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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部分：（6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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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作文：（60 分）

現代教育觀念非常強調跨領域學習。有一篇關於「不被未來世界淘

汰」的報導提到：「未來人才會被期待要懂多個領域，並有綜整專業知

識的能力。」甚至還強調「學什麼不重要，重點是想學」。

請以「多元學習與專業素養」為題，作文一篇，具體說明自己

對於未來工作的期望，以及此時此刻，最想學的知識或技術是什麼？

對於提升專業素養有何助益？

二、公文：（20 分）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將於 111 年 8 月 6 日（星期六），假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綜合大樓國際會議廳舉辦「111 學年度精進線上教學

中學種子教師研習」，並已訂定實施計畫。

試擬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致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教育局、

處函：檢送實施計畫，薦派所屬各級中學種子教師出席，並給予出席

者公（差）假及課務調整；報名網址：https://○○○，111 年 7 月 22

日（星期五）截止報名。

乙、測驗部分：（20 分） 代號：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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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職棒選手有一句代代相傳的名言：『每一年，每支球隊要打一百六十二場。

你注定輸五十四場，注定贏五十四場。大家在拼的，其實是那剩下的五十四場。』」

根據上文，下列選項最符合旨意的是：

人生的成功，是從失敗中學習

成功的關鍵，在於最後的努力

輸贏成敗是冥冥之中早已注定的

追求成功當盡力掌握三分之一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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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說求知是人類的天性，那麼探索宇宙人生的奧祕也應可說是深藏於人性內裡

的精神欲求。此一充滿智性的欲求便是『哲學』發生的根源——至少是所謂『主體

性』的根源，它讓哲學思考得以生根茁壯，伸展枝葉花菓於生活世界之中。」

關於哲學的功能，根據上文意旨，下列選項何者最適切？

提升科技 促進經濟 融入生活 實現夢想

3 「如果照一般作文的寫法：先敘述某個事件、這個事件給了什麼啟發、我的觀點

是……，先不說演講時間夠不夠長，聽眾恐怕要先睡著了。除非你做的是故事性的

演講，否則可以試著改為：我的觀點是、我為什麼有這樣的觀點，聽眾會順著你的

脈絡思考，更有助於他們理解演講內容。」

根據上文，作者認為好的演講應該：

在有限時間內呈現最多內容

讓聽眾改變觀察事物的角度

以開門見山的方式切進主題

善用寫作文的技巧引人入勝

4 「在宣達公文前，先設身處地想到同仁們可能會出現的各種反應，並且將反對問題

一一做回答。如果同仁的疑問是我未想到且無法立即回答的，我會告訴對方：『這

個問題很好，我會先問過公司之後，再回答你。』假如主管對公司政策有想法，也

不宜在夥伴面前批評，最好的方式就是自己與公司相關人員請教或溝通，讓事情達

到雙贏的效果。」

根據上文，下列選項何者正確？

對公司政策有意見時應與相關人員討論溝通

對公司政策有意見應該與屬下一起檢討批評

宣達公文的人應該要為政策辯護，不宜存有懷疑之心

執行公司政策應該要有魄力，不須考慮下屬的心情想法

5 「這次的自然觀察創作，幾近科學紀錄的敘述，反而離文學的本質較遠了。科學紀

錄的冗長、枯燥無味，對一個喜愛講求詩般文字精鍊度的創作者，無疑是相當殘忍

的煎熬。我常被自己呆板而模式化的文字敘事方式，感到怒不可遏，又時而情緒沮

喪到了極點。但我亦無奈地深知，這種重複而呆滯的文字敘述是必須的，唯有透過

這般自然寫作的紀錄，生態習性的知識才能清楚而準確的表達。」

根據上文，下列何者是作者最關心的重點？

純文學寫作和自然寫作的表現差異問題

自己未來應該如何面對自然寫作的問題

自己想要從事純文學或自然寫作的問題

自然寫作存在的變數該如何控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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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說：『我們這一行有些人嘴巴又毒又刁，他吃妳炒的菜時會說：嗯，文章寫得

好，菜不見得燒得好；他看妳的文章時又會說：嗯，菜燒得好，文章不見得寫得好。』

她不表贊同，說起善廚的老師們不僅不減地位崇隆，反而更添美事。我說：『學術

與文壇是兩個江湖，你們那裡文明些，吵起架來，大概丟一兩根粉筆就算是嚴重衝

突了。我們這邊不一樣，多的是帶箭的夜行人，你要是得罪人，背部中的箭，大概

夠你編成籬笆了。』」

下列敘述，何者最符合文中「我」的看法？

文壇作家大多說一口好菜而拙於燒菜

善於燒菜的學界教師常獲得崇隆地位

文人相輕常使作家彼此不假辭色貶損

學術圈若有煙硝味可能比文壇清淡些

7 「一旦我離開鄉土，故鄉和他鄉一樣，都是『距離』以外的東西，都成了比較和思

考的對象：既流動（可以批評），又恆定（可以鄉愁）。我變成了他者，也就是局

外人。只有在這局外人的意義上，我在漂流。永遠以外來者的眼光衡量一切，永遠

處於比較和批判的角色，不管是對母文化還是他文化。」

根據上文，下列選項最接近本文意旨的是：

離鄉越久越遠，更能深刻感受鄉愁

角色變換，對照故鄉與他鄉，體認二者差異

在流動與比較過程中，應飲水思源，切忌忘本

國際化交流為當今無可避免之現象，須時時反思

8 「所謂『意』，實在是兼容了多重暗示性的紋緒；也許，我們可以參照『愁緒』、

『思緒』的用法，引申為『意緒』，都是指可感而不可盡言的情況與狀態。『意』

是指作者用以發散出多重思緒或情緒、讀者得進以體驗這些思緒或情緒的美感活動

領域。這個領域，要用語言去『存真』，必須在活動上『近似』詩人觀、感事物時

未加概念前的實際狀況，因而中國傳統批評中亦強調『如在目前』。」

下列選項，何者最符合本文意旨？

意緒可感不可盡言故作詩必須意在言先

語言可以確實呈現情感意象的實際狀況

詩是詩人以概念化語言呈現意象的結果

任何眼前意象必然引發人們的美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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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牠們對擠著兜圈子，露出牙齒急如閃電互相撕咬。只見年輕的狼腳步一亂，那隻

大老狼已經騎到牠身上。就在這時，令人難以置信的事發生了。這一圈灰色的身體

忽然靜止下來，牠們肩併著肩，頭朝同一方向，生硬而緊張的站在一起。老狼的嘴

離年輕狼的頸子非常的近，後者的頸彎幾乎就在敵手的口邊！看起來就像落敗者故

意讓對方一口咬死自己！但是這種情形並沒有發生。

直到今天，人類的禮節還留下許多示弱的表情和訊號，鞠躬、脫帽、軍禮裡的獻槍

等都是。如果古時的記載屬實，哀求的舉動似乎並不能引起勝利者的同情，希臘詩

人荷馬筆下的英雄，絕對不比狼群心軟！詩人舉出數不清的乞憐者遭受屠戮的例

子，北歐的傳說也載滿了告饒無效的證明。幾乎直到騎士時代，才有『不殺降者』

的觀念，就動機而言，那些基督武士的俠義作風完全是基於傳統和宗教上的理由，

與狼群與生俱有的禁忌不同。

然而動物界這種與生俱來的本能禁忌，只有功能上可以拿來與人類的社會道德相

比，頂多也只能算是社會道德的前驅而已。凡是研究比較行為學的人應當注意，不

要隨便拿道德律法衡量動物的行為。」

根據上文，狼群爭鬥時，勝利者不咬死臣服的落敗者的原因是：

道德觀念的規範 不殺同類的本能

面對求饒而心軟 惺惺相惜而不忍

10 承上題，下列敘述最符合上文旨意的是：

荷馬史詩中的英雄對待落敗敵手的模式，與狼相同

騎士不殺降者的觀念，源於希臘的哲學傳統與宗教

動物的特定行為雖功能與人類道德相近，但不宜輕易類比看待

禮節中種種示弱的表情和訊號，說明人始終處於被噬的恐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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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25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一、中譯英：（10 分）

如果你在登山活動中意外迷途，你應該利用衛星定位儀確認你的受困
坐標，再以手機或衛星電話告知搜救人員。若未攜帶上述儀器，應該
尋找可以遮風避雨的避難處所，等待救援。

二、英文作文：（15 分）

根據內政部調查，97 至 106 年建築物火災死亡人數 1,070 人，其中獨
立住宅死亡 558 人最多，占 52.1%；集合住宅 185 人次之，占 17.3%，
合計占 69.4%。為降低住宅火災死亡人數，內政部於 107 年 4 月 20
日頒布「住宅防火對策 2.0」。請寫一篇 200 字左右的短文。文分兩
段：第一段說明造成住宅火災的原因，第二段說明民眾應注意那些防
火要點，以確保居家消防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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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依憲法及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立法院質詢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只有行政院院長及行政院各部會首長有至立法院院會接受質詢之義務

立法院各委員會得邀請民間團體代表到會備詢

司法院院長得列席立法院院會陳述意見

參謀總長並無至立法院各委員會備詢之義務

2 依司法院釋字第 627 號解釋，下列有關總統國家機密特權之敘述，何者錯誤？

於法院訴訟程序進行中，總統尚非不得將系爭資訊依法改核定為國家機密

法院審理個案，如涉及總統已提出之資訊者，即無國家機密保護法之適用

依國家機密特權，總統就國家機密事項於刑事訴訟程序應享有拒絕證言權

總統就有關國家安全、國防以及外交之國家機密事項，有決定不予公開之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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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依憲法對於社會安全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犯罪被害人所受損害，應由國家予以賠償

人民具有工作能力者，國家應予以適當之工作機會

兒童從事勞動者，應予以特別之保護

國家應制定保護農民之法律

4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行政一體原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行政院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須為其所屬機關之整體施政表現負責

除憲法別有規定外，無論各行政專業單位如何分工，所有國家之行政事務最終均歸由行政

院指揮監督

立法院得立法設置獨立機關，自主運作，完全排除行政院之監督

立法院得以法律限制行政院對獨立機關之人事決定權，但有其界限

5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有關憲法第 8 條第 2 項規定之提審，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法律如以「非法逮捕拘禁」為聲請提審之條件，即與憲法第 8 條第 2 項規定有所違背

