總重量二十五公

斤。但火花類之手持火花類及爆炸音類之排炮、連珠炮、無紙屑炮類管制量

為火藥量十公斤或總重量五十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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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你為某消防局救護技術員，於執行勤務時，對於頭、頸、胸部之外傷患者進行 2 度評估及處置，下列敘

述何者 適當？ 
於檢視患者耳鼻時，懷疑有腦髓液流出，為防止腦髓液持續流出，應儘速抬高患者頭部 
於檢視時發現患者有頸靜脈及氣管偏移，應高度懷疑有血胸狀況，儘速將患者下半身抬高 
患者為爆炸案件造成撕裂性傷口，人雖清醒但步伐不穩，應高度懷疑患者神經系統受損，儘速予以上

頸圈及長背板 
患者為行走中遭行車載貨突出物刺傷胸部，應儘速拔出刺傷物，並以無菌敷料覆蓋住傷口，立刻送醫 

2 救護技術員針對溺水病患救護處置，若你為消防隊員，請判斷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水中救援時，應儘可能保持病患於垂直姿勢 
溺水病人經常因失溫造成低體溫，所以不能輕易放棄心肺復甦術，但於水中執行時效果非常不好 
溺水病人需考慮頸椎受傷 
所謂的乾溺就是病患因喉部痙攣導致呼吸停止，水並未吸入到肺部 

3 若你為消防隊員，參與某救護勤務，對於路倒傷病無法行動者，請研判下列何者處理方式不適當？ 
路倒酒醉無法行動者，救護人員到達現場經評估無傷病，交由轄區警察處理 
路倒酒醉無法行動者，救護人員到達現場患者家人告知其有精神疾病，由其家人陪同送醫 
路倒酒醉無法行動者，救護人員到達現場經評估有傷病，先行送醫，請指揮中心通知警察人員前往醫

院處理 
路倒酒醉昏迷不醒者，救護人員到達現場發現該病患無傷病，直接用患者手機電話通知家人處理 

4 出勤緊急救護相關案件，須搭配一部功能設備完善的救護車輛，若你為消防隊員，下列有關緊急救護車

輛之規定，請判斷何者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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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列機關（構）為限：消防機關、衛生機關、社會機關、軍事機關、醫療機構、護

理機構、救護車營業機構及經直轄市或縣（市）衛生主管機關認定需要設置之機構或公益團體 
救護車應裝設警鳴器、車廂內外監視錄影器及紅色閃光燈，車身為白色，兩側漆紅色十字及機關（構）

名稱，車身後部應漆許可字號。未經所在地直轄市、縣（市）衛生主管機關核准，不得為其他標識。

前項救護車非因情況緊急，不得使用警鳴器及紅色閃光燈 
救護車於運送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之病人或運送受化學、輻射物質污染之病人後，應依其情況，施行

必要之消毒或去污處理 
5 若你為消防隊員，對於個人防護裝備 TPP 及 THL 的敘述，請判斷下列何者正確？ 

TPP 是指一套消防衣的容許散熱程度 
TPP 值高的消防衣、褲，其 THL 也相對高 

消防衣、褲的測試標準為 TPP，在 NFPA1971 中的 低 TPP 是 35 
防護頭套的 TPP 要高於消防衣 

6 某日 9 時於捷運地下車站儲藏室發生火災，轄區分隊接獲派遣出動水箱車 2 輛及排煙車 1 輛，抵達現場

發現出入口已有些許煙竄出。若現場救災人員欲進入地下車站執行引導疏散及滅火任務，下列搶救作為

何者錯誤？ 
搜救人員應善用繩索牽引或鋪設照明繩，避免迷失方向，並適時檢視自身空氣瓶具有能及時返回處所

之存量 
雙向部署、雙向搶救：考量地下車站內部空間排煙狀況，要求救災人員由各出入口多方向進入搶救 
指派專人以車裝臺無線電連接現場設置之「消防隊專用無線電接頭」，以利搜救人員與地面取得聯繫 
進入地下車站搶救應先建立人員裝備管制站、照明站及通訊系統，確保救災行動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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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深夜某化學溶劑製造鐵皮工廠發生疑似洩漏火災、廠房兩側外牆上部有採光氣窗，且出入口為鐵捲門與

不鏽鋼門，如你為消防隊員，欲進行破壞作業以進入火場，下列作業何者為正確？ 
為免因破壞行動使火勢擴大或引發閃（爆）燃之虞，破壞前應有測溫動作，並注意內部悶燒狀況 
利用乙炔氧熔斷器來破壞不鏽鋼門門鎖 
利用圓盤切斷器及廠房外堆高機來切割或破壞鐵捲門 
立於上風處擊破氣窗口玻璃手應保持在擊破點位置下方 

8 轄內百年古廟發生火災，其建築物係採部分木造及磚造，無任何自動滅火設備；在不破壞古蹟、歷史建

築主體建物原則下，救災時以減低對結構本體或重要文化資產之傷害及水損程度，進行下列之消防作業，

何者不適當？ 
建築外觀之火點，適時採高空式水霧撒水等方式，進行滅火及未燃部分的周界防護 
執行室內初期滅火工作時，除人員入室為搶救必要，使用水柱掃射可能掉落物等情況外，避免以直接

衝擊方式射水造成破壞 
採取強力入室，通風排煙或其他必要的破壞作業 
執行殘火處理時，得會同古蹟、歷史建築管理維護人員，實施相關防護措施 

9 某日一棟鐵皮工廠火災，火勢猛烈，若你是現場消防人員，使用空氣呼吸器及個人裝備進入火場時，請

判斷下列何種作為 適當？ 
於火場進行長時間救災任務時，只需在殘壓警報響起後再進行撤退計畫 
必須自行實驗來發現 適合自己的呼吸方式，必要時不可憋氣來試圖節省空氣 
可使用救助手套來代替消防手套 
臉型、頭髮及鬍子等不會影響到面罩氣密性 

10 消防人員離開火場返回分隊，對於使用過的空氣呼吸器面罩，應加以整理，請判斷下列何種保養行為

不適當？ 
使用水溫約 25℃的乾淨溫水清洗 在溫水中浸泡 30 分鐘 
清水洗淨後再泡於消毒液下 30 分鐘 清洗後放在太陽下乾燥 

11 某日凌晨 1 棟 12 樓集合住宅於 9 樓住家發生火災，轄區消防局接獲報案立即調派消防車輛及人員前往搶

救，抵達現場發現 9 樓窗戶冒出火舌及濃煙。如果你奉指揮官命令組成搜救小組執行人命搜救，進行建

築物內部人命救助搜索時，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應於入口處架設照明設備，以利尋找出口，並同進同出相互配合支援，要有生命共同體觀念 
搜救小組應以 2 人以上為 1 組，由 12 樓往下至 9 樓優先搜救，樓梯、走道、窗邊、屋角、陽台、浴廁、

電梯間等列為搜救重點 
搜索時應儘量沿牆壁搜索前進，並利用繩索作為確保或施放標記，以免迷失 
搜救時應注意深入室內之距離，考慮退出火場所需花費的時間，並留意空氣呼吸器的使用時間 

12 若你為消防責任區隊員，受邀至轄區內一老人福利機構，指導其自衛消防編組演練暨驗證，下列進行步

驟何者正確？ 
設定界定時間、紀錄驗證事項時間、演練評估檢討 
設定驗證事項、形成區劃、紀錄驗證事項時間 
形成區劃、紀錄驗證事項時間、演練評估檢討 
紀錄驗證事項時間、設定應變事項、演練評估檢討 

13 某一地方消防局隊員，於轄區內某 12 樓高且樓地板面積 500 平方公尺的醫院執行防焰物品檢查勤務，請

判斷下列何者不需要防焰標示？ 
病床間的遮簾 病房牆壁的裝修壁布 直葉式百葉窗簾 塑膠製地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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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某消防安檢隊同仁前往下列場所進行安檢，若該場所使用附有防焰標示之地毯，請就設置場所及防焰性

能認定，判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200 平方公尺的餐廳；地毯等地坪舖設物類餘焰時間為 30 秒 
200 平方公尺的圖書館；地毯等地坪舖設物類碳化距離為 5 公分 
200 平方公尺的補習班；地毯等地坪舖設物類餘焰時間為 23 秒 
200 平方公尺的三溫暖；地毯等地坪舖設物類碳化距離為 9 公分 

15 若你為消防隊員，檢查分裝場設置之液化石油氣容器儲存場所，請研判下列檢查結果何者不符合規定？ 
該儲存場所之屋簷距離地面 3 公尺 
該儲存場所之面積 500 平方公尺，經量測通路面積為 105 平方公尺 
該儲存場所之周圍 3 公尺範圍內未儲放任何可燃性物質 
該儲存場所設置之滅火器，每具之滅火效能值為 A5B8C 

