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警正消防升官等 

科目：火災與爆炸基礎理論與實務 

 

申論題：(每題 25 分，共 100 分)   

1  依美國國家防火協會（簡稱 NFPA）對煙所下之定義為何？防煙區劃的種類有那

些？並請敘述各防煙區劃的適用場所和區劃原理。（25 分） 

 

 

【105警正消防升官等_火災與爆炸基礎理論與實務】 

2  假設一侷限密閉空間內，大氣條件為 760 mmHg，25℃，現有一瓶甲苯被打破，甲

苯蒸氣逸散在室內，當達到平衡後，室內環境中仍有甲苯溶液殘留，試問：此空間

甲苯濃度最大為何？有無火災爆炸危險？假設一侷限密閉空間體積為 1000 m3之

內，體積為 100 ml 之甲苯被打破，甲苯逸散在室內，當達到平衡後，室內環境中

沒有甲苯溶液殘留，試問：此空間甲苯濃度最大為何？有無火災爆炸危險？〔甲苯

（C7H8），25℃的飽和蒸氣壓為 21 mmHg，分子量為 92，密度為 0.87 g/ml〕〔爆炸

下限請依 Jone’s（鍾斯）理論估算〕（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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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4 年 1 月 13 日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1387，Z2003 修正火災之分類，請說

明修正後 F 類火災為何？若依我國消防法規中公共危險物品，其所屬於易燃性液

體中之類別又為何？（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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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請敘述引發粉塵爆炸發生之五要素為何？並請列出影響粉塵爆炸之因素為何？（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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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警正消防升官等考試 

科目：刑事法與消防法規 

 

一、單一選擇題：(每題 2.5 分，共 100 分) 

1  甲與乙謀議殺害丙，計劃由乙把風，甲持水果刀侵入丙家殺害丙。以下有關甲、

乙刑事責任敘述，何者錯誤？ 

(A)甲構成殺人既遂罪及侵入住居罪，想像競合，從一重殺人罪處斷  

(B)乙之把風行為對侵入住居罪並無實質貢獻，僅構成殺人罪之共同正犯  

(C)乙構成殺人既遂罪及侵入住居罪之共同正犯  

(D)甲不構成加重殺人罪 

【105警正消防升官等_刑事法與消防法規】 

B 

2  甲持刀試圖殺乙，乙為了保護自己，撿起地上石頭丟向甲，甲閃過後，石頭竟打

到路人丙的頭部，造成丙的輕傷。對於上述案例刑事責任之敘述，何者錯誤？ 

(A)甲不構成殺人既遂罪 

(B)乙對甲不構成傷害既遂罪  

(C)乙對丙不構成故意之犯罪行為 

(D)乙對丙之侵害，得依正當防衛阻卻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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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3  甲某日在家喝悶酒，突有乙女業務員上門推銷，甲遂違反乙意願，強行觸摸乙之

胸部，事後發現，甲在觸摸乙之時，已因先前飲酒而陷於限制責任能力狀態。有

關甲之刑責，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甲之行為該當強制猥褻罪之構成要件  

(B)甲之行為未得乙之同意，乃侵害乙之性自主法益 

(C)甲之行為亦同時構成強制性交未遂罪  

(D)甲同時構成刑法第 304 條第 1 項之強制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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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4  甲警察為了調查犯罪，佯裝吸毒者向毒販乙購買毒品，乙於交易時被甲所逮捕。

有關甲之刑事責任，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甲不構成刑事責任  

(B)主觀上，甲有教唆既遂故意，但欠缺教唆故意 

(C)本案為陷害教唆  

(D)甲不構成任何過失刑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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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5  甲、乙、丙共謀詐騙丁，使丁將其存款轉至丙之帳戶後，再由丙前往取款。有關

甲、乙、丙之刑責，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甲、乙、丙三人構成共同正犯  

(B)甲構成刑法第 339 條之 4 第 1 項加重詐欺罪  

(C)丙事後取款之實行行為係事後參與，不構成刑事責任  

(D)乙與甲所構成的罪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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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6  下列何者不得沒收？ 

(A)甲持以殺 A 之水果刀  

(B)丙騎自行車至大賣場後，突然臨時起意竊取 C 皮包，丙所騎之自行車  

(C)乙詐騙 B 而由 B 轉至乙帳戶的 10 萬元  

(D)丁公務員以洩露底價為對價，而從 D 處獲得的一幅名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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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7  下列有關刑法 2016 年沒收新法之敘述，何者錯誤？ 