受理提審聲請之法院，僅指負責審判之法院，不包括檢察官

提審期間不應計入逮捕機關拘禁人民之 24 小時期間

外國人非法入境而遭內政部移民署暫時收容者，因非屬刑事案件，故無憲法第 8 條之適用

6 下列那些職權非總統所享有？

預算提案權 三軍統帥權 宣戰媾和權 宣告戒嚴權

7 下列何者並非憲法總綱之規定？

中華民國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

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

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經國民全體投票複決，不得變更之

中華民國各民族一律平等

8 憲法第 7 條所明文規定之禁止歧視事由，不包括下列何者？

宗教 階級 職業 黨派

9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有關人民納稅義務，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租稅與特別公課之性質並無不同

依租稅平等原則納稅義務人應按其實質稅負能力，負擔應負之稅捐

憲法第 19 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依法律即是租稅法定主義

空氣污染防治費性質上屬於特別公課

10 土地所有權人提供私有騎樓土地供公眾通行，不得請求補償。關於其法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未喪失所有權而無須補償 人民之土地負有社會義務

缺乏相關補償之法令依據 基於財政考量而無須補償

11 關於公務員之懲戒，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公務員之懲戒屬於司法權

於合理範圍內，公務員之懲戒得以法律規定由公務員之長官行使

依公務人員考績法所為免職之懲處處分，實質上屬於懲戒處分

公務人員對於懲處處分不服，得向懲戒法院請求救濟

12 法律規定主管機關為防治控制疫情之需要，得實施必要之應變處置或措施。主管機關據此發

布公告，暫時禁止輸入特定之進口貨物。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公告欠缺法律依據 公告違反平等原則之虞

公告逾越法律授權之虞 公告違反信賴保護原則之虞

13 依憲法增修條文的規定，下列何者不需經公民投票複決？

憲法修正案 總統彈劾案 領土變更案 總統罷免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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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下列有關軍人之敘述，何者錯誤？

應服從總統之統率 應效忠國家、愛護人民

須超出個人、地域及黨派關係以外 軍人退役後不得擔任文官

15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軍事審判，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軍事審判權之行使涉及人身自由 軍事審判權之行使涉及訴訟權

軍事審判機關對軍人違紀有專屬審判權 軍事審判程序為特別刑事訴訟程序

16 下述何者不屬於憲法第 10 條居住自由之保障範圍？

承租人於租賃之房間 旅客於旅館之房間

受僱人於工作場所 屋主於車庫

17 關於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理論基礎，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保障言論自由有助於發現真理 保障言論自由有助於健全民主政治運作

保障言論自由有助於提升政府效率 保障言論自由有助於個人自我實現

18 依司法院釋字第 631 號解釋意旨，關於憲法對秘密通訊之保障，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國家對人民秘密通訊之限制，如通過法律保留與比例原則之檢驗，即與憲法無違

通訊監察書之聲請與核發，涉關個人權利之保障，而非權力分立之問題

人民之秘密通訊自由僅能對抗國家之侵害，私人間之刺探竊聽行為純屬刑法規範事項，與

憲法完全無關

通訊監察之執行，可能同時侵害受監察人及無辜第三人之秘密通訊自由

19 關於宗教自由保障之主體，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宗教自由之保障主體僅限於本國人，不包括外國人

宗教自由之保障主體僅限於本國自然人，不包括本國法人及外國人

宗教自由之保障主體僅限於本國及外國自然人，不包括法人

宗教自由之保障主體包括自然人與法人

20 下列敘述，何者與生存權之保障無涉？

優生保健法第 9 條允許墮胎之立法 符合人性尊嚴之生活

建立最低工資保障 人民有信仰自由，得自行創立宗教

21 甲女與乙男結婚後懷有丙胎兒，甲女決定墮胎。墮胎最可能涉及到下列何種之基本權衝突情形？

甲女身體自決權與丙胎兒生存權 甲女身體自決權與乙男家庭權

丙胎兒生存權與甲女及乙男家庭權 甲女身體自決權與丙胎兒自由權

22 下列何者非屬對於人民職業選擇自由之主觀條件限制？

禁止曾犯特定罪者駕駛計程車為業

藥師執業處所應以一處為限

經主管機關核准之證券投資顧問事業方得舉辦證券投資講習

公務員於其離職後三年內，不得擔任與其離職前五年內之職務直接相關之營利事業董事、

監察人、經理、執行業務之股東或顧問

23 刑事訴訟法規定，被告經第一審判決無罪，但第二審變更為有罪判決者，不得上訴於第三審

法院，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係爭規定是否違憲？

與憲法第 16 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有違，違憲

與憲法第 7 條保障人民平等權之意旨有違，違憲

與憲法第 23 條信賴保護原則之意旨有違，違憲

與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之意旨有違，違憲



代號：50620
頁次：7－4

24 關於服兵役義務，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服兵役屬義務，故就徵兵機關就役男應否服兵役及應服何種兵役所為之決定，不得救濟

有關人民服兵役及其違背義務之制裁手段，應由立法機關衡酌國家安全、社會發展之需要，

以法律定之

針對後備軍人意圖避免召集處理，而有居住處所遷移，無故不依規定申報之情事者，應處

以刑事罰或行政罰，屬立法機關得自由形成之權限

如符合公平等條件，國家得實施替代役

25 憲法本文所規定之基本人權，下列何者兼具權利及義務之性質？

言論自由 人身自由 接受國民教育 集會結社自由

26 依現行憲法增修條文相關內容規定，關於立法委員之選舉，下列何者錯誤？

任期四年，連選得連任

採單一選區兩票制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依政黨名單投票選舉之，由獲得百分之五以上政黨票

之政黨依得票比率選出

採聯立制兩票制，區域代表與政黨比例代表之選票分別計算，互不影響

27 依司法院釋字第 780 號解釋意旨，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對違規駕駛人處以罰鍰、吊照或接

受講習等規定，與憲法第 22 條保障人民之下列何種權利的意旨尚無違背？

一般行為自由 接受資訊自由 精神自主 集體受教育

28 有關個人資料自主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個人對自己之指紋具有資料自主權

個人在公共場域之行動軌跡不得主張資料自主權

以衛星定位方式追蹤個人行動足跡為侵害個人資料自主權

個人得主張自己之前科紀錄不被任意公開

29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憲法保障之人格發展自由，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個人得經由締結契約，實現人格發展

可藉由個人與他人生活資源之交換，實現人格發展

兒童與少年的人格發展，較成年人更須保護

收養行為係成立法定血親，無助於人格發展自由之實現

30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關於緊急命令，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具有暫時替代法律、變更法律效力之功能

以不得再授權為補充規定即可逕予執行為原則

例外有待執行機關以命令補充者，應於緊急命令中明文規定其意旨，於立法院完成追認程

序後，再行發布

立法院就緊急命令行使追認權時，如認部分內容不當，得為部分變更

31 依憲法規定及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行政院組織，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各機關之組織、編制及員額，應依立法者所制訂之準則性法律，基於政策或業務需要決定之

立法者制定單獨組織法時，不得牴觸立法者所制訂之準則性法律

國家機關之職權、設立程序及總員額，得以法律為準則性之規定

立法院得以法律明定或授權以命令訂定行政院所屬各級機關之設置與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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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依據憲法增修條文對於「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的規範設計，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行政院院長若有辭職或出缺之情事，在總統未任命行政院院長之前，應由立法院院長暫行

代理之責

行政院認為立法院決議之條約案窒礙難行，得經總統核可於該決議案送達行政院 10 日內，

移請立法院覆議

立法院得經全體立法委員 3 分之 1 以上連署，經總統核可後，對行政院院長提出不信任案

立法院對於行政院之重要政策不贊同時，得以決議移請行政院變更之

33 下列何者非屬立法院之職權？

中央與地方權限爭議之解決權

總統發布緊急命令之追認權

總統宣布戒嚴之決議或追認權

院際間爭議之調解權

34 下列何者非屬考試院掌理之事項？

依法考選專門職業人員執業資格

依法任免公務人員

辦理公務人員考績之法制事項

辦理公務人員褒獎之法制事項

35 關於司法院大法官，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並為院長、副院長之大法官，不受任期之保障

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依法審理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機關爭議、法官

懲戒等案件

曾實際執行律師業務 25 年以上而聲譽卓著者，具備大法官資格

司法院院長、副院長同時出缺時，由總統就大法官中指定 1 人代理院長

36 有關我國釋憲制度，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法律違憲之審查採集中制 兼有具體審查與抽象審查

命令違憲之審查為分散制 統一法令解釋亦屬違憲審查

37 依憲法訴訟法之規定，下列何者屬於「機關爭議案件」？

臺北市認為其憲法上的地方自治權限為中央所侵害

考試院認為其關於考試行政的權限為行政院所侵害

行政院認為立法院所制定某個法律中的條文，致使其行政權被侵害

臺北市認為其地方制度法所保障的自治權限為新北市所侵害

38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有關地方自治，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地方自治團體行政機關人員受立法院各種委員會邀請到會備詢時，有到會備詢之義務

地方自治團體在憲法及法律保障之範圍內，享有自主及獨立之地位

使地方人民對於地方事務及公共政策有直接參與或形成之權，在於實現住民自治之理念

立法院不得以地方自治團體所屬公務員之未到會備詢為理由，而刪減或擱置中央機關依法

對地方自治團體補助款預算

39 依我國憲法及法律規定，下列何者非屬地方自治團體？

臺東市 桃園市復興區 臺中市霧峰區 新北市烏來區

40 總統與副總統當選後，就職未滿一定期間不得罷免，其期間為：

一年 一年半 二年 二年半

41 A well-designed can help people travel quickly from any location in a building to a safe

place in the event of a safety emergency.

 fire extinguisher  evacuation route  foam nozzle  life det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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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When a fire occurs, you are strongly advised to turn off the heat immediately and put a lid

back on the frying pan to prevent a kitchen fire from growing into greater blaze.

 grease  bush  vehicle  garbage

43 First refer to those professionals who are the first line of defense against disasters. They are

among the first to arrive at the scene of an emergency and provide assistance to examine, analyze,

weigh up, and cope with the hazardous situations. EMT is a case in point.

 aids  correspondents  commanders  responders

44 Carrying out a rapid and correct of how the fire will affect the construction components of

the buildings on the fireground is a crucial skill for firefighters.