16 某食品加工廠依規定設置室外消防栓設備，你為消防安檢人員，當進行室外消防栓設備竣工查驗綜合放水

試驗，若測定室外消防栓二支瞄子放水壓力，分別以皮托管壓力計量測得知為 4.0 kgf/cm2及 3.0 kgf/cm2，

請判斷此時瞄子放水量約各為何？ 
260 ，130 L/min 380 ，350 L/min 470 ，408 L/min 480 ，450 L/min 

17 避難器具於開口部必須保有必要之開口面積以利操作，但也常常發現開口部被雜物或廣告物阻擋，若你

為消防隊員，進行查察時，請判斷下列何者不合規定？ 
救助袋的開口面積為高 65 公分、寬 65 公分 
緩降機的開口面積為高 70 公分、寬 50 公分 
避難梯的開口面積為高 100 公分、寬 50 公分 
滑台的開口面積為高 90 公分、寬為滑台的 大寬度以上 

18 某轄區隊員在一高層建築物執行消防安全檢查，發現設於一樓的防災中心樓地板面積太小，且該中心出

入口至屋外任一出入口之步行距離也不足，請問其依據之規定要求為下列何者？ 
樓地板面積應在 30 平方公尺以上，步行距離應在 30 公尺以下 
樓地板面積應在 40 平方公尺以上，步行距離應在 40 公尺以下 
樓地板面積應在 30 平方公尺以上，步行距離應在 40 公尺以下 
樓地板面積應在 40 平方公尺以上，步行距離應在 30 公尺以下 

19 若你為某消防分隊隊員，責任區內下列那一列管場所應在每年 6 月 30 日及 12 月 31 日前進行消防安全設

備檢修申報？ 
補習班 美術館 幼兒園 咖啡廳 

20 你為 EMT1 救護技術員，請問下列救護勤務情境敘述何者正確？ 
小蔡癲癇發作，路人報案，你出勤到達後，得知之前小蔡已經在地上持續抽搐約 5 分鐘，之後小蔡又

持續抽搐 10 分鐘以上，你與助手評估，因小蔡持續抽搐，故繼續觀察即可避免造成小蔡二度傷害，等

小蔡抽搐停止後再以 ALS 案件處理 
黃伯伯跑步運動，一不小心摔倒，造成右手臂封閉性骨折，路人報案打 119，你出勤到達後，評估黃伯

伯其他生命徵象穩定，全身有 2～3 處輕微擦傷及右手臂為封閉性骨折，故應以 ALS 案件處理 
小明騎機車因地上濕滑摔倒，躺在馬路中央，有好心路人幫忙打 119 及擋住後方車輛，你出勤到達後，

小明抱怨脖子痠痛，雙側下肢不是很有感覺，你與助手擔心小明躺在馬路中央危險，故與助手以雙人

肢端搬運法將小明搬至路邊，再以創傷評估方式評估小明，並以 ALS 案件處理 
王伯伯清晨到公園跑步，因氣喘發作，呼吸很喘，路人報案打 119，你出勤到達後，王伯伯喘到無法和

你對話，王伯伯呼吸急促（約 30～36 次/分鐘），應以 ALS 案件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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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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250 全一頁

考 試 別： 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 四等考試 
類 科 別： 消防警察人員

科 目： 消防安全設備概要

考試時間 ： 1 小時 30 分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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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流水檢知裝置認可基準」之規定，自動撒水設備之流水檢知裝置有那些種類？

各裝置在各類型自動撒水設備系統中應具備之機能為何？試分別說明之。（25 分） 

二、二氧化碳滅火設備主要的系統構件有那些？如採全區放射方式防護區域，設備系統

之動作流程為何？對於放射後之滅火藥劑，又應如何有效地將其排放至安全地方？  
（25 分） 

三、差動式分布型探測器種類及其探測原理為何？某機械停車空間採用空氣管式時，設    
置上應注意那些事項？試分別說明之。（25 分） 

四、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作業基準」，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火警探測器

外觀檢查的項目，其檢查方法及判定方法內容各為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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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220 全一頁

考 試 別： 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 四等考試 
類 科 別： 消防警察人員

科 目： 消防器材構造與使用

考試時間 ： 1 小時 30 分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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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發生多起消防人員入室搜救卻造成傷亡之憾事，請問消防人員入室搜救的前提

條件為何？入室搜救前，應齊全那些個人防護設備才能執行任務？另由於遠端傳輸

科技日益發達，已開發出的先進火場監控系統，能如何運用來降低消防人員執勤之

危險性？（25 分） 

二、請問消防人員運用油壓破壞器材組的操作使用時機為何？其操作注意事項為何？

（25 分） 

三、消防人員運用圓盤切割機執行強行進入任務時，請問圓盤切割機的操作要點為何？

以及進行鐵捲門的破壞方式為何？（25 分） 

四、請問五用氣體偵測器可以偵測氣體的種類為何？該裝備的操作安全注意事項為何？以及該

裝備的故障排除方式為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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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10-14410 
40110-40410 
60110-60410 
80110-8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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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等考試、員級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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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世紀中期，愛爾蘭有一醫生名叫布朗尼（Thomas Browne, 1605-1682），他每天夜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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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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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以「我的人生存摺」為題，作文一篇，申述己見。 
二、公文：（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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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測驗部分：（20 分） 代號：1401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1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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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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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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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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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鈐『搜盡奇峰打草稿』印，應該是繪畫哲理的夫子自道了。」下列選項正確的是：  
作者認為閒章的價值在展現畫中有我之境  
「方寸之地」是指石濤顛覆傳統的山水畫 
「搜盡奇峰打草稿」的繪畫哲理是藉物寄託心跡 
「搜盡奇峰打草稿」說明石濤縱覽名山，創作獨具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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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10-14410 
40110-40410 
60110-60410 
80110-8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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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等考試、員級考試

類 科 別 ：各類科、各類別

科 目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曾經有一次，我進入一家新開張的涮涮鍋店，老闆娘招徠顧客十分殷勤，她特別向我解說，別
人家的火鍋料常常用包心菜魚目混珠，她卻堅持要用大白菜，大白菜的成本高，味道卻純正，
這是經營一家涮涮鍋起碼的敬業精神。我被她的大白菜精神所感動，幾乎天天光顧，吃了一整
個冬天，到了春天，她的菜盤裡的大白菜換成包心菜，我等著，大白菜一直都沒有回來，我知
道有些什麼無法繼續堅持下去了，於是，我也不繼續去那裡用餐了。老闆娘的大白菜精神卻變
成一個指標，我用這個指標去度量許多火鍋店，發現準確度還真高。下列敘述，何者最正確？ 
文章中的大白菜精神是敬業指標  
將大白菜改成包心菜是可行的態度 
讓一般店鋪能永續經營下去是大白菜精神  
文章指出就商業考量堅持食材品質是不可恃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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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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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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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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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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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有光〈項脊軒志〉：「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後秦皇帝築女懷清臺；劉玄德與曹操爭天
下，諸葛孔明起隴中。方二人之昧昧於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余區區處敗屋中，方揚眉、瞬
目，謂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謂與埳井之蛙何異？」作者以蜀清、孔明自比，其用意應是： 
以二人韜光養晦，反省自己的託大 以二人功成名就，抒發自己的委屈 
以二人先困後顯，抒發自己的懷抱 以二人高瞻遠矚，反省自己的淺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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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關於我國憲法地方自治之本質，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地方自治權為固有權  地方自治為憲法保障之制度 
地方自治係為實現國家權力而存在 地方自治係為處理中央與地方之共通事項而設 

2 依憲法規定及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關於審計權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審計長應於行政院提出決算後 3 個月內，依法完成審核並提出報告於監察院 
審計長應隨執政黨更迭或政策變更而進退 
審計長由總統提名，經監察院同意任命之 
審計部得於省（市）設審計處，依法辦理各該省（市）政府及其所屬機關財務之審計 

3 下列何者非屬於司法權之行使？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對公務員之懲戒 律師懲戒委員會對律師之懲戒 
會計師懲戒委員會對會計師之懲戒 軍事審判機關對特定犯罪之處罰 

4 關於司法機關，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憲法明文規定最高法院為最高審判機關 
司法院為國家最高司法機關 
現行實務運作下，最高司法審判機關與最高司法行政機關是分離的 
依制憲者意旨，司法院職司審判、釋憲、司法行政與司法政策擬定 

5 依憲法第 66 條規定，立法院副院長如何產生？ 
人民直選 總統直接任命 立法院院長指定 立法委員互選 

6 依憲法第 69 條規定，當立法院受下列何者之咨請時，得開臨時會？ 
總統 行政院院長 立法院院長 司法院院長 

7 立法院立法委員自第七屆起，於每屆任滿前至遲幾個月內選出之？ 
四個月 三個月 二個月 一個月 

8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規定，立法院經總統解散後，在新選出之立法委員就職前，立法院應如何運作？ 
由原立法委員繼續行使職權 視同休會  
由監察院代行其職權  由總統召集五院院長會議取代 

9 下列有關立法院之敘述，何者錯誤？ 
立法院之委員會得邀請政府人員與社會上有關係人員到會備詢 
立法院開會時，關係院院長及各部會首長得列席陳述意見 
立法院對於行政院所提之預算案，不得為增加支出之提議 
在立法院會期中，立法委員僅限於現行犯，才得以對之逮捕或拘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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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依憲法規定及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總統除犯內亂或外患罪外，非經罷免或解職，不受刑事上之訴