(A)沒收改依裁判時之新法論處  

(B)違禁物為義務沒收  

(C)犯罪物為義務沒收  

(D)犯罪所得為義務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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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8  甲出於盜領存款之目的，未得乙同意而取得乙之存摺、印章及提款密碼後，前往

銀行依一般取款程序提領 30 萬元後，再將存摺及印章放回乙家原處。有關甲之

刑責，依最高法院最新見解，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甲對於存摺之盜用，僅構成使用竊盜  

(B)甲取款之行為，構成普通詐欺罪及使用偽造文書罪 

(C)甲歸還存摺之行為，不構成侵占罪  

(D)甲整個行為構成竊取乙存款之普通竊盜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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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9  甲於公車上竊取乙之錢包後，發現其中有信用卡一張，甲持該卡至加油站，以感

應方式自助刷卡加油。請問甲構成何罪？ 

(A)刑法第 339 條之 1 收費設備詐欺罪  

(B)刑法第 339 條之 2 付款設備詐欺罪  

(C)刑法第 339 條普通詐欺罪  

(D)刑法第 210 條偽造文書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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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0  甲欠乙 10 萬元，早已屆期，但屢催不還。某日，乙持刀直接衝入甲家，要求甲

立即還錢，甲極度驚恐，只好拿出私藏 10 萬元返還乙。下列罪名中，乙不構成

何罪？ 

(A)刑法第 304 條強制罪 

(B)刑法第 328 條強盜罪  

(C)刑法第 305 條恐嚇安全罪  

(D)刑法第 306 條侵入住居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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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1  下列何種情況不構成刑法第 326 條第 1 項之加重搶奪罪？ 

(A)甲攜帶小刀，飛車奪取 A 的皮包  

(B)乙在車站飛車奪取 B 的皮包  

(C)丙乘颱風災害之際，飛車奪取 C 的皮包  

(D)丁騎機車衝入法院大門，在大門口飛車奪取 D 的皮包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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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甲喝酒後開車（酒精呼氣濃度已達每公升 0.28 毫克），駕車不穩而撞傷乙，甲見

乙摔倒在地，隨即開車離開現場。依我國實務見解，有關甲刑事責任之敘述，何

者錯誤？ 

(A)甲構成刑法第 185 條之 3 第 1 項犯罪  

(B)甲構成過失致傷害罪  

(C)以上兩罪應構成想像競合  

(D)甲另構成刑法第 185 條之 4 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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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3  甲、乙為父子關係，某日乙與妻丙發生爭吵，甲、乙二人共同基於傷害之故意，

對丙女攻擊造成傷害。下列有關丙告訴或撤回告訴效力之敘述，何者正確？ 

(A)傷害罪係告訴乃論之罪，丙得自行決定對於甲或乙提起傷害告訴  

(B)因傷害過程係同一犯罪事實，基於告訴不可分原則，丙若提起傷害告訴，其效

力同時及於甲、乙二人 

(C)甲、乙所為屬於不同犯罪事實，丙可自行決定對甲或乙提起傷害告訴  

(D)丙若對甲、乙二人提起傷害罪告訴後，仍得單獨對甲一人撤回告訴，其撤回效

力不及於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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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4  檢察官就犯罪事實以傷害罪起訴，法院於審判過程中所作之處置，下列敘述何者

正確？ 

(A)僅得就傷害罪名是否成立為判決，不得變更起訴法條  

(B)得就起訴之犯罪事實，變更檢察官所引用之法條  

(C)得自行變更犯罪事實與起訴法條  

(D)僅得就起訴之犯罪事實與罪名為判決，不得變更犯罪事實與起訴法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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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5  法院對於檢察官起訴之案件，發現並無管轄權，應如何處置？ 

(A)直接駁回即可  

(B)應諭知不受理判決  

(C)應諭知管轄錯誤之判決，同時諭知移送於管轄法院  

(D)諭知管轄錯誤之判決即可，由檢察官重新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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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6  下列有關選任辯護人之說明，何者錯誤？ 

(A)被告得隨時選任辯護人，犯罪嫌疑人受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者，亦得隨

時選任辯護人  

(B)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法定代理人、配偶、直系或三親等內旁系血親或家長、家