 treatment  handling  assessment  suppression

45 EMTs were using the automated external defibrillators (AEDs) at the scene to revive people

suffering from .

 bone fracture  asthma  cardiac arrest  food poisoning

46 Sleeping with the bedroom door closed may help in case of fire, keeping smoke and flames

out of your room for a while and gaining more time to get to safety.

 segregate  compartmentalize  separate  quarantine

47 The authorities concerned have announced that traffic will be through the side streets while

the main road is resurfaced.

 deterred  diverted  obsessed  oppressed

48 These strategies adopted in the remaining chapters are not new at all; they are of those we’ve

already seen for decades.

 tedious  tentative  respective  reminiscent

49 Though she was comparatively young and inexperienced, she showed much and was

promoted to manager after a year.

 hostility  initiative  monopoly  expenditure

50 A succession of scandals and controversies has seriously the government’s prestige over the

past few year.

 certified  navigated  acclaimed  undermined

請依下文回答第 51 題至第 55 題：

Backdrafts are of great danger. They often 51 even highly experienced firefighters. A backdraft can

occur when a compartment fire has little or no 52 . Due to this, little or no oxygen can flow into the

compartment. Then, because fires 53 oxygen, the oxygen concentration decreases. When the

concentration becomes too 54 to support combustion, this may cause a phenomenon in which when

material is heated enough, it begins to break down into smaller compounds, including hydrogen. However,

the hydrogen and smoke remain at a hot 55 enough to auto-ignite. If oxygen is then re-introduced

to the compartment, e.g. by opening a door or window to a closed room, while the gasses are still hot

enough to auto-ignite, combustion will often restart abruptly.

51  mourn  revere  delight  surprise

52  existence  obligation  ventilation  manipulation

53  reduce  promote  provoke  strengthen

54  low  filled  dense  flooded

55  prosperity  temperature  significance  resistance



代號：50620
頁次：7－7

請依下文回答第 56 題至第 60 題：

More often, people have heard about PTS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in the context of war, with

combat -exposed veterans. While combat veterans often return to the normality of the civilian life after

deployment, the job of firefighters, police officers and emergency medical services workers involves

regular, routine exposure to all types of traumas, for years and decades of their careers.

Research shows that 20% of firefighters pass the diagnostic threshold for PTSD at some point in their

career. The symptoms developed include frequent nightmares, flashbacks, avoiding reminders of trauma

and being easily startled. Depression, anxiety, and substance use are the consequences caused by

cumulative trauma exposure.

The problem-solving and “being in charge” work attitude that is a strength of firefighters can sometimes

become a barrier in seeking help, as they might see vulnerability as a sign of failure. It is often heard from

firefighters the feeling of shame and worries that others might see them as weak for sharing and discussing

the traumatic experience they have being through. Consequently, firefighters’ tough work ceases to be the

conversation topic at their family dinner table.

Left unaddressed, trauma and chronic stress can lead to not only mental health consequences but also

physical illness. Fortunately, serious efforts are being made to spread awareness and fight stigma related

to mental health. A variety of programs are launched to fight stigma by explaining the mechanisms of

trauma and stress in the body and brain. This approach can also reframe these traumatic experiences as

vulnerability rather than weakness. The “don’t quit” mentality of firefighters can be shifted toward

encouraging fighting the mental health consequences of trauma, instead of avoiding and denying it.

56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he most suitable title for this article?

 The Danger of Substance Use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a Firefighter

 Beating Back Vulnerability  Facing Up to PTSD

57 What does “substance use” mean in this article?

 Drug or alcohol dependence  Using violence

 Impulse buying  Using bad language

58 “Being in charge” work attitude in this article means that firefighters are usually asked to on

the fireground.

 boss people around  take complete control of the situation

 feel pleased about what they are doing  leave the fire engine on charge

59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TRUE?

When firefighters concede they are traumatized by what they have been through, they are

admitting defeat.

Sharing painful experience is tantamount to whining, so it is the last thing a brave firefighter

should do.

Combat veterans are more vulnerable to PTSD than firefighters, and the consequences are usually

far more serious.

Firefighters are advised to confront PTSD with the same courage and determination with which

they beat back fire on the fireground.

60 When we say “there is a social stigma attached to PTSD,” it means there is a strong feeling in society

that PTSD is something to be .

 ashamed of  proud of  taken into account  complied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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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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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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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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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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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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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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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A C D A C C A B

D B D C C C D D D

A B A A C D A B D D

B B B B D B A C A

B A D C C B B D B D

D C A A B D A B D A

C

D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標準答案：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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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情報人員考試及111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試題

考 試 別：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三等考試

類科組別：消防警察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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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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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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室外儲槽場所其相鄰儲槽側板外壁間之距離，請

詳述之。（25 分）

二、為提升消防機關火場指揮能力，強化火災搶救效率，發揮整體消防戰力，

依據消防機關火場指揮及搶救作業要點規定，有關整備各式搶救資料、

受理報案及出動派遣之要領，請詳述之。（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4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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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爆竹煙火管理條例第 10 條規定，一般爆竹煙火之型式認可，下列那些情形，得予廢止：①未

依規定附加認可標示或附加方式不合規定，經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②無正當理由拒絕抽樣檢

驗 ③消費者依照安全方式使用，仍造成傷亡或事故 ④將認可標示轉讓或租借他人

①②③ ①②③④ ②③④ ①②④

2 依據災害防救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應儘速協調金融機構，就災區民眾所需重建或修繕資金，予以低利貸款

災區受災居民自政府或民間領取之各項救助金、慰問金或臨時工作津貼，免納所得稅

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天然災害致傷病者，得請領傷病給付，其所需經費，由地方政府支應

災區低收入戶未申請政府優惠融資或其他補助，經金融機構核放創業融資貸款者，得由衛生福

利部對承辦該貸款之金融機構補貼利息，其貸款金額不得超過新臺幣 150 萬元

3 依消防機關火場指揮及搶救作業要點說明相關名詞，下列何者錯誤？

車輛部署：以「車組作戰」及「雙邊部署」為原則，3 樓以上建築物火場正面空間，應留給攻

擊車使用

水源運用：以接近火場之水源為優先使用目標，但避免「水源共撞」，另充分利用大樓採水口、

專用蓄水池等水源

周界防護：對有延燒可能之附近建築物，部署水線進行防護

侷限火勢：無法立即撲滅火勢，先將火勢侷限，防止火勢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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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依緊急醫療救護法施行細則第 2 條用詞定義，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緊急傷病：指具有急性及嚴重性症狀，如未即時給予醫療救護處理，導致個人健康、身體功能

嚴重傷害或身體器官機能嚴重異常之傷病

緊急傷病患：指緊急傷病之患者。但不包括醫院已收治住院者

大量傷病患：指單一事故、災害發生之傷病患人數達 10 人以上，或預判可能達 10 人以上者

重大傷病患：指傷害或疾病狀況具生命威脅之危險，需專業醫療團隊予以立即處置者

5 依據緊急醫療救護法第 26 條規定，救護技術員施行緊急救護，以下列何地點為限：①緊急傷病

或大量傷病患之現場 ②送醫或轉診途中 ③抵達送醫目的醫療機構而醫護人員尚未處置前 

④醫院急診室

①②③④ ①③④ ②③④ ①②③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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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3 條所述：室

內儲槽場所之位置、構造及設備應符合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應設置於一層建築物之儲槽專用室

儲槽閥可為塑膠或具有同等以上性能之材質，且不得有洩漏之情形

儲槽專用室之屋頂應以不燃材料建造，得設置天花板

儲槽專用室出入口應設置 10 公分以上之門檻，或設置具有同等以上效能之防止流出措施

7 依據災害防救法之規定，違反第 31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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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為之處分者，應處多少新臺幣之罰鍰？

1 萬 5 千元以上 10 萬元以下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

5 萬元以上 25 萬元以下 10 萬元以上 50 萬元以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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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3 條規定，

液化石油氣販賣場所儲放液化石油氣，總儲氣量不得超過 128 公斤，超過部分得設容器保管室儲

放之。有關容器保管室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①總儲氣量以 1000 公斤為限 ②為販賣場

所專用 ③應設於販賣場所之地下層 ④出入口應設置 30 分鐘以上防火時效之防火門

①②③④ ①②④ ②③④ ①③④

9 依據災害防救法第 27 條之規定，為實施災害應變措施，各級政府應依權責實施之事項，下列敘

述何者正確？①警戒區域劃設、交通管制、秩序維持及犯罪防治 ②協助相驗、處理罹難者屍體、

遺物 ③捐贈物資、款項之分配與管理及救助金之發放 ④漂流物、沈沒物及其他救出物品之保

管、處理

①③④ ①②④ ②③④ ①②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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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依據災害防救法及施行細則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為處理災害防救事宜或配合各級災害應變中心執行災害應變措施，

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及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指定之機關、單位或公用事業，應設緊急應變小組，執

行各項應變措施

直轄市、縣（市）災害防救會報執行單位，擬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經各該災害防救會報核定

後實施，並報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備查

公共事業每 5 年應依災害防救基本計畫、相關減災、整備、災害應變、災後復原重建等，進行

勘查、評估，檢討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必要時得隨時辦理之

各級政府應依規定，充實災害應變中心固定運作處所有關資訊、通信等災害防救器材、設備，

隨時保持堪用狀態，並每半年至少實施功能測試 1 次，每年至少舉辦演練 1 次，並得隨時為之

11 依據消防法第 11 條規定，那些埸所使用的地毯、窗簾、布幕、展示用廣告板等應附有防焰標示？

①地面樓層達 11 層以上建築物 ②地下建築物 ③視聽歌唱（KTV）場所 ④觀光旅館、飯店

①②③④ ①② ②③④ ①③

12 依據消防法第 27 條之 1 規定，中央主管機關為調查消防及義勇消防人員因災害搶救致發生死亡

或重傷事故之原因，應聘請那些單位人員組成災害事故調查會？①民意代表 ②相關機關（構）、

團體代表 ③學者專家 ④基層消防團體代表

①② ①②③ ②③④ ①②③④

13 依據消防法第 21 條之 1 規定，消防指揮人員搶救工廠火災時，工廠之管理權人應辦理協助事項，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①提供廠區化學品種類、數量、位置平面配置圖 ②搶救必要資訊 ③指派

專人至現場協助救災 ④未提供上述資訊內容或虛偽不實者，可處管理權人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