究」之總統刑事豁免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副總統並無此刑事豁免之特權 
總統刑事豁免權為一種暫時性之程序障礙，而非總統就其犯罪行為享有實體之免責權 
現職總統依法競選連任期間，仍享有刑事豁免權 
所謂「不受刑事上之訴究」，係指審判程序而言，不包括偵查、起訴 

11 依據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717 號解釋，降低公保養老給付優惠存款金額之規定，係： 
違憲，違反信賴保護原則 
違憲，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合憲，法規變動雖涉及信賴保護原則，但未牴觸比例原則 
合憲，法規變動雖涉及信賴保護原則，但未牴觸平等原則 

12 有關秘密通訊自由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秘密通訊自由乃憲法保障隱私權之具體態樣之一 
國家對秘密通訊自由之限制必須踐行合理正當之程序，例如由檢察官核發通訊監察書 
秘密通訊自由保障人民就通訊之有無、對象、時間、方式及內容等事項，有不受國家及他人任意侵擾 
國家限制秘密通訊自由之手段，除應有法律依據外，限制之要件應具體、明確，不得逾越必要之範圍 

13 下列何種制度非屬基本權之「制度性保障」？ 
公務人員服公職制度 大學自治制度 私有財產制度 審計制度 

14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下列何種基本權利之保障，係屬於憲法保留事項？ 
憲法第 8 條之人身自由 憲法第 11 條之言論自由憲法第 15 條之工作權 憲法第 22 條之權利 

15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意旨，商標專用權受何種基本權利之保障？ 
言論自由 工作權 生存權 財產權 

16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見解，有關憲法第 15 條人民生存權之保障，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法律對於生存權保障所為之差別待遇，應受較嚴格之審查，故公務人員退休法規定退休金權利不得扣

押，勞動基準法有關退休金之制度則未規定，已牴觸憲法第 7 條平等原則 
納稅義務人或其配偶需要長期照護所須支付之醫藥費，得依所得稅法予以減除，屬於保障人民生存權

之措施 
所得稅法有關扶養義務人扶養無謀生能力者得享有免稅額之規定，係減免扶養義務人而非無謀生能力

者之稅負，不屬於國家保障人民生存權之措施 
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規定地主收回耕地導致承租人無法維持生活時，必須給予生活費補償，不屬於國

家保障人民生存權之措施 
17 關於結社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大法官不得參加政黨  公務人員可組成公務人員協會 
大學教師可組成教師工會 獨立機關之成員一律不得參加政黨 

18 我國憲法機關何者有統一解釋法律之權？ 
司法院 行政院 考試院 立法院 

19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12 條規定，修憲案經合法提出並公告後，若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總數為一千四百萬，

參與複決投票者為一千二百萬，則應至少有多少同意票，修憲案方為通過？ 
六百萬票 六百萬零一票 七百萬票 七百萬零一票 

20 下列何者不是憲法有關教育文化的基本國策內容？ 
國家應優先獎勵私人教育機關興學 
國家應保護有關歷史、文化、藝術之古蹟、古物 
國家應實施基本教育，未受基本教育國民應給予補習教育並推行社會教育 
國家應保障藝術工作者之生活，並應依國民經濟之發展，隨時提高其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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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有關軍人權益之保障，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意旨，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國家辦理退除役官兵轉任公務人員考試，應考人包括士官及軍官，惟及格人員之分發以軍官為限，有

違平等原則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將國有農場無償借給有眷榮民耕作，榮民死亡後，僅因女兒出嫁者，

即規定應收回，與平等原則無違 
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規定，原眷戶及其配偶均死亡者，其子女享有優先承受承購之權利。與一般國

民比較，此一規定不發生平等原則之問題 
政府為使國家財政永續經營，就陸海空軍退除役官兵保險退伍給付之優惠存款額度設定上限，尚不違

反信賴保護原則 
22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規定，國家對於下列何種救濟性支出應優先編列？ 

福利服務 社會保險 國民就業 醫療保健 
23 依憲法增修條文前言之規定內容，係基於下列何種目的，增修本憲法條文？ 

為因應兩岸合作之需要  為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 
為因應加入聯合國之需要 為因應國家緊急狀態之需要 

24 依憲法本文之規定，行政院設院長一人及副院長幾人？ 
一人 二人 三人 不設副院長 

25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關於宗教自由之敘述，何者錯誤？ 
個人內心的宗教觀自由為宗教自由最核心部分 
不得因為宗教原因而拒絕服兵役 
人民有宗教結社之自由 
國家應鼓勵特定優良宗教，並補助其宗教活動 

26 When a fire ______ sounded, each firefighting volunteer immediately came with a salvage bag and a bucket to 
the fire ambulance. 
alarm arena clock watch 

27 As soon as the right amount of oxygen entered the room, you are guaranteed to have ______ back draught. 
hungry instant topical electric 

28 Firefighters' slightest misstep or misunderstanding of directions or procedures could have ______ consequences. 
devastating circumstantial progressive tranquil 

29 Firefighters who ______ someone's prized wedding album from wreckage can win respect and support in the 
community. 
coerce swap fret retrieve 

30 Light search-and-rescue operations are often conducted by firefighters, but other ______ workers may assist in 
similar operations. 
emergency orphanage interface antonym 

31 Firefighters do not just fight fires. They also ______ fires to see how they were caused. 
encourage investigate abuse overwhelm 

32 Firefighters often live at the station while on duty, and they have to be always ______ to answer a call. 
ready curious thirsty pious 

33 Schools, office buildings, factories, and other commercial buildings have benefited from fire 
protection ______ systems for over a century. 
split crucial sprinkler political 

34 Many avoidable electrical fires can be traced to misuse of electric cords, such as overloading circuits, poor 
______, and running the cords under rugs or in high traffic areas. 
maintenance patience sentence disturb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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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Teams of firefighters independently analyze their immediate situation based on local ______ and available data. 
orders speed observations protections 

36 There are two main types of smoke detectors: ionization chamber smoke detectors and ______ smoke detectors. 
optical gas passive active 

37 With regard to the positioning of heat and smoke detectors, ______ has to be taken of the convective movement 
of fire products from the fire to the detector. 
size account velocity time 

38 The invention of ______in 1801 means there was no more need for firefighters to carry water-filled buckets to 
the fire. 
hydrants engines uniforms rockets 

39 Every building shall be so constructed that for a reasonable period, in the event of a fire its ______ is maintained. 
address record stability possibility 

40 Water as an extinguishing agent was approved by the EPA as an acceptable ______ to halon 1301 in 1994. 
alternative ultimate commodity need 

41 Today's homes possess many ______ features that make house fires less commonplace. 
blade safety coal recipe 

42 Smoke jumpers are highly trained firefighters who ______ into remote locations to fight forest fires. 
parachute speculate rehearse diagnose 

43 Most dozer-generated firebreaks are three to four meters wide, and the firefighters can then back-burn from that 

______. 
hatchet space curse feast 

請依下文回答第 44 題至第 47 題： 
Fires in dwellings are a serious public policy problem. Approximately 80 percent of all fire  44  worldwide are the 

result of fires that originate in a   45   occupancy. Since homes are historically the place where occupants are most 
vulnerable and have offered the least amount of fire   46   to their occupants, this should come as no surprise. 
Moreover, research has revealed that changes in materials used for furnishing, building materials and components, and 
construction methods have resulted in the potential for an increased level of hazard from a/an   47  dwelling fire. 
44 ways fatalities weights signs 
45 residential commercial presidential potential 
46 infidelity reliance encouragement protection 
47 incidental accidental coincidental extinguished 
請依下文回答第 48 題至第 50 題： 

The trainway typically serves as the means of egress for passengers in the event it becomes necessary to   48   a 
train. In an enclosed train/tunnel, the means of egress includes enclosed   49   and cross passageways that serve as 
points of safety. The maximum   50   between exits and cross passageways permitted by NFPA 130 is 762 m and 
244 m, respectively. 
48 infuse evacuate appeal operate 
49 corners exits compartments envelopes 
50 height pressure temperature d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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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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 試 別：一般警察人員考試、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 別：消防警察人員 

科 目：消防與災害防救法規概要（包括消防法及施行細則、災害防救法及施行細
則、爆竹煙火管理條例及施行細則、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
準暨安全管理辦法、緊急救護辦法、緊急醫療救護法及施行細則） 

考試時間： 1 小時 30 分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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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次：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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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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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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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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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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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1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4402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25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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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得併科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金 

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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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資料，其安全技術人員應經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或由中央消防機關認可之專業機構，講習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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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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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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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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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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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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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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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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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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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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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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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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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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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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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潛勢特性，擬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經各該災害防救會報核定後實施，並報中央災害防救會報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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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研判有開設土石流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必要之時機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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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氣象局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報，預測颱風暴風圈將於十八小時內接觸陸地時 