屬，僅得經過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同意為其選任辯護人，本身並無獨立為被告或

犯罪嫌疑人選任辯護人之權利  

(C)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者，應通知與

其具一定身分關係之人為被告或犯罪嫌疑人選任辯護人，但不能通知者不在此限 

(D)辯護人應選任律師充之，但審判中經審判長許可者，亦得選任非律師為辯護人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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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下列有關傳喚程序之說明，何者錯誤？ 

(A)傳喚被告應用傳票，於偵查中由檢察官簽名，審判中由審判長或受命法官簽名  

(B)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因調查犯罪嫌疑人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之必要，得使

用通知書，通知犯罪嫌疑人到場詢問，通知書由司法警察機關主管長官簽名  

(C)犯罪嫌疑人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得直接加以逮捕  

(D)拘提被告應用拘票，於偵查中由檢察官簽名，審判中由審判長或受命法官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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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8  下列有關逮捕程序之說明，何者錯誤？ 

(A)現行犯，不問任何人均得逕行逮捕之  

(B)被追呼為犯罪人者，或因持有兇器、贓物或其他物件或於身體、衣服等處露有

犯罪痕跡，顯可疑為犯罪人者，均以現行犯論  

(C)不願表明自己身分者，以現行犯論，得加以逮捕  

(D)無偵查犯罪權限之人逮捕現行犯者，應即送交檢察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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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9  下列有關訊問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說明，何者錯誤？ 

(A)訊問時，應依受訊問者所為陳述製作筆錄  

(B)筆錄內所記載之被告陳述與錄音、錄影之內容不符者，以筆錄記載作為證據 

(C)應全程連續錄音，必要時，並應全程連續錄影  

(D)筆錄內所記載之陳述與錄音、錄影之內容不符者，其不符之部分，不得作為證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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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20  下列何者非屬羈押之要件？ 

(A)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者  

(B)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者  

(C)有事實足認為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  

(D)否認犯罪，並一再對於明確之事證加以否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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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21  下列有關搜索要件之敘述，何者錯誤？ 

(A)對於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身體、物件、電磁紀錄及住宅或其他處所，必要時得

搜索之  

(B)對於第三人之身體、物件、電磁紀錄及住宅或其他處所，以有相當理由可信為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或應扣押之物或電磁紀錄存在時為限，得搜索之  

(C)搜索，應用搜索票；搜索票，由法官或檢察官簽名  

(D)偵查中檢察官認有搜索之必要者，應以書面敘述理由，聲請該管法院核發搜索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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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22  對於犯罪證據之採納，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被告之自白，非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他不

正之方法而取得，且與事實相符者，得為證據  

D 



(B)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

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 

(C)被告陳述其自白係出於不正之方法取得者，應先於其他事證而為調查，該自白

如係經檢察官提出者，法院應命檢察官就自白之出於自由意志，指出證明之方法  

(D)被告未經自白，又無證據，仍得因其拒絕陳述或保持緘默，而推斷其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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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由被告上訴或為被告之利益而上訴之案件，下列關於不利益變更禁止之敘述，何

者正確？ 

(A)因原審判決適用法條不當而撤銷之者，上級審得諭知較重於原審判決之刑  

(B)上級審法院絕不得諭知較重於原審判決之刑  

(C)基於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無論罪名與刑度均不得較原審判決為重  

(D)不論是否涉及刑度或法條適用不當，均不得諭知較重於原審判決之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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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4  有罪之判決確定後，下列關於該案件聲請非常救濟程序之敘述，何者錯誤？ 

(A)發現原判決所憑之證物已證明其為偽造或變造者，得聲請再審  

(B)原判決所憑之證言、鑑定或通譯已證明其為虛偽者，得聲請再審  

(C)受有罪判決之人，已證明其係被誣告者，得聲請再審  

(D)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

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應聲請非常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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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25  下列對於判決提起上訴之說明，何者錯誤？ 

(A)上訴期間為 10 日，自送達判決後起算，但判決宣示後送達前之上訴，亦有效

力  

(B)當事人不得捨棄其上訴權，提起上訴後亦不得撤回上訴  

(C)提起上訴，應以上訴書狀提出於原審法院為之  

(D)在監獄或看守所之被告，於上訴期間內向監所長官提出上訴書狀者，視為上訴

期間內之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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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26  下列場所皆未設火警自動警報設備，請問何者免設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A)24小時營業便利商店  