以下罰鍰

①② ①②③ ②③④ ①②③④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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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液化

石油氣販賣場所之經營者不得供氣給容器串接使用場所之情形，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未設置手動報警設備 使用容器未直立放置

無嚴禁煙火標示 使用容器未有防止傾倒之固定措施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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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儲槽

設於地面一層建築物，幫浦設備位於儲槽專用室所在建築物以外之幫浦室，有關幫浦室之敘述下

列何者錯誤？

屋頂以不燃材料建造，並以輕質金屬板或其他輕質不燃材料覆蓋

牆壁、樑、柱及地板應以不燃材料建造

窗戶裝有玻璃時應為鑲嵌鐵絲網玻璃

出入口應設置 60 分鐘以上防火時效之防火門窗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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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種販

賣場所內設六類物品調配室者，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出入口應設置 1 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防火門

樓地板面積在 6 平方公尺以上，10 平方公尺以下

地板設置適當傾斜度及集液設施

設置將可燃性粉塵有效排至室外距地面 2 公尺高處之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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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依據消防機關火場指揮及搶救作業要點規定，有關整備各式搶救資料，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每日勤務分配表 搶救不易對象搶救部署計畫圖

轄內重機械場所清冊 甲、乙種搶救圖

18 依據爆竹煙火管理條例規定，製造爆竹煙火須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許可，有關應檢

附文件，下列敘述何者錯誤？①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②使用執照 ③消防防災計畫 ④公

共意外責任保險證明文件 ⑤保安監督人遴派提報表 ⑥工廠登記證明文件

①④ ②⑥ ③⑤ ⑤⑥

19 依據消防機關火場指揮及搶救作業要點規定，有關水源幕僚的任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指揮命令傳遞 掌握火場發展狀況

救災戰力裝備之後勤補給 蒐集延燒範圍

20 依據緊急醫療救護法規定，有關救護車裝備及標識，下列敘述何者正確？①裝設警鳴器 ②車廂

內外裝設監視錄影器 ③紅藍色閃光燈 ④車身為白色 ⑤兩側漆綠色十字

①②④ ①③⑤ ②③④ ②④⑤

21 依據災害防救法規定，災害應變中心成立後，指揮官以各級政府名義於災害應變範圍內實施之事項，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①危險物品設施及設備之應變處理 ②協助相驗、處理罹難者屍體、遺物 ③指

定水域、空域高度，限制船舶或航空器通行 ④徵用民間搜救犬、救災機具、車輛、土地 ⑤鐵路、

道路、橋樑、大眾運輸等公共設施之搶修 ⑥優先使用傳播媒體蒐集災情與緊急應變相關資訊

①③⑤ ②⑤⑥ ③④⑥ ④⑤⑥

22 依據爆竹煙火管理條例規定，有關中央主管機關之權責項目，下列敘述何者錯誤？①辦理爆竹煙

火監督人講習、訓練 ②爆竹煙火製造之許可、變更、撤銷或廢止 ③輸入一般爆竹煙火之封存 

④達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數量之氯酸鉀或過氯酸鉀之販賣許可 ⑤爆竹煙火製造場所之安全管理

①②③ ②③⑤ ①②④ ③④⑤

23 依據災害防救法規定，為有效執行緊急應變措施，各級政府應依權責實施的整備，可包括下列那

些事項？①弱勢族群災害防救援助必要事項 ②災害防救之訓練、演習 ③災害監測、預報之強

化 ④治山、防洪及其他國土保全 ⑤災害防救物資之儲備及檢查 ⑥災害防救教育、訓練及觀

念宣導

①③④ ②③⑤ ③④⑥ ④⑤⑥

24 依據消防法規定，有關義勇消防組織，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內政部消防署得編組義勇消防組織，協助消防、緊急救護工作

義勇消防編組人員接受訓練時，得依實際需要供給膳宿

義勇消防編組人員參加服勤期間，得比照志願役應召集服勤另發給津貼

義勇消防編組人員接受訓練所屬公司應給予補休

25 依據消防法及相關明火表演安全管理辦法規定，有關明火表演時所訂定之安全防護措施計畫應包

含內容，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容留人數之管制措施及其他強化安全防護作為

防災中心服勤人員訓練合格證書影本及聯絡資料

表演區域立面及平面、表演位置、表演動線

位於所有出入口之引導人員



類科名稱：

111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考試及
111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

科目名稱：

測驗式試題標準答案

考試名稱：

消防警察人員

消防與災害防救法規(包括消防法及施行細則、災害防救法及施行細則、爆竹煙火管理條例及施行細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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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國家安全局國家
安全情報人員考試及111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試題

考 試 別：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三等考試

類科組別：消防警察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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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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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近年發生多起避難弱者場所火災，而造成人員傷亡，為強化場所整體安

全性，內政部訂有自衛消防編組應變能力驗證要點，要求大型避難弱者

收容場所之自衛消防編組成員應視實際火災情境進行驗證，有關執行驗

證之事項為何？請詳述之。（20 分）

二、某日晚上 8 時許，轄區有一棟 17 樓的建築物 2 樓起火燃燒，5 樓至 7 樓

為旅館，你是轄區的小隊長，奉令帶領 6 位同仁前往旅館執行搜救及滅

火任務，有關入室搜救安全指導原則，請詳述之。（20 分）

三、火災初期的燃燒狀況與燃燒過程，對火災調查工作具有相當大的助益，

請詳述消防人員火災出動時，有關到達前、到達時及搶救時之觀察狀況，

以作為後續火災調查工作之參考。（20 分）

乙、測驗題部分：（40 分） 代號：5506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2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你是轄區分隊長，指導 5 層以下建築物民眾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裝置於天花板或樓板者，其下端與天花板或樓板距離應在 60 公分以內

廚房應設置差動式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裝置於牆面者，距天花板或樓板下方 10 公分以上 60 公分以下

以裝置於居室中心為原則，但與出風口距離應在 1 公尺以上

2 若你為消防分隊長，帶隊去檢查轄內液化石油氣容器儲存室，下列何者不符合規定？

儲存場所之屋頂以輕質金屬板覆蓋，屋簷並距離地面 3 公尺

儲存場所面積為 200 平方公尺，其通路面積為 40 平方公尺

距儲存場所周圍 5 公尺處，有堆積廢棄木質桌椅

儲存逾期容器時，應與未逾期容器分開儲存，並直立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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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若你為消防局負責圖說審查科員，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下列場所何者應設置

防災監控系統綜合操作裝置？

樓層為 15 層之建築物，其建築物高度為 45 公尺

地下層為 4 層，地上層 12 層之建築物，每層樓地板面積為 1000 平方公尺

總樓地板面積在 5 萬平方公尺之建築物

總樓地板面積在 900 平方公尺之地下建築物

4 建築物間為便於通行，棟與棟有時會設有過廊，在消防安全檢查時，連接建築物之間距，1 樓超

過 6 公尺，2 樓以上超過 10 公尺，得視為另一場所，則其樓地板面積得分別計算，設置消防安

全設備。有關不受間距限制，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連接建築物之外牆及屋頂，與過廊連接相距 2 公尺以內，為防火構造或不燃材料

連接建築物之外牆及屋頂，與過廊連接相距 3 公尺以內，為防火構造或不燃材料

過廊為開放式

為防火構造，過廊與二側建築物相連接處之開口面積在 4 平方公尺以下，且設具半小時以上防

火時效之防火門，並設有自動撒水設備者

5 依據消防機關辦理建築物消防安全設備審查及查驗作業基準規定，此 消防圖說圖

例係指何種消防安全設備？

 119 火災通報裝置 緊急電源插座 緊急廣播主機 緊急電源裝置盤

6 11 層以上建築物、地下建築物等管理權人有分屬時，應協議製作共同消防防護計畫，報消防機關

核備，在執行該場所防火管理時，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共同消防防護計畫由管理權人互推一人為召集人協議製定

無法依規定互推召集人時，防火管理人得申請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指定之

集合住宅如屬 11 層以上之建築物應實施共同防火管理

應設置共同防火管理協議會

7 消防人員在檢查防焰物品時，有關防焰物品的管理，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經防焰性能認證審查合格，登錄編號Ｃ-07-0012，其中Ｃ係指進口販賣業

窗簾具耐洗性能者，其中洗濯後不需再加工處理，指經現況、水洗、乾洗試驗，標示方式為縫製

Ｄ類防焰處理業，指對大型布幕或洗濯後防焰物品（地毯及合板除外）施予處理賦予其防焰性

能者

使用防焰標示之業者，其防焰物品或其材料進出貨情形及領用之防焰標示應有專人管理，每月

之使用狀況紀錄至少保存 5 年

E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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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你是消防人員執行火災調查工作，依火災案件搶救出勤紀錄表填寫作業原則規定，下列何者不屬

於火災案件？

燒雜物堆，為防止其擴大延燒，將未燃燒之物移開

電線走火，為防止擴大緊急關閉電源

家庭煮菜燒焦，消防單位進入後關閉瓦斯

鍋爐壓力過大爆炸，造成人員傷亡，但未有燃燒現象者

9 有關各項消防勤務之實施，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消防責任區為消防勤務基本單位

消防分隊為勤務執行單位，負責責任區之規劃、執行及督導

消防中隊為勤務規劃監督或執行單位，負責轄區勤務之規劃、指揮、督導及執行

救災救護指揮中心為各項勤務規劃監督單位，負責規劃、指揮、管制、督導及考核

10 消防機關接獲民眾報案，有一棟鐵皮工廠火災，立即調派大量人車前往，有關出動時間及出動派

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出動時間目標達成率須在 85%以上

於出動警鈴響起至消防人車離隊，白天 90 秒內，夜間 120 秒內為原則

水箱車加水庫車、雲梯車加水庫車、化學車加水箱庫等為一般常見車組作戰原則

每一攻擊車應至少能出一線水線為人力考量原則

11 消防人員在執行危害性化學品災害現場區域管制時，有關冷區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冷區又稱為安全區或支援區 冷區為未受污染或已除污之區域

指揮站應設於冷區及上風位置 民眾及記者區應設於冷區

12 某棟建築物，用途為 KTV，某日下午於 3 樓發生火災，報案稱現場多人受困，你擔任初期火場

指揮官，有關人命搜救方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第 2 梯次抵達火場之救災人、車，應優先進行人命搜救任務