五個以上直轄市、縣（市）政府災害應變中心二級開設後，災情嚴重 

估計有十五人以上受土石流災害影響並發生傷亡、失蹤，災情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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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貸款之金融機構補貼利息？ 

勞動部 內政部 行政院 衛生福利部 

12 下列何者為毒性化學物質災害之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內政部 衛生福利部 經濟部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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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圍？ 

核定各該直轄市、縣（市）災害防救基本計畫 核定重要災害防救措施及對策 

核定轄區內災害之緊急應變措施 督導、考核轄區內災害防救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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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要時得延長至 Y 日，請問：X 及 Y 各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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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公共危險物品之第五類，其範圍為何？ 

氧化性固體  氧化性液體  

自反應物質及有機過氧化物 發火性液體及禁水性物質 

16 下列何種公共危險物品不包含在第六類氧化性液體範圍？ 

硝酸 酒精類 過氯酸 鹵素間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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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氏多少度以上之第四類公共危險物品？ 

五十度以上 一百度以上 二百度以上 三百度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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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誤？ 

液化石油氣容器串接使用場所串接使用量不得超過六百公斤 

液化石油氣販賣場所儲放之液化石油氣，總儲氣量不得超過一二八公斤 

液化石油氣備用量，供營業使用者，不得超過八十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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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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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或監督層次幹部 

爆竹煙火監督人任職期間，每三年至少應接受複訓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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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時 

爆竹煙火監督人複訓之時間，不得少於八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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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竹煙火監督人講習、訓練之規劃及辦理 

爆竹煙火安全管理業務之規劃、自治法規之制（訂）定、修正、廢止及執行 

爆竹煙火製造之許可、變更、撤銷及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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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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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有關文件，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5 日 6 日 7 日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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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診之醫療機構保存至少幾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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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預判可能達 Y 人以上者，下列何者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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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依緊急醫療救護法規定，下列何者非屬緊急醫療救護人員？ 

救護技術員 醫師 護理人員 外籍看護工 

25 下列機關，何者不得設置救護車？ 

軍事機關 護理機關 消防機關 教育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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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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 試 別：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 別：消防警察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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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時間： 1 小時 30 分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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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60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一、某工廠報案有承包清潔工程某清潔工於清洗油槽時，在油槽內昏迷，消防局即刻派

員救援，該轄區消防隊員 3 名接獲通報後前往救護，其中 1 員進入油槽內，隨即因

頭昏受不了，而立刻離開，於配戴氣瓶後始再行進入，另 2 員為迅速救出清潔工，

欲採切割油槽壁的方式搶救，請問此方式是否可行？（5 分）類似此侷限空間救援

案例救災安全上應注意事項為何？（15 分） 

二、若你為消防隊員，受命入室救災時，請問入室救災前應注意那些事項？（12 分）

入室救災射水之種類及選用時機為何？（8 分） 

三、某大樓停車場採用泡沫滅火設備，滅火藥劑使用水成膜泡沫，你為消防安檢人員，

請問應如何進行泡沫發泡倍率、還液時間之檢測、且現場必須準備的器具為何？（20
分） 

乙、測驗題部分：（40 分）                     代號：3602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2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你為某消防分隊的救護技術員，奉派執行某公寓 3 樓的緊急救護案件，到達現場後，發現可能係一氧化

碳中毒之案件時，下列何項敘述錯誤？ 
先判斷可能發生原因及現場傷患人數，並立即回報救災救護指揮中心 
立即請救災救護指揮中心加派消防、警察人員支援，並注意自身安全 
救護人員應穿著防護措施進入現場，確認現場安全並將患者搬離現場後，再急救送醫 
若係患者本身疾病之救護案件，而非環境因素導致，應先施以急救，再將患者搬離現場送醫 

2 119 接獲緊急生產救護報案，救護技術員到達現場發現孕婦倒臥於浴室門口，地板上遍布血跡，胎兒已自

行產出，臍帶尚連著母體。救護技術員立即照護新生兒，評估新生兒生命徵象，其呼吸約 30 次/分，臂動

脈約 150 次/分，胎兒持續哭泣。評估產婦生命徵象：呼吸 18 次/分、脈搏 90 次/分、橈動脈摸得到、血氧

97%、GCS15 分，未有大出血現象。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如胎盤仍未排出，應不斷按摩產婦腹部，以協助胎盤產出 
迅速清除嬰兒口鼻血跡及體液，協助剪斷臍帶，避免血液回流造成傷害 
以無菌被單將新生兒包覆於內，交母親懷中並給予產婦毛毯覆蓋，以避免失溫 
使用新生兒專用面罩進行給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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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關醫療指導制度之建立，若你為消防隊員，請判斷以下敘述何者錯誤？ 

直轄市、縣（市）消防主管機關為辦理緊急救護業務，可依需求聘任醫療指導醫師，其中並得增加具

野外醫學專業者，建立醫療指導制度 

醫療指導醫師負責各級救護技術員執行緊急救護之教育、訓練、督導及考核 

醫療指導醫師需訂定各級救護技術員品質指標、執行品質監測 

醫療指導醫師應領有急診專科醫師證書，並實際執行急診醫療工作者 

4 有關依規定應置有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之公共場所，其應負之責任與義務，若你為消防隊員，請判

斷以下敘述何者錯誤？ 

應置有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之公共場所負責人及從業人員，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檢查或抽查，

並應提供必要之協助 

經公告應置有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之公共場所，應自公告之日起 1 年內完成設置，未完成者，應

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依處罰規定辦理 

地方衛生主管機關得辦理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安心場所認證 

應置有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之公共場所百分之七十員工完成接受相關訓練者，得申請安心場所認

證，有效期限為 3 年 

5 有一連棟式地上 9 層 RC 造建築公寓，其中 1 樓為餐廳用途，2 樓以上為住家，平時 1 樓騎樓停滿機車。

某日晚間，騎樓停放機車遭人縱火，消防人員接獲派遣到達現場後，發現火流沿騎樓天花板往 1 樓餐廳

室內燃燒，研判濃煙及火勢可能順著直通樓梯向上蔓延，現場 2 樓以上逃生住戶表示尚有家人仍未逃出。

若你是現場搶救人員，請判斷下列何者為最不合適之救災處置？ 

部署 2 線水線分別由起火處兩側進行滅火攻擊 

部署 2 線水線由起火處正面以 1 線防護、1 線攻擊，進行滅火攻擊 

部署 2 線水線送水給高空作業車以進行救援 

先組成搜救小組進行 2 樓以上人命搜救 

6 若你為消防隊員，於某火場執行入室搶救時，請研判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入室佈線前應先有測溫動作，以手背測試門把、門板溫度，確認無異常之高溫，始可入室部署 

入室佈線時應採低姿勢，無法看清地板時，應以滑（爬）行方式前進 

水帶部署延伸過長時，應將過長之部分，平均分佈於室外樓梯斜面或平台上 

斜背式屋頂佈線，應將水帶佈在同側屋頂，以利水帶延伸 

7 某日山區 1 棟建築物發生火災，轄區消防分隊出動 2 輛水箱車前往搶救，山區沒有消防栓，附近有 1 處

魚池。如果你是第 2 輛水箱車（水源車輛）司機，負責抽取該魚池水源中繼供水，操作中發現無抽氣吸

水之功能，不能造成真空。此時，你不須檢查下列那一項目？ 

真空泵油箱是否缺油  吸管過濾器是否堵塞 

真空泵管線接頭是否鬆脫或管線阻塞 真空泵是否故障 

8 你為消防隊員，獲報前往火場救災，當你要準備執行火災搶救任務時，下列那一項著裝穿戴作業不適當？ 

穿著消防鞋、褲、消防衣，並連同袖口護套一起穿上 

將頭套穿戴於脖子、背上空氣呼吸器、空氣瓶開關閥朝下，面罩掛於胸前 

罩上頭套再將面罩戴上，調整五爪帶，使面罩與臉部密合，頭套不要蓋住面鏡 

將頭套下擺確實塞入消防衣衣領，戴上消防帽及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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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某日凌晨 3 時，1 棟 2 層樓木造建築物發生火災，轄區分隊接獲派遣出動水箱車 2 輛及救護車 1 輛，抵達