(B)旅館  

(C)養老院  

(D)住宅 

【105警正消防升官等_刑事法與消防法規】 

A 

27  違規儲存爆竹煙火超過管制量 35倍應處多少罰鍰？ 

(A)6萬元以上 30萬元以下  

(B)30萬元以上 150萬元以下  

(C)60萬元以上 300萬元以下  

(D)3萬元以上 15萬元以下 

【105警正消防升官等_刑事法與消防法規】 

B 



28  民眾不服消防處分提起訴願，各級消防主管機關應自收到訴願書之日起幾日內附

具答辯書，並將必要之關係文件，函送訴願管轄機關？ 

(A)20日  

(B)30日  

(C)60日  

(D)90日 

【105警正消防升官等_刑事法與消防法規】 

A 

29  「緊急救護辦法」第 13 條規定救護車輛及裝載物品之消毒或去污處理，下列敘

述何者錯誤？ 

(A)定期消毒：每星期 1 次  

(B)使用後之消毒：每次使用後  

(C)去污處理：每次運送受化學、輻射物質污染之傷病患後  

(D)定期消毒時應將其情形記入消毒實施表 

【105警正消防升官等_刑事法與消防法規】 

A 

30  下列那一項是行政院設中央災害防救會報之任務？ 

(A)災害防救業務計畫訂定與修正之研擬及執行  

(B)災害防救工作之支援、處理  

(C)決定災害防救之基本方針  

(D)非屬地方行政轄區之災害防救相關業務之執行、協調及違反災害防救法案件之

處理 

【105警正消防升官等_刑事法與消防法規】 

C 

31  為確保防救災專用微波通信之暢通，下列那一個機關得就電波傳輸暢通之必要範

圍，劃定電波傳輸障礙防止區域，並公告之？ 

(A)經濟部  

(B)交通部  

(C)內政部  

(D)科技部 

【105警正消防升官等_刑事法與消防法規】 

C 

32  依據「風災震災火災爆炸災害救助種類及標準」規定，有關災害救助金核發標

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死亡救助：每人發給新臺幣 10 萬元  

(B)失蹤救助：每人發給新臺幣 10 萬元  

(C)重傷救助：每人發給新臺幣 5 萬元  

(D)安遷救助：住屋毀損達不堪居住程度，戶內實際居住人口以 5 口為限，每人

發給新臺幣 2 萬元 

【105警正消防升官等_刑事法與消防法規】 

D 

33  為減少災害發生或防止災害擴大，下列那一項非屬各級政府平時應依權責實施減

災事項？ 

(A)治山、防洪及其他國土保全  

(B)災害監測、預報、警報發布及其設施之強化  

B 



(C)災害防救科技之研發或應用  

(D)災害防救計畫之擬訂、經費編列、執行及檢討 

【105警正消防升官等_刑事法與消防法規】 

34  火場各級指揮官應配戴指揮臂章，下列何者配戴方式正確？ 

(A)火場總指揮官、副總指揮官佩戴紅色臂章  

(B)救火指揮官佩戴黃色臂章  

(C)警戒指揮官佩戴藍色臂章  

(D)偵查指揮官佩戴灰色臂章 

【105警正消防升官等_刑事法與消防法規】 

C 

35  依據「消防機關火場指揮及搶救作業要點」規定，下列那項非屬抵達火場處置作

為？ 

(A)初期救火指揮官應就派遣之人車預作搶救部署腹案，並以無線電告知所屬及支

援人員  

(B)初期救火指揮官到達火場，應立即瞭解火場現況，並回報指揮中心  

(C)車輛部署以「車組作戰」及「單邊部署」為原則，三樓以上建築物火場正面空

間，應留給高空作業車使用 

(D)火勢撲滅後，對可能隱藏殘火處所，加強清理、降溫以免復燃 c 

【105警正消防升官等_刑事法與消防法規】 

A 

36  下列那一項作為不屬於化學災害現場搶救標準作業程序（H.A.Z.M.A.T.）之行動

方案（Action plan）？ 

(A)於不明狀況時，保持適當安全距離，注意洩漏徵兆，並請求主管機關、致災物

偵檢單位、事業單位及 

業者到場，以確認致災物潛在危害等資訊  

(B)選擇由上風處及適當位置集結接近，進入災害現場前，並應瞭解所面對之潛在

危害  

(C)部署時以人員安全為首要考量、以人命救助為優先、以控制火勢及阻卻延燒為

原則  

(D)危害性化學品災害處理過程，處理「對」比處理「快」重要 

【105警正消防升官等_刑事法與消防法規】 

A 

37  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依消防法第 26 條第 1 項規定調查、鑑定火災原因