應將電梯管制至地面層，以防止民眾誤乘電梯

搜救小組應以 2 人以上為一組，以起火層及其直下層為優先搜救目標

入室搜索前應先登錄管制搜救小組姓名、人數、時間、氣瓶壓力，並於所有區域搜索完畢後再

標註記號

13 某科技工廠晚間驚傳火警，濃濃的白煙不斷從廠房竄出，橘亮的火光也在工廠頂樓竄出，救災人

車到達現場執行強力入屋破壞作業時，有關強力入屋安全注意事項，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進行破壞玻璃時，應於玻璃下方及上風處

現場有可燃氣體洩漏狀況，不宜選擇會造成火花等高溫之破壞器材

救災人員使用破壞器材至少需 2 人 1 組

為防止閃燃或煙爆造成傷害，人員應從側面進行破壞作業，並部署水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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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消防人員對於不慎挖破瓦斯管線造成起火燃燒之處置，下列何者較不適當？

指揮中心立即通知瓦斯公司儘速派員前來處理

疏散附近民眾及管制人車經過

利用水線快速將火勢撲滅

利用水霧冷卻及周界防護，防止輻射熱或延燒

15 某棟 7 層樓 RC 公寓在 4 樓住家發生火災，消防人員抵達現場濃煙由窗戶冒出。你為現場指揮

官，指示瞄子手部署水線入室執行滅火攻擊，下列敘述何者較不適當？

對於煙層之降溫，瞄子手宜以水霧射水，切勿以直線水柱朝煙層射水

進入火場室內搶救前，於火場進入口應有測溫動作

進入室內射水搶救時，至少應 2 人 1 組水線，保持 2 組水線同時進入互相防護，並採取站姿操

作，以避免高溫煙層燙傷

部署水線射水前，水線應有正、副瞄子手搭配操作

16 身為經驗豐富的火災調查人員，若要研判起火原因係因微小火源引起，需查證之起火條件，下列

敘述何者錯誤？

有可能起火之著火物 有良好蓄熱條件

要高溫環境 適時適量的風速有利起火

17 你是縣市消防局火災鑑定實驗室的鑑定人員，為分析火災現場所蒐集的證物是否含有易燃性液

體，需先進行樣品前處理再注入儀器進行分析，下列何種前處理法不建議用於火災殘跡的樣品？

蒸氣蒸餾法（ASTM E1385） 溶劑萃取法（ASTM E1386）

直接頂空法（ASTM E1388） 靜態式頂空濃縮法（ASTM E1412）

18 某倉庫發生火災，存放之各類金屬經火災後產生燃燒痕跡，下列何者較具研判火流延燒之價值？

錫 鋅 鋁 鋼鐵

19 消防隊據報已打烊的洗衣店傳出焦味，抵達現場發現店內塑膠箱內毛巾中心部呈碳化焦黑情形，

並傳出些許油味。若你是火調人員，至現場勘察時未發現其他火源，洗衣店員工表示水洗烘乾後

即將毛巾直接置於塑膠置物箱內便下班，經查該批毛巾係某指壓按摩館送洗，毛巾沾有按摩油，

經分析含有亞麻仁油（含十八碳二烯酸及十八碳三烯酸）成分，依你研判該起火燃燒為下列何種

自然發火？

分解熱 氧化熱 吸附熱 聚合熱

20 某一可燃性氣體場所發生火災，現場有各種可燃氣體，由於氣體燃燒之發熱量，影響燃燒強弱的

研判，若你為現場火調人員，有關可燃性氣體在標準狀況下單位體積的總發熱量，下列何者最高？

甲烷 乙烷 丙烷 丁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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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代號： 50660
頁次： 1－1

一、物質發生燃燒，需具備可燃物、助燃物、熱能及連鎖反應等燃燒要素，

請說明各燃燒要素之滅火方式，並列出氫氣在氯氣中燃燒之「連鎖反應」

步驟。（25 分）

二、某一房間長、寬及高各為 13 m、10 m 及 2.5 m，燃燒 500 g 乳膠坐墊，

煙霧之質量光學密度為 0.22 m2/g，試計算此房間內出口標示燈之能見度

為若干？若火災的規模為 1.5 m×1.5 m，試問煙層底部降至離樓地板高

度 1.5 m 處需時多少？（假設火場溫度為 827℃，室內溫度為 17℃，空

氣密度為 1.22 kg/m3）（25 分）

三、物質暴露在空氣中因化學反應而產生自燃現象稱為自然發火，請說明影

響自然發火之因素有那些？（25 分）

四、某製造二硫化碳工廠進行年度歲修，因施工焊接時，產生火花掉落下方

有機酸洗滌塔內而引發火災，試說明二硫化碳屬於何類之公共危險物

品？並說明其常溫之爆炸界限、危險性、引火燃燒之化學反應方程式及

滅火方式？（25 分）



111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國家安全局國家
安全情報人員考試及111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試題

考 試 別：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三等考試

類科組別：消防警察人員

科 目：消防安全設備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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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號： 50630
頁次： 1－1

一、依據「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有關防災中心面積、位

置及構造之規定為何？（25 分）

二、依據「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除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

場所外，請說明得免設火警探測器之處所為何？（25 分）

三、依據「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公共危險物品場所設置

第五種滅火設備者，請說明其最低滅火效能值應如何核算？（25 分）

四、依據「消防安全設備及必要檢修項目檢修基準」規定，對於幫浦式之密

閉式撒水設備進行綜合檢查，請說明檢查與判定方法為何？（25 分）



111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國家安全局國家
安全情報人員考試及111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試題

考 試 別：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三等考試

類科組別：消防警察人員

科 目：消防戰術（包括消防戰術、消防機械、緊急救護）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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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號： 50670
頁次： 1－1

一、依消防機關火場指揮及搶救作業要點規定，救火指揮官任務為何？若你

擔任初期救火指揮官（消防分隊長），面對轄區建築物火災，消防分隊現

有水箱消防車兩部、相關消防裝備及消防人員五人，第一時間你如何運

用救災基本戰力部署規劃搶救？請詳述之。（25 分）

二、人體八大生命徵象的定義、正常數值各為何？救護技術員如何評估生命

徵象？（25 分）

三、高速公路上多部車輛發生交通事故，依消防人員救災安全手冊之執行車

禍救助安全指導原則，應遵守之安全注意事項為何？（25 分）

四、消防機關推動緊急救援隊專業化模組調度支援機制，以因應天然及人為

災害資源整合調度支援，其中隧道救援隊需配備熱顯像儀，請問消防救

災使用之紅外線熱顯像儀在偵檢使用時機為何？使用時應注意那些事

項？（25 分）



110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
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考試及110年特種考試
交通事業鐵路人員、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考 試 別：一般警察人員考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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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安全情報人員考試

等 別：三等考試、高員三級考試
類科組別：各類別、各類科、各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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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號：30110-30610
50110-51410
70110-70410
13110-13810
35110-35410

頁次：3－1

甲、作文與公文部分：甲、申論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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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維持社會的穩定運作，除了法律之外，久而久之會形成許

多「傳統」，如：道德、規矩、習俗、人情…等等。這些傳統，固

然維繫了社會的長期運作，但隨著觀念、潮流的改變，往往也會

造成扞格與衝突，此時應如何處理或化解這些衝突，考驗著我們

的智慧。身為公務人員，一定難免面臨這種情況，請以「傳統與

創新」為題，作文一篇，依據你的經驗與體會，申論如何在舊傳

統與新思維之間，找到平衡。

二、公文：（20分）

根據中央氣象局統計，臺灣夏季均溫約在攝氏30度左右，最

高溫時更達攝氏35度以上，氣候環境大大增加了中暑的發生率。

以今年來看，5月高溫少雨，天氣炎熱，南臺灣更飆出40℃高溫，

天氣風險公司表示，今年5月確實為有氣象觀測紀錄的60年以來

「最熱的5月」。依衛生福利部「及時疫情監視及預警系統」，分

析全國170多家醫院急診及時資料顯示：每年的7至8月是民眾因

中暑等熱急症至急診就醫的高峰期，近日邁入酷熱的炎夏，氣溫

勢必會持續上升，民眾仍應提高警覺，小心防範中暑。試擬衛生

福利部致國民健康署函：近日氣溫飆高，民眾容易中暑，應加強

宣導中暑的正確處理方式，避免因延遲治療導致永久性的傷害。



代號： 30110-30610
50110-51410
70110-70410
13110-13810
35110-35410

頁次： 3－2

乙、測驗部分：（20 分） 代號：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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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勃〈滕王閣〉詩：「閒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下列選項，何者意思與

「物換星移」之意相反？

江山如故 時移事往 滄海桑田 時過境遷

2 顏色在中文使用上變化多元，下列選項對「 」中的顏色敘述何者正確？

朝如「青絲」暮成雪，指染髮

國劇中以「黑臉」代表奸詐小人

他在商場上的表現令人「眼紅」，指心生嫉妒

週末颱風來襲，不宜「踏青」，指虛擲青春年華

3 孟子：「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

上文所說的道理是：

對症下藥 正本清源 以德報怨 責躬省過

4 下列詩句對於「浮雲」的意象有種種描述，何者解讀錯誤？

不畏浮雲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困頓阻礙

浪跡江湖白髮新，浮雲一片是吾身：羈旅漂泊

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闊遠隨飛揚：縹緲不定

悠然坐看南窗外，片片浮雲空自忙：閒適愉快

5 「中老年人就像是中古車，保養完善的中古車與新車一樣都能行走，但保養不好的中

古車隨時可能拋錨，人體也是。在漫長的人生中要是沒有好好照顧自己的身體，當

年齡增加時，病痛就會清楚地顯現出來。所以中老年人若認為同世代的人做得到，

自己也能做到，這是很嚴重的錯誤觀念。」

本文的旨意近於：

驕兵必敗 自知者明 前車之鑑 駑馬十駕

6 「創造好的學習環境，有助於學習者各方面的發展，包括認知、情感、社會、品格與

性靈。進而讓學習者發揮最大的潛力、培養所需的能力，以走上成功之途。」

下列選項，何者與引文主旨最相近？

夫學者猶種樹也，春玩其華，秋登其實

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辟而近中正也



代號：30110-30610
50110-51410
70110-70410
13110-13810
35110-35410

頁次：3－3

7 「從小就看人指點觀音山，說何處是鼻子，何處是額頭，何處是下巴。指點的人，指

著指著，又覺得不對，部位都不準確，只好放棄了。可是，一不指點，猛然回頭，

赫然又是一尊觀音，安安靜靜，天地之際，處處都是菩薩的淺笑，怎麼看都是觀音。」

下列選項，何者最符合上文的描述？

松下問童子，言師採藥去。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

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橫看成嶺側成峯，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