現場發現 1 樓起火且火勢猛烈已延燒至 2 樓，並有 1 位民眾在 2 樓窗口（加裝鐵窗）揮手呼救，附近民

眾表示屋內有人待救，如果你是第一梯次抵達現場之消防人員，請問以下作為何者不適當？ 

立即架設雙節梯至 2 樓窗戶處破壞鐵窗救人，同時搭配水線射水 

迅速部署水線強行進入室內滅火 

人命救助過程中應隨時注意火勢發展情況，適時於週邊部署水線，防止火勢擴大延燒 

廣播發生火警，並請週遭建築物民眾立即疏散至室外 

10 於火災現場操作空氣壓縮車上之空壓機時，在其自動停止灌充以前，正確的操作步驟為何？ ①打開總電

源檢視空氣濾心 ②灌充閥打開並轉充氣速率調節閥 ③設定灌充壓力 ④空氣鋼瓶置入防爆充氣箱鎖上

灌充接頭 ⑤打開鋼瓶閥 

①②③④⑤ ①③②④⑤ ①③④⑤② ③④⑤②① 

11 你是消防隊員，接獲轄區內某旅館提報消防防護計畫，於審核該計畫書「場所之位置圖、逃生避難圖及

平面圖」時，請問下列要求內容何者錯誤？ 

各種圖面均應標示清楚，並註明實際距離或比例尺、方位等必要之項目 

平面圖應標示相鄰建築物、路名、周遭重要建築物與其他有利救災之必要事項 

逃生避難圖得與平面圖併用，圖面上應包含辦公室、餐廳、居室、警衛室、廚房等場所，以及主要之

逃生避難路線 

消防機關得商洽管理權人將提報之各種圖面，以電腦掃瞄、電子地圖或其他電腦製圖方式製作 

12 消防人員至轄內某 KTV 實施新增列管場所安全檢查時，發現其門口鋪有 2m×2m 地毯一塊且未附加防焰

標示，大廳及每一包廂內滿鋪地毯，惟僅大廳地毯角落之表面上有縫製一防焰標示，包廂走廊沿著牆面

垂吊掛有一窗簾裝飾物且未附加防焰標示，請判斷下列處置何者錯誤？ 

對於門口地毯未附加防焰標示，應予限期改善 

大廳內地毯之防焰標示採縫製方式，應予限期改善 

包廂內地毯未附加防焰標示，應予限期改善 

走廊牆面垂吊之窗簾裝飾物未附加防焰標示，應予限期改善 

13 當你去檢查某一工廠之室外柴油儲槽場所（容量 30 公秉）時，發現該場所未設置標示板，且輔助泡沫消

防栓無法放射泡沫，你要如何處理最適當？ 

均開具限期改善通知書，要求限期改善 

均開具舉發單，並要求限期改善 

標示板部分開具舉發單，並要求限期改善；輔助泡沫消防栓部分開具限期改善通知書，要求限期改善 

標示板部分開具限期改善通知書，要求限期改善；輔助泡沫消防栓部分開具舉發單，並要求限期改善 

14 若你為消防隊員，作居家宣導，發現民眾住家供淋浴使用之燃氣熱水器為屋外式（RF 式）熱水器，其位

於加裝窗戶且吊掛衣物之陽台，下列何者建議改善作法，可兼顧淋浴使用功能及有效防止一氧化碳中毒。

①將原熱水器遷移至建築物外牆與戶外空氣能完全流通之位置。②更換為屋內式開放式熱水器（熱水放

出量每分鐘為 5 公升以下）。③更換為屋內式半密閉強制排氣熱水器（熱水放出量每分鐘為 10 公升以上）。

④提醒住戶天氣寒冷時勿將窗戶關閉 

②④ ①② ①③ ②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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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若你為消防隊員，從事某一火場之搶救，當以雙節梯靠牆壁進行架梯時，請研判雙節梯最適合採行靠放

的角度（與地面之角度）為幾度？ 

60 75 80 85 

16 李小姐因為天氣寒冷將家中窗戶緊閉，隨後即去洗澡，洗到一半因身體不適打 119 求救，救護技術員到

達現場時，發現求救者已呈現昏迷的狀態，若你為救護技術員，請判斷下列何者非立即必要措施？ 

到達現場必須注意通風，注意施救者的安全 一氧化碳中毒的解毒劑是氧氣 

必須注意病人呼吸道  可以使用血氧濃度分析儀測量其血氧濃度 

17 某百貨公司建築物火災，起火區域研判為 5 樓，轄區消防隊員李某等 3 人欲入室搜救，考量搜救人員安

全作業程序，下列李員諸作法中，何者為不適當？ 

依據深入距離及個人工作狀態下呼吸器的空氣使用量，計算作業時間並考慮退出火場所需花費的時間 

搜索過程應儘量沿牆壁或利用繩索配合水帶延伸搜索前進，並利用自發光物品作為確保或施放標記，

以免迷失方向 

搜救小組人員彼此間以拉繩、無線電或警笛做為聯絡之方式 

進入安全梯前往其他樓層時，確認安全門不會自動反鎖，若安全門可能自動反鎖時，則以水帶、繩索、

適當之物品或固定鎖舌開關，防止反鎖，並預留退路 

18 你為 EMT-1 救護技術員，執行到院前心臟停止（OHCA）救護勤務時，關於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AED）

之操作，請判斷下列那項處置不正確？ 

傷病患胸部有藥膏貼片時，應移除再貼上 AED 貼片 

救護車行進送醫時，若 AED 指示電擊，應考慮其可能為道路不平、晃動造成的干擾 

AED 指示電擊，此時傷病患心律為心室顫動，另傷病患無脈搏且心律為心室頻脈時，亦需電擊，但只

限高級救護技術員以上操作 

創傷傷患大多非心臟問題引起 OHCA，故可不使用 AED 

19 若你為消防隊員，檢視某場所之防焰物品之防焰性能試驗資料，依「防焰性能試驗基準」規定，防焰物

品或其材料之防焰性能，其餘焰時間之規定，請研判下列何者正確？ 

地毯等地坪鋪設物類不得超過 20 秒 

薄纖維製品（每平方公尺質量 450 公克以下者）不得超過 5 秒 

厚纖維製品（每平方公尺質量超過 450 公克者）不得超過 10 秒 

展示用廣告板不得超過 15 秒 

20 若你為消防隊員，在進行複查作業時，請判斷依法令規定，室外消防栓之瞄子出水量未達每分鐘幾公升，

即可認定不符合規定？ 

130 270 300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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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名稱：

消防警察人員

單選題數：20題 單選每題配分：2.00分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第1題

C

第2題 第3題 第4題 第5題 第6題 第7題 第8題 第9題 第10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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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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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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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3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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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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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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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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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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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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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A B B D B C B C

B C C B D B # A DB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備　　註： 第18題答Ｃ或Ｄ或CD者均給分。

標準答案：答案標註#者，表該題有更正答案，其更正內容詳見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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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260 全一頁

考 試 別： 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 四等考試 
類 科 別： 消防警察人員

科 目： 消防安全設備概要

考試時間 ： 1 小時 30 分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接背面） 

 
 

一、消防幫浦之水源水位低於幫浦位置時，需要設置呼水裝置，該裝置須具備那些機件？

其中呼水管之管徑標準依「消防幫浦加壓送水裝置等及配管摩擦損失計算基準」之

規定為何？請詳細說明規定此管徑標準之理由。（25 分） 

二、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6 條規定：「複合用途建築物，有分屬同條其他各

款目用途時，適用本標準各編規定（第 17 條第 1 項第 4 款、第 5 款、第 19 條第 1
項第 4 款、第 5 款、第 21 條第 2 款及第 157 條除外），以各目為單元，按各目所列

不同用途，合計其樓地板面積，視為單一場所。」請闡述本條之意旨，並列舉至少

三種除外的原因。（25 分） 

三、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應設置場所為何？依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認可基準規定，可區分為

那些種類？其鳴動之音壓在多少分貝以上？（25 分） 

四、顯著滅火困難之室外儲槽場所，常見設置固定式泡沫滅火設備。上述設備之泡沫放

出口有那些分類？請分別詳述其定義與適合之儲槽構造種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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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250 全一頁

考 試 別： 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 四等考試 
類 科 別： 消防警察人員

科 目： 消防器材構造與使用

考試時間 ： 1 小時 30 分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接背面） 

 
 

一、比較消防車使用汽油及柴油引擎之優缺點？（25 分） 

二、油壓起重機如何進行維護及保養？（25 分） 

三、若空氣呼吸器 250bar、6L 之空氣鋼瓶，其殘餘壓力要求為 10bar，請問呼吸量

40L/min，可用多少分鐘？（10 分） 
請說明空氣呼吸器保養維護須知？（15 分） 

四、請說明救生繩索之保管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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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10-40410 
60110-60410 
80110-8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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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等考試、員級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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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道圍牆，作為自我防衛的設施，避免心靈受到外來的傷害；

然而，它也可能阻止我們接受新資訊及他人善良的建議，也可能成為我們往外

發展的障礙，而不利於成長。試以「拆卸自己心中的圍牆」為題，作文一篇，

闡述己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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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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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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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申請者可逕行查閱及下載。試擬科技部針對此案致各大學校院函。 

乙、測驗部分：（20 分） 代號：1401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1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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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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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上題，本文之主旨為何？ 
觀棋局時不必靜默肅穆，可以任意指點 
善讀書者，應古今兼重，不宜賤古貴今 
人往往容易看到他人缺失，而不識自己之短處 
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應適時提點以助棋局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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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10-40410 
60110-60410 
80110-8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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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等考試、員級考試

類 科 別 ：各類別、各類科

科 目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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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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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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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1)

測驗式試題標準答案

考試名稱：

水上警察人員輪機組、行政警察人員、水上警察人員航海組、消防警察人員、地政、機械
工程、材料管理、土木工程、電子工程、運輸營業、電力工程、事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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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C D A D C C C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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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等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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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小時 座號：       