後，應即製作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移送那一個機關處理？ 

(A)當地警察機關  

(B)法務部檢察署  

(C)地方法院檢察署  

(D)地方法院 

【105警正消防升官等_刑事法與消防法規】 

A 

38  依據「消防法」及「消防法施行細則」規定，有關液化石油氣零售業者之管理何

者錯誤？ 

(A)液化石油氣零售業者定期申報之資料至少保存 2 年，以備查核  

(B)液化石油氣零售業者應每年四月及十月向轄區消防機關各申報一次資料  

D 



(C)液化石油氣零售業者所設置之安全技術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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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講習訓練合格並領有證書，始得充任，

講習訓練時間不得少於 16 小時  

(D)液化石油氣零售業者所設置之安全技術人員每 3 年應接受複訓一次 

【105警正消防升官等_刑事法與消防法規】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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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危

險物品製造場所其外牆與加油站之安全距離為多少公尺以上？ 

(A)20 

(B)30 

(C)40 

(D)50 

【105警正消防升官等_刑事法與消防法規】 

A 

40  依據「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二氧化碳滅火設備採取移動放射

方式，每一具噴射瞄子 

所需滅火藥劑量在多少公斤以上？ 

(A)30 

(B)60  

(C)90  

(D)120 

【105警正消防升官等_刑事法與消防法規】 

C 

41  依據「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之規定，乾粉滅火設備如採全區放射方

式，啟動裝置開關或拉桿開始動作至儲存容器閥開啟，應設有多少秒以上之延遲

裝置？ 

(A)20 秒  

(B)30 秒  

(C)45 秒  

(D)60 秒 

【105警正消防升官等_刑事法與消防法規】 

A 

42  依據「明火表演安全管理辦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申請明火表演，應於表演活動開始 30 日前，檢具相關文件報請轄區主管機關

審查，經取得許可書後，始得為之  

(B)表演區域及外緣 2 公尺內之地面、牆面及地面上方 6 公尺以內之天花板或樓

板，不得以木板、未固著式泡綿、未具防焰性能之布幕等易引發火災之材料裝潢

或裝飾  

(C)表演與觀眾之距離，應維持 5 公尺以上  

(D)明火表演許可之有效期限為 6 個月 

【105警正消防升官等_刑事法與消防法規】 

D 

43  依據「消防法」及「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管理辦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

錯誤？ 

(A)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執行業務，應備業務登記簿，至少應保存 5 年  

C 



(B)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自取得證書日起每 3 年應接受講習一次  

(C)直轄市、縣（市）之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達 50 人以上者，得組織直轄

市、縣（市）消防設備師公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  

(D)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為消防安全設備不實檢修報告者，處新臺幣 2 萬元

以上 10 萬元以下罰鍰 

【105警正消防升官等_刑事法與消防法規】 

44  依據「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設置辦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設置於廚房之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可為定溫式  

(B)警報器下端距離天花板或樓板 30 公分以內  

(C)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裝置於牆面者，距天花板或樓板下方 15 公分以上 50 公分

以下  

(D)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距離出風口 1.5 公尺以上 

【105警正消防升官等_刑事法與消防法規】 

B 

45  依照「災害防救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土石流災害之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為內政部  

(B)毒性化學物質災害之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C)災害防救法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  

(D)行政院設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置主任委員 1 人，由行政院副院長兼任 

【105警正消防升官等_刑事法與消防法規】 

A 

46  依照「災害防救法」之規定，對於因災害失蹤之人，有事實足認其確已因災死亡

而未發現其屍體者，法院得依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之聲請，確定其死亡及死亡之

時間。此項聲請，應於災害發生後幾年內為之？ 

(A)1年 

(B)2年 

(C)3年 

(D)5年 

【105警正消防升官等_刑事法與消防法規】 

A 

47  依據「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每 2 年檢討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B)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每 5 年檢討災害防救基本計畫  