無晴

8 「有一個詩人說：『如果我不來，這一山野花都白開了。』花開了，又謝了，落在泥

土裡腐爛了，而山上只有牛羊走過，老鷹飛過，那教花兒怎麼忍受––作家來了，他

觀察這些花，產生意象，這些花就可能永遠不凋謝，價值也可能不只是一些花。」

根據文意，下列選項何者錯誤？

作家是生命力的見證人，美的發現者

作家運用細微的觀察力，是為了增強寫作技巧

作家將美好的所見記錄下來，使它們不被時間毀滅

作家觀察自然萬象，能藉由產生的意象賦予永恆的生命

9 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

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巿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

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

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蘇軾〈李氏山房藏書記〉）

下列選項，最符合上文文意的是：

書籍出版量增加，但讀書風氣每況愈下

印刷術的出現，得以保存許多珍貴的書籍

書籍取得容易，讓人可以引經據典，漫談古今

手抄書，勤誦讀，都不是培養閱讀習慣的好方法

10 「人類與其他動物不同的地方，在於我們建構和整合抽象資訊的認知能力，也在於我

們能發明編造、分析假想，甚至是虛構情景的力量，以及將感知到的事物轉化為有

意義的『為什麼』及『如何』等能力。正是這種好奇心及為了解事件成因與影響的

探究欲望，讓宗教誕生、讓邏輯秩序出現、讓追求理解大自然如何運作的行動迸現，

隨後也讓多數研究付諸實際應用。」

根據上文，下列選項與本文意旨最相近的是：

人與動物不同是因為有想像力

宗教與邏輯秩序起源於虛構力

好奇心是人類進步的重要推手

形成邏輯秩序仰賴深入的研究



類科名稱：

110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考試及
110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

科目名稱：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試題代號：1301)

測驗式試題標準答案

考試名稱：

交通警察人員交通組、刑事警察人員、警察資訊管理人員、刑事鑑識人員、交通警察人員電訊組、行政管理人員、行政警察人員、犯罪防治人員預防組、
公共安全人員、水上警察人員、國境警察人員、消防警察人員、外事警察人員(選試英語)、警察法制人員、電力工程、會計、電子工程、運輸營業、社會
工作、社會行政、人事行政、一般行政、勞工行政、衛生行政、法律廉政、資訊組(選試英文)、國際組(選試日文)、情報組(選試英文)、政經組(選試英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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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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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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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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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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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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標準答案：

備　　註：



110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
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考試及110年特種考試
交通事業鐵路人員、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考 試 別：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三等考試

類科組別：消防警察人員

科 目：中華民國憲法與消防警察專業英文

考試時間：2 小時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代號：50620
頁次：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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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譯英：（10 分）

消防局呼籲市民，珍惜急救資源及防疫物資，當撥打 119 申請救護車

時，請誠實且準確地回答派遣員之詢問，共同讓防疫零死角，保障第

一線消防人員及市民之安全與健康。

二、英文作文：（15 分）

今年臺灣遭逢 50 幾年未見的大旱，因為乾旱，容易導致火災發生，

造成災害。面對氣候變遷，乾旱似乎是無法避免的。請寫一篇 200 字

左右的作文，說明身為消防人員，如何未雨綢繆因應這種困境。作文

中說明事項必須包括：平時如何儲存消防用水以備乾旱時使用，乾旱

時如何加強預防火災之發生，救災時如何利用有限的水資源達到最大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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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依憲法及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有關依政黨比例代表制選出之代表，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僅限於獲得百分之五以上政黨選舉票之政黨才能分配席位

依政黨比例代表制產生之代表，仍得由選民罷免

依政黨比例代表制產生之代表出缺後有遞補制度

僅限於立法委員選舉才有政黨比例代表

2 關於考試院之職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公務人員之任用資格，應經考試院依法考選銓定之

考試院職權之行使限制人民權利者，須有法律之依據，始得為之

考試院就其所掌事項之法律案，有對立法院提案之權

考試院對立法院通過之法律案，得經總統核可，移請立法院覆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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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意旨，關於立法院文件調閱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立法院使用調閱權所取得之資訊，於使用時應注意維護關係人之名譽隱私及營業秘密
立法院不得調閱檢察機關偵查中之案件卷證
立法院得調閱已偵查終結之所有案件之卷證
立法院得立法對拒絕配合文件調閱者科處罰鍰

4 下列何者非屬立法委員得主動提出之議案？
預算案 法律案 憲法修正案 總統罷免案

5 關於總統特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現職總統競選連任時，無刑事豁免權
總統任內就其犯罪行為享有實體之免責權
總統享有之國家機密特權，包括所有國家內政事項
總統依其國家機密特權，就國家機密事項於刑事訴訟程序應享有拒絕證言權

6 下列何者非屬憲法第 77 條所定司法權之範圍？
民事訴訟之審判 行政訴訟之審判 公務員之懲戒 檢察官之偵查起訴

7 憲法基本國策章有關國防與外交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中華民國之國防，以維護世界和平為其目的之一
現役軍人得兼任文官
要求軍人須超出黨派，侵害其政黨結社自由
依平等互惠原則，我國並非聯合國會員國，自不須尊重聯合國憲章

8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有關人民居住遷徙自由之限制，下列何者違憲？
犯罪嫌疑人被法院限制住居
破產人非經法院之許可，不得離開其住居地
役男出境處理辦法規定役男出國旅遊須先經核准，每次不得逾 4 個月
「國人入境短期停留長期居留及戶籍登記作業要點」規定在臺灣地區無戶籍人民申請在臺
灣地區長期居留得不予許可並限期離境

9 下列何者不屬於憲法第 18 條服公職權之保障範圍？
俸給 陞遷 工作地點 退休金

10 憲法有關人民基本義務之規定，係人民相對於國家處於何種地位？
積極地位 消極地位 主動地位 被動地位

11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機車駕駛人未依規定戴安全帽者，處新臺幣 500 元罰鍰。有關
此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不戴安全帽並非憲法所保障之基本權利
處新臺幣 500 元罰鍰顯屬輕微，尚未對人民之基本權利構成限制
條例非法律，此規定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此規定之目的係為增進公共利益

12 關於總統、副總統之缺位與繼任，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副總統缺位時，總統應於 3 個月內提名候選人，由立法院補選，繼任至原任期屆滿為止
我國曾出現總統缺位、副總統繼任，但無副總統補選之憲政經驗
總統缺位時，由副總統繼任，至總統任期屆滿為止
行政院院長代行總統職權時，其期限不得逾 2 個月

13 依現行規定，下列何者非立法院之職權？
法律案之議決權 條約案之議決權
國家重要事項之參與決策權 行政院院長任命之同意權

14 依據憲法本文及增修條文規定，有關監察委員之身分及地位，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監察委員在院內之言論或表決，已無免責權
除現行犯外，非經監察院之許可，不得逮捕或拘禁
不得兼任其他公職
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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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規定，關於憲法法庭審理政黨違憲解散案件之程序，下列敘述何
者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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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書面審理為原則，必要時，得行言詞辯論
得囑託檢察官或調度司法警察為搜索、扣押
作成附具理由書之解釋，大法官得提出不同意見書

16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立法委員之質詢及政府人員之備詢，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立法院對政府人員的質詢權，源自於行政院應對立法院負責的憲法規定
立法院邀請政府人員出席備詢時，行政院各部會首長及其所屬人員，除依法獨立行使職權，
不受外部干涉之人員外，均有應邀說明之義務
質詢權係為貫徹民意政治及責任政治之制度設計
地方自治團體辦理自治事項仍受中央政府之適法監督，故受立法院邀請出席備詢時，亦有
應邀說明之義務

17 下列何者並非憲法第 129 條所定之選舉基本原則？
普通 優先 直接 無記名

18 依憲法、增修條文及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罷免，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總統、副總統之罷免，須經立法委員之提案，選舉人總額過半數之投票，且有效票過半數
同意罷免時，方能通過
總統、副總統之彈劾案如不成立，立法院即不得再提案罷免
對於操守不佳之大法官，仍不能透過罷免追究其責任
直轄市、縣市立法委員之罷免，僅原選舉區之選舉人方有投票權

19 有關總統制，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國家元首與行政首長二元化
以行政、立法人事分離為原則
在常態下國會可迫使總統去職，總統也有權解散國會
司法權嚴守憲法分際，絕對不擔任各方利益衝突時之最後仲裁者

20 下列何者係由中央立法並執行之，或交由省、縣執行之？
國稅與省稅、縣稅之劃分 度量衡
行政區劃 縣警衛之實施

21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那一基本權利受憲法絕對保障？
內在信仰之自由 藝術自由 生命權 隱私權

22 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328 號解釋，有關中華民國領土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憲法對於領土採列舉方式
憲法並未設有領土變更之程序
固有疆域範圍之界定，為重大之政治問題
國家領土之範圍，可由行使司法權之釋憲機關予以解釋

23 下列何者不構成財產權之特別犧牲？
私有土地被列入公共設施保留地
私有道路被認定為具公共地役關係之既成道路
私有土地被徵收
私有騎樓通道經行政機關公告禁止設攤

24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何者並非憲法第 22 條保障之非明文憲法權利？
更名權 參加全民健康保險之契約自由
個人自主控制個人資料之權利 名譽權

25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職業自由，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職業自由受憲法工作權保障
執行職業之自由，得為追求一般公共利益而加以限制
行業獨占制度，屬於職業之客觀條件限制
為追求重要之公共利益，得對於特定職業設定客觀條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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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何者不違反平等原則？
排除色盲考生進入警察大學就讀
對於性交易僅處罰意圖得利之一方
扶養親屬限於「未滿 20 歲或滿 60 歲以上者」始得減除免稅額
禁止明眼人從事按摩業

27 主管機關進入營業場所檢查消防及相關安全設施是否合法，與下列何種基本權利之限制最無關？
隱私權 營業自由 人身自由 財產權

28 某社區規約約定，區分所有權人不得於其住宅內設置各種中途之家。社區住戶甲因於其所有
之獨棟住宅內設置「未婚媽媽中途之家」，為社區管理委員依規約訴請甲遷離社區。於法院審
理本案時，甲得主張下列何種憲法理論？
國民主權及參政權之理論 基本權對國庫行為之效力
正當法律程序原則 基本權之第三人效力理論