※注意：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5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代號：2602 
頁次：4－1 

1 依憲法及憲法增修條文規定，下列何者非屬現行監察院之職權？ 
向行政院及其各部會調閱其所發布之命令及各種有關文件 
監察院經各該委員會之審查及決議，向行政院及其有關部會提出糾正案 
對於失職及違法之中央及地方公務人員，提出糾舉案或彈劾案 
彈劾總統、副總統 

2 關於考試院職權之行使，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公務人員之訓練專屬於考試院之職權 考試委員應超出黨派，行使職權 
考試院會議為合議制，並以院長為主席 考試委員須依據法律獨立行使其職權 

3 關於司法權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司法權之行使，應受憲法及法律之拘束 
公務員懲戒不屬於司法權之作用 
根據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司法院應不得僅具 高司法行政機關之地位 
司法權之獨立性，受憲法明文保障 

4 下列有關行政院會議之敘述，何者錯誤？ 
法律案、預算案、條約案須先經行政院會議議決才能送交立法院審議 
行政院會議原則上以行政院院長為主席 
行政院會議之成員，包括行政院院長、各部會首長、政務委員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首長 
緊急命令須經行政院會議議決，總統始得發布之 

5 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下列有關覆議制度之敘述，何者錯誤？ 
行政院得提出覆議案者，限於對立法院決議之法律案、預算案、條約案 
有關法律案之覆議，由總統向立法院提出 
立法院對覆議案，在會期中若逾 15 日未作成決議，原決議失效 
立法院若決定維持原決議，行政院院長應接受該決議而無須辭職 

6 依據憲法及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總統履行下列何種職權，須經行政院院長副署？ 
任命行政院院長  任命監察委員  
發布解散立法院之命令  公布法律 

7 依據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關於憲政體制中行政院院長不信任案與解散立法院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立法院得經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一以上連署，對行政院院長提出不信任案 
不信任案提出 72 小時後，應於 48 小時內以記名投票表決之 
不信任案應先經全院委員會通過後，再提至立法院院會，如經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以上贊成，行政

院院長應於 10 日內提出辭職，並得同時解散立法院 
不信任案如未獲通過，1 年內不得對同一行政院院長再提不信任案 

8 下列何者非屬憲法上行政權之範圍？ 
政策擬定 公務員懲戒 預算案提出 財經重大變故之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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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下列何者非屬總統之特權或職權？ 
提出憲法修正案  解散立法院 
國家機密特權  決定國家安全有關之大政方針 

10 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總統得解散立法院，其程序或條件，下列何者不屬之？ 
戒嚴或緊急命令生效期間不得解散立法院 須經諮詢立法院院長 
立法院須先通過對行政院院長之不信任案 須經行政院院長副署 

11 有關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關於單一選區兩票制之並立制、政黨比例代表席次及政黨門檻

的規定，依據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該規定具有憲法本質之重要性而為規範秩序存立之基礎 
選舉方法不得有礙民主共和國及國民主權原則之實現，亦不得變動選舉權、平等權之核心內涵 
百分之五之政黨門檻規定部分，可能使政黨所得選票與獲得分配席次之百分比有一定差距，而有選票

不等值之現象，違反選舉平等 
單一選區兩票制之並立制兼顧選區代表性與政黨多元性，此一混合設計及其席次分配，違反自由民主

憲政秩序 
12 依憲法、憲法增修條文及相關法律之規定，關於創制、複決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創制與複決之實施，係為避免立法機關怠於立法或立法獨裁，以彌補代議政治之缺失 
複決包括人民對於憲法修正案或法律，以投票決定是否通過之權利 
創制包括人民得依法律規定之程序提出法案，促使立法機關修改法律之權利 
複決包括立法原則之複決 

13 若國家安全法規定人民入出國境均須經主管機關之許可，將構成對人民何種基本權利之限制？ 
言論自由 資訊自由 遷徙自由 職業自由 

14 有關人民結社組織人民團體之權利，依法律及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依照人民團體法，組織政黨無須事前許可，如其目的危害民主憲政秩序，主管機關得命其解散 
依照人民團體法，組織政黨以外人民團體須經事前許可，如成立後其行為危害民主憲政秩序，主管機

關得廢止其許可 
人民團體之命名權與更名權，不屬於憲法第 14 條結社自由保障之範圍，但受憲法第 22 條人格權之保障 
依照人民團體法，主管機關對人民團體限期整理並停止理事、監事之職權，如該等人員為無給職，即

不涉憲法第 15 條工作權保障問題 
15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見解，下列何者非屬憲法上制度性保障？ 

工作權 訴訟權 學術自由 婚姻與家庭 
16 關於我國選舉、罷免制度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中央選舉委員會隸屬行政院，置委員若干人，由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派充之，並指定一人為主任委員 
在各該選舉區繼續居住 6 個月以上者，為公職人員選舉各該選舉區之選舉人 
選舉人年滿 23 歲，得於其行使選舉權之選舉區登記為公職人員候選人。但直轄市長、縣（市）長候選

人須年滿 30 歲；鄉（鎮、市）長、原住民區長候選人須年滿 26 歲 
現役軍人、服替代役之現役役男或公務人員，不得為罷免案提議人 

17 有關人身自由限制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人身自由之限制一律有法官保留原則之適用 
外國人受驅逐前由內政部移民署為暫時收容，若未超過 15 日者，無法官保留之適用 
限制人身自由之處置，須以法律規定 
強制進入勞動教育場所，亦屬對人身自由之限制 

18 下列何者不是憲法基本國策與憲法增修條文規定國家應實施或推行之制度？ 
公醫制度 全民健康保險 勞資糾紛仲裁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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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關於職業自由之保障，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非營利性質之職業，亦受職業自由保障 
私立學校之董事，不受職業自由保障 
法律必須為追求重要之公共利益，始得限制人民之執行職業自由 
法律不得規定人民選擇職業應具備之客觀條件 

20 關於資訊隱私權之保障，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資訊隱私權屬於憲法第 7 條至第 21 條明文列舉之基本權利 
資訊隱私權保障人民對於其個人資料之揭露有決定之權利 
資訊隱私權保障人民對於其個人資料之使用有知悉之權利 
資訊隱私權保障人民對於其個人資料之錯誤記載有更正權 

21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下列何者係屬憲法第 22 條所保障之權利？ 
新聞自由 學術自由 婚姻自由 人身自由 

22 有關憲法本文前言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具有法的拘束力  前言可作為釋憲的依據 
明示制憲目的  非憲法一部分，僅具政治意涵 

23 早年政府將患有漢生病（俗稱麻瘋病）之病患，依職權強制隔離於特定院區居住，不得擅自離開，此種

作法，侵害病患何種基本權？ 
生命權 名譽權 人身自由 通訊自由 

24 承上題，對於政府依職權強制隔離病患相關作法之違憲審查，不涉及下列何種原則？ 
比例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 正當程序原則 

25 關於原住民族之保障，下列何者非憲法增修條文明文要求國家應採取之措施？ 
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 
積極發展維護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 
保障、扶助原住民族經濟土地，並促進其發展 
以優惠性差別待遇保障原住民族之平等受教育權 

26 Automatic fire detection system       smoke and heat detectors. 
 prevents from  divides into  separates from  consists of 

27 If cooking oil is overheated, it will reach its       temperature before it boils away. 
 autoignition  flashover  decomposition  explosion 

28 An exit sign is a device in a public facility guiding people to the closest exit       fire or other emergencies. 
 in front of  in case of  in view of  in the range of 

29 Fire fighters should put on breathing       while rescuing in fire. 
 facilities  spaces  pumps  apparatuses 

30 The basis of educational program in health facilities can be built around the acronym “RACE”, which stands for 
Rescue, Alarm, Confine and Extinguish      .   
 respectively  officially  absolutely  definitely 

31 In a sound home fire escape plan, it is important to ensure that all ways out of each room and the home are clear, 
free of       and can be opened easily. 
 clutter  crackle  caution  calculation 

32 National Fire Agency plans and carries out affairs of national fire prevention agency,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scue, and is authorized to command and       national fire institutes to perform fire prevention and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scue missions. 
 suppose  suffocate  supervise  summarize 

33 Potential use of Unmanned Aerial Systems (UASs) to save lives, provide safety and save       has generated 
preliminary research in three major areas of the fire service to include aviation, structure and wildland scenarios. 
 pattern  property  paramedic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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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Indian air force helicopters have been       to spray water on the fires that have been ravaging pine forests and 
threatening two major tiger reserves. 
 departed  decreased  deployed  decimated 

35 If you have sight difficulties, you may want to consider placing a tactile       along your escape route to make 
it easier to find the exit. 
 increase  indicator  intention  inquisition 

36 A fire broke out early Saturday at a luxury apartment skyscraper in Dubai, engulfing several floors on at least 
three sides of the iconic Torch building and spewing flaming       to the ground. 
 douse  docks  debris  details 

37 Test the fire alarms regularly; never       them or take out the batteries if an alarm goes off by mistake. 
 display  discuss  disappoint  disconnect 