(C)各級政府應充實災害應變中心固定運作處所有關資訊、通信等災害防救器材、

設備，隨時保持堪用狀態，每 1 年至少舉辦演練一次  

(D)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公所每 2 年檢討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105警正消防升官等_刑事法與消防法規】 

C 

48  依據「災害防救法」之規定，人民因本法之處分、強制措施或命令，致其財產遭

受損失時，得請求補償。損失補償應自知有損失時起，X 年內請求之。但自損失

發生後，經過 Y 年者，不得為之。X 與 Y 分別為何？ 

(A)X=1，Y=2  

(B)X=1，Y=3 

(C)X=2，Y=3  

D 



(D)X=2，Y=5 

【105警正消防升官等_刑事法與消防法規】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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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性高壓氣體儲存場所之構造、設備及安全管理之敘述，何者錯誤？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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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尺以上  

(B)周圍 2 公尺範圍內，應嚴禁煙火，且不得存放任何可燃性物質  

(C)通路面積至少應占儲存場所面積之 20%以上  

(D)保持攝氏 40 度以下之溫度 

【105警正消防升官等_刑事法與消防法規】 

A 

50  依據「消防法施行細則」規定，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應於火災發生後 X 日內完

成，必要時，得延長至 Y日，X 及 Y 分別為何？ 

(A)X=7，Y=14 

(B)X=7，Y=21  

(C)X=10，Y=20  

(D)X=15，Y=30 

【105警正消防升官等_刑事法與消防法規】 

D 

 

 



105警正消防升官等 

科目：消防搶救實務 

 

申論題：(每題 25 分，共 100 分)   

1  執行消防勤務過程中，駕駛公務車輛出勤是常見的作法之一，但因此常可能有公務

車輛交通事故發生。請問，依照「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公務車輛交通事故處

理原則」規定，遇有交通事故時的處理要領為何？為確保同仁權益，免於交通事故

危害，消防機關應如何努力，以增進執勤同仁權益保障？（25 分） 

 

 

【105警正消防升官等_消防搶救實務】 

2  火災搶救初期的部署作業十分重要，尤其正確的選擇消防水源並安全的進行部署，

有助於後續的救災作業進行。請問，火災搶救初期部署時，正確的消防水源選定程 

序為何？進行水源部署時，須留意的安全作業事項有那些？（25 分） 

 

 

【105警正消防升官等_消防搶救實務】 

3  有鑑於重大災害事件經常發生，為強化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及衛生機關之配 

合聯繫機制，以提升災害（包含意外事故）現場執行緊急救護之作業效率，依據

「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及衛生機關災害現場緊急救護配合作業要點」規定，消防機

關平時應留意整備的項目為何？災時應變又須注意的事項為何？（25 分） 

 

 

【105警正消防升官等_消防搶救實務】 

4  義勇消防人員是消防民力運用不可忽視的一環，對於義消的聘任與解聘因此訂有明

確的作法。請問，依規定，對於聘任義消的聘期如何處理？遇有那些情形，義勇消

防人員將由聘任機關予以解聘？（25 分） 

 

 

【105警正消防升官等_消防搶救實務】 

 



105警正消防升官等 

科目：消防預防實務 

 

申論題：(每題 25 分，共 100 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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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類物品

製造場所，其外牆或相當於該外牆之設施外側，與場所外鄰近場所之「安全距離」

的規定為何？當考量到製造場所中各種作業流程可能具有連接性，而無法空出「保

留空地」時，有何替代措施可以保有製程連續且兼顧安全？（25 分） 

 

 

【105警正消防升官等_消防預防實務】 

2  依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製作規定，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之主要內容為何？其中之

「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摘要」之主要項目又為何？（25 分） 

 

 

【105警正消防升官等_消防預防實務】 

3  依「明火表演安全管理辦法」之規定，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及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場所 

之管理權人，申請明火表演許可者，其「管理權人」、「表演場所」應符合那些規

定？表演期間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其最低保險金額，應符合那些規定？（25 

分） 

 

 

【105警正消防升官等_消防預防實務】 

4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之規定，那些場所應設置連結送水管？連結 

送水管之送水設計壓力，如何計算？應符合那些規定？（25 分） 

 

 

【105警正消防升官等_消防預防實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