29 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380 號解釋，學術自由之保障，係由下列何項憲法權利導出？
言論自由 講學自由 著作自由 出版自由

30 下列何種言論，受到憲法保障之程度最低？
批評企業的學術論文 菸商贊助公益活動之宣傳
鼓吹受僱者參與遊行之傳單 鄉民討論明星服裝造型的網路留言

31 憲法第 23 條規定，人民權利得以法律限制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法律僅指立法院通過之中央法律
對於財產權，得以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命令予以限制
地方自治團體不得制定自治條例限制地方人民之基本權利
行政機關不得訂定法規命令限制人民之基本權利

32 甲為慶祝其成年，租用私營旅館內庭園與眾多好友同樂，是否須經主管機關許可？
雖屬室外集會，仍可自由為之 屬室外集會，須先經許可
屬室內集會，可自由為之 雖屬室內集會，仍須先經許可

33 下列何者涉及憲法生存權之保障？
禁止刑求行為 禁止安樂死行為 禁止通姦行為 禁止人民團體之成立

34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何者不屬憲法租稅義務之內涵？
租稅法律主義 租稅公平原則 構成財產權之限制 預先指定稅捐之用途

35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有關司法院，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司法院設大法官 15 人，並以其中 1 人為院長，1 人為副院長
司法院大法官，由總統提名，經監察院同意任命之
司法院大法官，均適用憲法第 81 條及有關法官終身職待遇之規定
司法院大法官任期 9 年，不分屆次，個別計算

36 依憲法增修條文、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及地方制度法規定，有關我國之地方層級劃分，下列敘
述何者錯誤？
村里為地方自治團體 縣劃分為鄉、鎮、縣轄市
直轄市劃分為區 省不是地方自治團體

37 依憲法增修條文及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有關地方自治，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屬於縣之立法權，由縣議會行之
縣就自治事項，得在法律授權範圍內制定自治條例
縣長由縣民選舉之
縣議會議長選舉之投票方式，純屬地方自治事項

38 下列何者不適用「罷免」的規定？
全國不分區選出之立法委員 總統
直轄市議員 村（里）長

39 行政院會議之主席由下列何者擔任？
總統 行政院院長 行政院秘書長 內政部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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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規定，關於人民聲請釋憲制度，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政黨亦得聲請釋憲 須主張憲法上之權利受不法侵害

須用盡一般之法律救濟途徑而未獲得救濟 對於違憲之判決大法官應撤銷發回更審

41 Water stored in the fire truck’s tank can be through water lines or hoses when there is no
water source.
 integrated  complicated  reversed  discharged

42 Never leave a heater running when you are not at home. Many house fires are attributed to use
of heaters.
 unsupervised  illustrated  disturbed  exchanged

43 fireproof walls around your entire home is a great way to slow the spread of fires and protect
your family.
 Appealing  Overflowing  Installing  Imposing

44 All workplaces must have smoke that sound a warning to people when they sense the
presence of smoke.
 containers  filters  detectors  mentors

45 To prevent a small fire in your backyard, you should regularly remove dead and dry plant materials
that could a fire.
 fuel  leak  seize  profit

46 Cooking fires are often caused by that are overheated on a stove or in an oven.
 flavors  greases  pitches  shades

47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fire is to actively attempt to change the pressure conditions
prevailing in a burning building with a view to releasing fire gases.
 commotion  furor  smudge  ventilation

48 In the UK, a fire is a person who helps a fire safety officer in their work, for example, by
making sure that employees leave a building safely if there is a fire.
 carabiner  chauffeur  monitor  marshal

49 There are two main types of : stored pressure and cartridge operated.
 fire extinguishers  pumper trucks  rubber nozzles  smoke detectors

50 The fire was thought to have been caused by a gas .
 antipathy  aversion  explosion  unanimity

請依下文回答第 51 題至第 55 題：

One of the primary risks of being a firefighter is that of personal physical injury. Firefighters are
susceptible to burns, smoke 51 and crush injuries from collapsing structures. They can suffer from
heat exhaustion, as well as long-term job-related illnesses such as asthma, persistent coughing, heart
disease, cancer and lung damage. 52 the highly physical nature of the job, all matter of bodily
harm can befall firefighters in the line of duty. Some physical fallout from the profession may not
materialize 53 years down the road. In addition to the physical perils, firefighters face the potential
for mental trauma, particularly in situations involving mass 54 . As first responders on the scene,
firefighters and other rescue personnel are often faced with the high stress, high stakes environment of
trying to attend to as many people as possible, remove them from danger and assist in aiding treatment,
often 55 their duties in tenuous or unfolding situations. The elevated stress levels don’t always
dissipate when they leave the scene.
51  adaptation  hallucination  inhalation  manifestation
52  Apart from  Compared with  Due to  Similar to
53  since  until  while  yet
54  casualties  maneuvers  operations  utilizations
55  acted on  being done  performing  to tack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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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下文回答第 56 題至第 60 題：

The inferno of tragic fires in California in 2018 destroyed thousands of homes, incinerated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acres, and killed many people. Some of these California fires were ignited intentionally.

A 51 year-old man has been charged with starting the Southern California Holy Fire. A 32 year-old man

has been linked to five California fires. What sort of person is compelled by pyromania to kill, terrorize,

destroy lives and property, and devastate the beauty of nature with fire?

Arson can be used as a weapon of revenge or motivated by some other conniving, covert, destructive

aim, but fire-setting is also an irresistible compulsion for some, recognized as a form of mental illness.

More research is needed, but typically, fire-setting is viewed not as a distinct disorder, but as a behavior

that stems from another deep-seated pathology.

Fire-setters appear to be a discrete group of criminal offenders with a distinguishing constellation of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This suggests the necessity of specialized treatment to target these

individuals in prison and before they become offenders. A small study of 63 male and female patients with

a history of deliberate fire-setting, published by Tyler and her colleagues in 2018, has tracked the efficacy

of intervention programs for the mentally disordered offenders.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treatments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compulsion to start fires, but far more research is necessary to extend and confirm

this small-scale study.

Views toward arsonists have changed over time, according to a 2018 review of pyromania in Western

Europe between the years of 1800-1950, by Lydia Dalhuisen, a criminologist at Ultrecht University. The

data show the pendulum swinging back and forth from being viewed as a crime to being regarded as a

mental illness. If viewed as an illness, punishing arsonists for a form of insanity becomes an ethical

dilemma, but there is no doubt that more needs to be done to reduce the horrific destruction by fire that

society is suffering. Increased support for psychological research and greater mental health services would

seem to provide an effective and easily attainable way to fight this inferno.

56 What is the best title of this passage?

Ways to Prevent Wildfires.  Facts about Mental Illness.

 Inside the Mind of an Arsonist.  History of Deliberate Fire-setting.

57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rue about California fires in 2018?

 Some of the tragic fires are caused by campers.

 A man is found to be related to several fires.

 The Southern California Holy Fire is reported to have started accidentally.

 The environmental policies of California are the major causes of the fires.

58 What does the word “pathology” mean?

 The study of diseases.  The science of crimes.

 Showing sympathy.  Feeling of anger.

59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rue about the research of Tyler and her colleagues in 2018?

 They find that psychological treatments can be helpful to fire-setting patients.

 They suggest to put the arsonists in prison before they become offenders.

 The study is about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criminology.

 The study involves a large number of male and female participants.

60 What is the main idea of the last paragraph?

 The psychological study on arsonists has been a heated subject of criminology.

 The government is not putting enough effort into fighting against fire-setters.

 Lydia Dalhuisen’s review in 2018 is an important study on pyromania.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arson is a crime or an illness is still in disp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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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第2題 第3題 第4題 第5題 第6題 第7題 第8題 第9題 第10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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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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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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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3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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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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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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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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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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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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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C A D D A D C D

D D B C D B B B C

A C D B D A C D B B

B C D A A D A B D

D A C C A B D D A C

C C B A C C B A A D

D

B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標準答案：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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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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消防法所訂危險性救災行動認定標準，有關「無人命危害之虞」的定

義為何？災害搶救現場有何情形之一者，即可認定為消防法所稱「危險

性救災行動」？請分別詳述之。（25 分）

二、某一餐廳串接使用 20 公斤液化石油氣鋼瓶 8 支，請詳述其安全管理規定

為何？另對於串接使用場所，瓦斯行在何種情形下，不得供氣？（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4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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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消防法規定，有關裁處新臺幣 3,000 元以上 15,000 元以下罰鍰之行為，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無故撥打消防機關報警電話

不聽從消防機關搶救火災，對人民限制使用建築物之處置

拒絕消防機關調度民營事業機構之車輛

毀損蓄供水設備

2 依消防法及消防法施行細則規定，有關製定消防防護計畫，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地面樓層達 11 層以上建築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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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規模以上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應由管理權人，遴用防火管理人，責其製定消防防護計畫

建築物管理權有分屬無法互推召集人時，防火管理人得申請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指定之

3 依消防法規定，下列何者不屬於應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之場所？

不屬於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應設置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老人福利機構場所

不屬於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應設置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住宅場所

不屬於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應設置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飲食店

不屬於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應設置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旅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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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消防法規定中有關「吹哨者條款」，即鼓勵相關利害關係人進行舉發，而且可以獲得獎金之條

文，係指規範下列何者？

舉發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未依其容器、裝載及搬運方法進行安全搬運；或達管制量

時，未在製造、儲存或處理場所以安全方法進行儲存或處理

舉發未依法設置消防安全設備

舉發未依法維護消防安全設備

舉發未依法辦理防火管理

5 依消防法施行細則規定，有關火災現場處置，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警察機關得封鎖火災現場

火災現場尚未完成調查、鑑定者，應保持現場狀態

非經調查、鑑定人員之許可，任何人不得進入或變動

受災民眾遇有進入找財物必要時，得同意自行進入

6 依消防機關火場指揮及搶救作業要點規定，消防同仁須於出動警鈴響起至消防人車離隊，白天 80

秒內，夜間 120 秒內為原則。且出動時間目標達成率須在多少以上？

百分之八十 百分之八十五 百分之九十 百分之九十五

7 依災害防救法及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規定，有關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之任務，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推動重大災害防救任務與措施