38 Public Fire Education Planning includes the process which ensures that program strategies really       the 
community problems such as identifying the fire risks, implementing an education program, or evaluating the 
results. 
 abuse  accuse  address  accelerate 

39 An explosion and       sparked by fireworks have killed at least 100 people at a Hindu temple in the Indian 
State of Kerala. 
 brick  blaze  blade  breeze 

40 Make sure your oxygen equipment is stored safely out of direct sunlight, well       , and away from heat 
sources. 
 valued  violated  vanished  ventilated 

請依下文回答第 41 題至第 45 題： 
Five firefighters have been injured after two fire engines came off the road on the way to a crash near Inverness. The 
fire crews were rushing to the scene of an accident on the B9006 Inverness to Nairn road shortly after 07:00 when 
the   41   happened. The Scottish Fire and Rescue Service said five of the eight firefighters had been taken to 
hospital in Inverness. Their   42   are not believed to be life-threatening. Two of the crew had to be freed from 
the   43   by their colleagues. An   44   is under way into the cause of the crash. It is not yet clear whether 
the engines   45   or if the weather may have been a factor.  
41  index  instinct   incident  inspection  
42  intakes  injuries  ignitions  injections 
43  wrong  wound  wreckage  weakness 
44  indication  institution  information  investigation 
45  caused  created  collided  continued 

請依下文回答第 46 題至第 50 題： 
Marty Ahrens’ 2015 National Fire Protection Association Report on Home Fires Involving Cooking Equipment 
examines causes and   46   of home cooking fires that were reported to local fire departments in the U.S. 
Additional details are provided about fires involving range or cooktops. Cooking-related burns, including cooking 
scalds and burns caused by   47   with hot cooking equipment, are also discussed. Previously published 
descriptions of cooking fires are included to   48   how these fires can occur. The report shows that in 
2009-2013, U.S. fire departments   49   to an average of 162,400 home structure fires related to cooking 
equipment per year. This   50   45% of home structure fires, and 33% of all structure fires.  
46  circulations  calculations  circumstances  commissions 
47  contact  combat  contract  comment 
48  ignite  impact  illustrate  implement 
49  recorded  recruited  responded  reconstructed 
50  reacts  resists  replaces   repres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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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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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為何？並說明其主管災害防救業務之權責為何？（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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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維護管理」、「用火、用電之監督管理」及「防止縱火措施」外，尚包含那些事

項？（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4402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25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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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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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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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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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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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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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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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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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依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相關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每 2 年應檢討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公共事業每 2 年應檢討災害防救基本計畫 

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每 2 年應檢討災害防救基本計畫 

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公所每年應檢討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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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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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計畫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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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練之時間，不得少於 16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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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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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竹煙火監督人應為長時間在場所的員工，不一定是幹部，只需能隨時在場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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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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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面 2.5 公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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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筋混凝土造或具有同等以上強度構築防護牆者，不在此限 

通路面積至少應占儲存場所面積之百分之二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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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依緊急醫療救護法第 12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之救災救護指揮中心，應由救護人員 24 小

時執勤，處理緊急救護事項。下列何者不是該中心要處理之緊急救護事項？ 

聯絡救護運輸工具之設置機關（構）執行緊急救護業務 

建立緊急醫療救護資訊 

提供緊急傷病患送達醫療機構前之緊急傷病諮詢 

緊急傷病患救護作業程序之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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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救護作業程序由下列何者定之？ 

直轄市、縣（市）衛生主管機關 直轄市、縣（市）消防主管機關 

內政部消防署  衛生福利部 

9 依緊急救護辦法第 3 條規定，緊急救護是指緊急傷病患或大量傷病患之現場急救處理及送醫途中之救護，

下列何者非緊急傷病患？ 

孕婦待產者  車禍急待救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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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進行調查之事項？ 

醫療機構等之位置 

有急救事故發生之虞之對象物，其位置及構造 

地勢及交通狀況 

患有精神疾病且有危險顧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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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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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轄區消防機關申報。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於每年 5 月及 11 月向轄區消防機關各申報一次 

安全技術人員每 2 年應接受複訓一次，每次複訓時數不得少於 8 小時 

用戶安全檢查資料包括用戶地址、檢測項目及檢測結果 

零售業者應備置資料至少保存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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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關 地下電台 團體 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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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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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代役 士官役 國民兵 士兵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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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於引火前在引火地點四週設置 Q 公尺寬之防火間隔，及配置適當之滅火設備，並將引火日期、時間、

地點通知鄰接地之所有人或管理人。試問 P 與 Q 分別為何？ 

P ＝3，Q＝5 P ＝3，Q＝6 P ＝5，Q＝6 P ＝5，Q＝3 

15 行政院設中央災害防救會報，下列何者非其任務？ 

決定災害防救之基本方針  核定各該直轄市、縣（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核定全國緊急災害之應變措施 核定重要災害防救政策與措施 

16 災害防救法所稱公共事業，其項目下列何者錯誤？ 

大眾傳播事業 資訊服務業 自來水事業 公用氣體燃料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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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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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處新臺幣多少罰鍰？ 

3 千元以上 1 萬 5 千元以下 2 萬元以上 10 萬元以下 

1 萬元以上 5 萬元以下  6 千元以上 3 萬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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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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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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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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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區外鄰近加油站之安全距離，應在 20 公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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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周保留空地寬度應在 10 公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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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公尺以上高處之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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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置具有同等以上效能之防止流出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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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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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養機構 醫療機構 護理機構 救護車營業機構 

21 下列何者非緊急醫療救護法所稱之緊急醫療救護？ 

緊急傷病、大量傷病患或野外地區傷病之現場緊急救護及醫療處理 

送醫途中之緊急救護 

重大傷病患或離島、偏遠地區難以診治之傷病患之轉診 

養護機構之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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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結果及應採行之必要措施，通知運送救護車所屬之機關（構）？ 

12  24  6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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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何者錯誤？ 

使用後之消毒：每次使用後 

實施定期消毒時，應將其情形記入消毒實施表 

去污處理：每次運送受化學、輻射物質污染之傷病患後 

定期消毒：每週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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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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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1、Q＝4 P ＝2、Q＝4 P ＝1、Q＝5 P ＝2、Q＝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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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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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投保金額未達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數額，處新臺幣多少罰鍰？ 

3 千元以上 1 萬 5 千元以下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  6 千元以上 3 萬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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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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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護現場不論創傷或非創傷病患，呼吸狀況都與其生命安全有直接關聯，你執行救

護勤務時，針對那些情形的傷病患務必給予氧氣處置，以穩定其在送醫前之生命徵

象？（20 分） 

二、車輛是目前多數人移動最主要的工具，隨科技的進步，車輛性能不斷提昇，但用路

人若無法治觀念，常因超速、酒駕或其它危險駕駛造成交通事故，往往造成嚴重傷

亡，甚至受困車內，讓消防人員無法第一時間接觸傷患並予以急救。若你是救助車

輛司機，應如何部署停車以確保搶救人員安全？（20 分） 

三、若你為消防設備審查人員，考量某場所之用途、樓層高度、面積等因素，認為該場

所應設置滅火器，請說明應設置滅火器之場所為何？（20 分） 

乙、測驗題部分：（40 分）                     代號：3602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2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有關救護技術員傳染病防治的敘述，若你為消防隊員，下列何者錯誤？ 

運送疑患有法定傳染病之緊急傷病患時，應注意避免救護人員及救護車輛受到污染，並立即依規定實

施消毒 

救護技術員發生針扎事件，最常發生於對病患執行靜脈穿刺當下 

避免在搖晃的車廂中打針，可以降低針扎發生的機率 

收治醫院經診斷該緊急傷病患為法定傳染病患時，應即將診斷結果通知消防機關，以採取必要措施 

2 心肺功能停止的病人，在完全沒有反應前，有一段時間可能會呈現瀕死式呼吸，若你為消防隊員，下列

有關瀕死式呼吸的敘述，何者錯誤？ 

病人看起來像是還有呼吸，實則呼吸功能已經喪失 

呼吸間隔大於 7 秒 

病人心臟還有功能，這時不宜貿然進行心肺復甦術，應持續觀察病人狀況 

病人呼吸聲沉重且吵雜，胸部已沒有正常呼吸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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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關 AED（Automated External Defibrillator）之敘述，若你為消防隊員，下列何者錯誤？ 

AED 又稱為「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是 1 台能夠自動偵測傷病患心律脈搏，並給予電擊整流使

心臟恢復正常運作的儀器 

因為使用的方式相當便利簡單，並有語音說明其使用方式及圖示輔助說明，就像使用「傻瓜相機」一

樣簡單，所以坊間稱之為「傻瓜電擊器」 

根據政府近年國人 10 大死因統計，心臟疾病皆高居 10 大死因的前 3 名。心臟疾病所造成的死亡，許

多是以突發性心跳停止的形式發生，而電擊正是可以使心臟恢復正常心跳的方式 

因為突發性心律不整而導致心跳停止的病人，如能在 3 分鐘內給予電擊，急救成功率可高達 90%，每

延遲 1 分鐘，成功率將遞減 7-10%。因此，傷病患的存活是和時間賽跑，如果將 AED 設置於人潮眾多

的公共場所，緊急時使用，可降低該類傷病患到院前死亡率 

4 若你是救護技術員，執行到院前緊急救護勤務，當患者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且為非張口呼吸

之患者時，應如何實施給氧（氧氣治療）？ 

使用手動式氧氣驅動器（三合一氧氣組）、氧氣流量為每分鐘 1 至 3 公升 

使用氧氣鼻管、氧氣流量為每分鐘 1 至 6 公升 

使用一般型氧氣面罩、氧氣流量為每分鐘 6 至 10 公升 

使用非再吸入式氧氣面罩、氧氣流量為每分鐘 10 至 15 公升 

5 你為 EMT-1 救護技術員，如懷疑救護傷患為急性中風病患，須檢測辛辛那提三要素時，下列何項檢測方

式錯誤？ 

嘴角上揚（請病患露牙或笑），是否兩頰均衡移動 

請病患蹲馬步方式，看是否有單側下肢無法支撐 

手臂支撐（請病患閉眼伸出雙臂 10 秒鐘），是否雙臂均衡移動或完全不動 

語言異常，是否有突然咬字異常 

6 某載送化學物品貨車因車速過快，迴轉時重心不穩翻覆，致化學物品外露並造成部分容器起火燃燒，若

你是消防人員接獲報案到達現場時，詢問貨車駕駛表示係載送游離輻射物質，在無法確定是否有人受困

情況下，下列何項是初期最適宜的處置作法？ 

立刻切斷周圍引火源 

將輻射事故的情況對輻射主管機關（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通報，並要求對其輻射事故下達對策 

立刻將容器自火場中移出 

找出物質安全資料表，以利後續進行救災處理 

7 若你為消防隊員，依據消防機關火場指揮及搶救作業要點，對於火場相關指揮官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警戒指揮官負責劃定火場警戒區，指揮強制疏散警戒區之人車，維護火場秩序 

救火指揮官佩戴紅色臂章，依情形可由轄區消防大（中）隊長、消防分隊長擔任 

警戒指揮官佩戴藍色臂章，由警察局派員擔任 

火場總指揮官佩戴黃色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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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救災救護指揮中心通報某化學工廠發生疑似冒煙及小區域燃燒，轄區消防分隊抵達現場後，發現該區域

為化學品儲存場所，洩漏之容器上貼有菱形圖標示「火焰圖、藍色底、DANGEROUS WHEN WET、4.3」，

其滅火方式下列何者正確？ 

採用大量消防射水冷卻撲救 使用消防泡沫灌救 

應用窒息性二氧化碳滅火 利用禁水性物質用特殊滅火藥劑搶救 

9 若你為消防隊員，抵達災害現場時，依據消防機關災害現場人命救助作業原則，下列何種狀況非屬優先

救助情形？ 

起火處附近有立即危險受困者時 受困人員不易施救時 

受困人數較多時  救災人員受傷或受困時 

10 1 棟 12 樓集合住宅據報發生火災，轄區消防分隊出動 1 輛水箱車、1 輛水庫車、1 輛 30 公尺雲梯車及 1

輛救護車前往搶救。你是救災人員，抵達現場發現該建築物面臨 8 公尺寬道路，有 1 位民眾於 8 樓陽台

呼救，身後有黑煙不斷冒出，並隱約看到屋內有火光，下列處置何者錯誤？ 

立即由水箱車部署 1 水線於地面向 8 樓陽台射水，避免民眾遭受火煙及熱氣的危害 

立即使用車輛擴音設備廣播安撫待救民眾，使其勿慌張、勿跳樓，並指導民眾緊閉陽台門窗，至逃離

門窗（火煙竄出）處避難待救 

水庫車占水源部署 2 水線中繼供水給雲梯車，俾利升梯救人時，可射水排除火煙及熱氣的危害 

為節省時間及便於民眾進入籃架，雲梯車應迅速停於正面升梯救人，並操作籃架由下往上直接靠於建

築物陽台民眾待救處 

11 一男子與妻子吵架，開啟瓦斯桶企圖引爆，若你是現場消防人員，穿著防護裝備進入射水防護，所穿著

防護裝備最不需要考慮下列那些防護功能？ 

耐火外層 防核輻射層 防熱層 防水層 

12 1 棟 6 層樓公寓於 3 樓住家發生火災，消防人員抵達現場，火勢已由窗戶冒出，你奉現場救火指揮官指示，

與其他 2 位消防人員負責部署水線入室執行人命救助及滅火任務。下列應注意之事項何者錯誤？ 

進入前應確認穿好完整消防衣褲、帽、鞋、手套、頭套及空氣呼吸器等防護裝備，並攜帶無線電、繩

索、手電筒、救命器等必要裝備 

3 人同時進出相互配合支援，要有生命共同體觀念 

以直線水柱向室內高處、天花板及四週掃射，冷卻降低火場溫度及稀釋火場可燃性氣體濃度，避免發

生閃燃與爆燃 

注意進入室內之距離，考慮退出火場所需花費的時間，並留意空氣呼吸器的使用時間 

13 若你為消防責任區隊員，轄區有一地面層達 18 層之集合住宅，大樓管理委員會組織即為共同防火管理協

議會，並委託保全公司執行共同防火管理業務，檢視「共同消防防護計畫」，下列何種情況與規定不符？ 

「自衛消防編組」委託保全公司執行 

「滅火、通報、避難訓練之實施相關事宜」委託保全公司執行 

「防火避難設施之維護管理相關事宜」委託保全公司執行 

「消防安全設備之檢修申報相關事宜」委託保全公司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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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若你為消防隊員，從事某一火場之搶救，當要進行外開門破壞時，在各種常用破壞工具中，下列那一項

最不適合使用？ 

平頭斧 圓盤切割器 三用撬棒 頂舉袋 

15 若你為消防隊員，從事某一火場之搶救，當使用圓盤切割器進行破壞時，下列那一項敘述錯誤？ 

針對不同破壞物時，選擇適當切割刀刃 

操作時發現油料不足，應熄火後添加 

操作過程因搶時間，可直接於空中接手繼續操作 

操作時應穿戴全身防護裝備 

16 若你為消防隊員，檢查達管制量之一般爆竹煙火（摔炮類除外）儲存場所，下列敘述何者符合規定？ 

儲存場所內無隔間牆區劃分隔者，該場所儲存總火藥量不得超過 6 公噸 

儲存場所內有兩道符合規定之隔間牆區劃分隔者，該場所儲存總火藥量最高可達 10 公噸 

該場所應設於防火構造建築物之地面層 

該場所之窗戶及出入口應有防盜措施 

17 某食品加工廠依規定設置室外消防栓設備，你為消防安檢人員，當進行室外消防栓設備竣工查驗綜合放

水試驗，該食品加工廠法定所需消防水源容量至少應為多少？ 

21.0 立方公尺 24.0 立方公尺 26.4 立方公尺 30.0 立方公尺 

18 消防局同仁為強化轄區老人福利機構之公共安全，提升防火安全及加強火災應變能力，會同社會福利主

管人員及營建主管人員，若你為現場之消防人員，下列事項何者正確？ 

檢討人力配置標準及機構人力配置，強化夜間留守人力為消防主管人員負責 

輔導或協助設置逃生避難設施、器具，如自走式避難梯，為社會福利主管同仁負責 

宣導業者確保防火避難設施之功能為消防主管人員負責 

指導或協助該機構辦理自衛消防編組演練及驗證由營建主管人員負責 

19 轄區隊員在平時無人之電氣設備場所執行消防安全檢查，該場所設有全區放射方式二氧化碳滅火設備，

且為高壓式。進行放射試驗所需之藥劑量，依規定為該放射區域所設儲存容器瓶數之多少？ 

5%以上 10%以上 15%以上 18%以上 

20 有一位消防安全檢查人員至列管場所複查，發現該場所的 10 型乾粉滅火器所掛的高度都不一樣，其滅火

器上端與樓地板之距離，包括 2 具高度 1 公尺、3 具高度 1.2 公尺、2 具高度 1.6 公尺、4 具高度 2 公尺。

有幾具的高度符合規定？ 

2 具 5 具 7 具 11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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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當進行全區放射二氧化碳滅火設備檢查會審會勘時，如發現防護場所不能滿足何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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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設備較自動撒水設備佳的特點為何？（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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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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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汛期間消防人員必須準備各項救生器材，救生艇於水難救生中，擔任快速機動小船，

請敘述救生艇操作注意事項。（15 分）在使用後之保養維護方式為何？（10 分） 

二、消防車輛上常放置各類消防梯，供消防人員攀登、跨越，請分別敘述掛梯及雙節梯

操作程序。（15 分）常見的故障原因為何？（10 分） 

三、消防人員在執行救助勤務時，常會運用到繩索，請詳述其操作流程及安全注意事項。

（25 分） 

四、消防車輛燃料系統及排氣系統保養非常重要，請敘述日常保養注意事項。（15 分）

何謂日常保養的五油四水？（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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