協調各種災害防救業務計畫間有所牴觸而無法解決者

協調金融機構，就災區民眾所需重建或修繕資金，予以低利貸款

決定災害防救基本計畫

8 依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規定，有關各類災害定義有明定環境污染者，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輻射災害 毒性化學物質災害

森林火災 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

9 依災害防救法規定，各級政府對於救災所需必要物資之製造、運輸、販賣、保管、倉儲業者，得

徵用、徵購或命其保管，有關違反各級政府所為之處分，可處負責人罰鍰，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25 萬元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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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萬元以上 50 萬元以下罰鍰

10 依災害防救法規定，為減少災害發生或防止災害擴大，各級政府平時應依權責實施減災事項，下

列敘述何者正確？

老舊建築物、重要公共建築物與災害防救設施、設備之檢查、補強、維護及都市災害防救機能

之改善

災害防救組織之整備

災害監測、預報、警報發布及其設施之強化

對於妨礙災害應變措施之設施、物件，施以加固、移除或改善

11 依災害防救法規定，災區低收入戶未申請政府優惠融資或其他補助，經金融機構核放創業融資貸款

者，得由 X 對承辦該貸款之金融機構補貼利息，其貸款金額不得超過 Y 元。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X=經濟部，Y=新臺幣 150 萬  X=衛生福利部，Y=新臺幣 150 萬

 X=衛生福利部，Y=新臺幣 100 萬  X=經濟部，Y=新臺幣 10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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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依災害防救法規定，各級政府編列災害防救經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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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可採取之支應方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由各機關在原列預算範圍內循修改歲出分配預算規定程序檢討調整支應

應視需要情形調整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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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各機關原列與災害應變措施及災後復原重建等相關科目經費支應

由行政院或直轄市、縣（市）政府視需要情形在總預算機關間循修改歲出分配預算規定程序調

整支應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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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處理

場所內，未處理或儲存六類物品部分，有關構造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與場所內處理六類物品部分，應以 2 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樑、柱、地板及上層之地板區

劃分隔

區劃分隔牆壁之出入口，應設置 2 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常時關閉式防火門

對外牆面之開口有延燒之虞者，應設置 2 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防火門窗

涉及製造或處理公共危險物品部分經區劃分隔，至少應有一對外牆面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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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儲槽應

置於地下槽室，但儲存第四類公共危險物品且符合規定，得直接埋設於地下，有關應符合之規定，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地下儲槽應定著於堅固基礎上

頂蓋之重量需直接加於該地下儲槽上

儲槽應以水平投影長及寬各大於 60 公分以上，厚度為 15 公分以上之鋼筋混凝土蓋予以覆蓋

距離地下鐵道、地下隧道之水平距離在 6 公尺以上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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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室外儲

槽防液堤之設計，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防液堤之高度應在 50 公分以上

防液堤內面積不得超過 8 萬平方公尺

防液堤內部設置儲槽，不得超過 10 座

防液堤周圍應設道路並與區內道路連接，道路寬度不得小於 10 公尺

16 依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處理場所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規定，液化石油氣販

賣場所儲放液化石油氣，總儲氣量不得超過 X 公斤，超過部分得設容器保管室儲放之。但總儲氣量

以 Y 公斤為限；且容器保管室出入口應設置 Z 分鐘以上防火時效之防火門。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X=128，Y=1000，Z=30  X=128，Y=500，Z=30

 X=128，Y=1000，Z=60  X=128，Y=500，Z=60

17 依爆竹煙火管理條例施行細則規定，有關爆竹煙火儲存、販賣場所之摔炮類一般爆竹煙火管制量

為多少？

總重量 0.5 公斤 火藥量 0.3 公斤或總重量 1.5 公斤

火藥量 5 公斤或總重量 25 公斤 火藥量 10 公斤或總重量 50 公斤

18 依爆竹煙火管理條例規定，一般爆竹煙火輸入及販賣，應遵守的事項，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型式認可，發給型式認可證書，及申請個別認可，附加認可標示

申請個別認可，並經地方主管機關檢查後，始得供國內販賣

經個別認可不合格者，應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後，始得運出儲存地點辦理修補、銷毀或復運出口

未附加認可標示者，不得販賣、持有或陳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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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依爆竹煙火管理條例規定，未經許可擅自製造爆竹煙火，因而致人於死者，處 X 年以上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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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X=3，Y=10  X=3，Y=7  X=3，Y=6  X=3，Y=5

20 依災害防救法規定，下列何者非直轄市、縣（市）政府設直轄市、縣（市）災害防救會報之任務？

核定重要災害防救措施及對策 核定各該鄉（鎮、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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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依緊急醫療救護法規定，救護隊或消防分隊，每隊至少應配置救護車 1 輛及救護人員 7 名，其中

專職人員不得少於多少？

 1/5  1/4  1/3  1/2

22 依緊急醫療救護法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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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身後部應漆上下列何者？

許可字號 車號 編號 車輛代號

23 依緊急救護辦法規定，有關緊急救護紀錄表製作及保存，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救護人員實施緊急救護時，如家屬拒絕接受運送，應由救護人員於救護紀錄表中簽名後，不予

運送

救護人員執行救護應填具救護紀錄表，於送抵急救醫院時，應由醫護人員簽章確認紀錄表所載

事項

救護人員執行救護應填具救護紀錄表，於送抵急救醫院時，應由病患簽章確認紀錄表所載事項

醫療機構應在救護紀錄表直接簽名，現場擲回消防機關保存 5 年

24 依緊急救護辦法規定，對於消防機關運送之救護勤務，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受理緊急傷病事故之申請或知悉有緊急事故發生時，應確認該事故

之發生場所、緊急傷病患之人數及程度等，並立即出動所需之救護隊前往救護

緊急傷病患之運送，由救護隊負責，其受理申請及就醫聯絡由救災救護指揮中心負責

緊急傷病患或利害關係人得向衛生主管機關申請救護服務證明

緊急傷病患之運送就醫服務，應送至急救責任醫院或就近適當醫療機構

25 依緊急醫療救護法施行細則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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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轄市、縣（市）衛生主管機關依緊急醫療救護法規定辦理轄區內醫療機構緊急醫療業務督導

考核，應每年至少辦理一次

救護車依緊急醫療救護法規定所施行之定期消毒，每月應至少一次，並留存紀錄以供衛生主管

機關查核

醫院收治緊急醫療救護法第 19 條第 3 項所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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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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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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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緊急救護辦法、緊急醫療救護法及施行細則、直轄
市縣市消防機關火場指揮及搶救作業要點)（試題代號：4506)

單選題數：25題 單選每題配分：2.00分

題號

答案

題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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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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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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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答案

第1題

D

第2題 第3題 第4題 第5題 第6題 第7題 第8題 第9題 第10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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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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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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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3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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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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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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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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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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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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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C A D C D C B A

B C A D A B B A B

D A B C D

B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標準答案：

備　　註：



110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
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考試及110年特種考試
交通事業鐵路人員、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考 試 別：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三等考試
類科組別：消防警察人員
科 目：消防警察情境實務（包括消防法規、實務操作標準作業程序、人權保障與正

當法律程序）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代號：50650
頁次：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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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消防栓是一般建築物內最常見的系統式滅火設備，為確保平時功能

正常，你是安檢小組帶隊官，請詳述進行室內消防栓設備之綜合檢查時，

其檢查方法及判定方法為何？（20 分）

二、你是一位消防分隊長，當你率隊進入建築物，進行地下室火災搶救時，

請詳細說明你可能遭遇的危險情境及如何讓救災遇險的同仁，能夠安全

且快速的撤離？（20 分）

三、某日一棟 12 樓大廈住宅於地下 2 樓儲藏室發生火災，你是轄區消防分

隊帶隊官，負責執行滅火任務，部署水線抵達地下 2 樓儲藏室門口時，

發現有煙冒出，開門可能產生爆燃現象，應事先做好萬全準備。試分別

就爆燃與閃燃的徵兆說明之？（20 分）

乙、測驗題部分：（40 分） 代號：5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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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防人員協助指導住家安裝住宅用火災警報器，有關安裝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廚房設置火焰式住宅用火災警報器

住宅用火災警報器安裝距離出風口 1 公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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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置於天花板或樓板者，警報器下端距離天花板或樓板 80 公分以內

2 下列場所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之規定，何者不需設置滅火器？

樓地板面積 200 平方公尺之幼兒園 樓地板面積 45 平方公尺之變壓器室

總樓地板面積 120 平方公尺之診所 總樓地板面積 90 平方公尺之咖啡廳

3 你是消防局消防安全設備審查人員，受理一般護理之家消防安全設計審查，該場所樓地板面積合

計在多少平方公尺以上時，其廚房排油煙管及煙罩應設簡易自動滅火設備？

 300 平方公尺  500 平方公尺  1,000 平方公尺  2,000 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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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築物間設有過廊，在消防安全設備設計時，得檢討視為另一場所，分別檢討各該場所之消防安

全設備，下列何者未達到得視為另一場所之條件？

過廊僅供通行或搬運用途使用，且無通行之障礙

過廊有效寬度在 9 公尺以下

連接建築物之間距，1 樓超過 6 公尺

連接建築物之間距，2 樓以上超過 10 公尺

5 某科技廠房基於無塵作業空間環境之需求，設有大量通風換氣相關設備，以形成自天花板下吹足

夠之氣流風速，有關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設置，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偵煙式探測器其下緣距離天花板面不得超過 60 公分

差動式探測器其下緣距離天花板面不得超過 40 公分

偵煙式探測器比火焰式探測器更適合此空間

偵煙式探測器以裝在高架地板或平時氣流匯聚處最有效

6 消防人員執行消防安全檢查時，下列何種違規態樣，不須經限期改善程序，逕行予以舉發裁處？

防火管理違反規定

防焰物品使用場所違反規定

消防安全設備不合規定

從事消防安全設備之設計、監造、裝置、檢修違反規定

7 你是消防分隊長，為提升轄內老人安養中心所之防火管理能力，協助指導自衛消防編組演練，依

自衛消防編組應變能力驗證要點規定，有關演練驗證事項，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為模擬夜間人員處於應變能力較差的情境，演練發現火災信息的人員及各相關應變人員應靜待

警報聲響後 15 秒後，始能開始應變行動

設定各種可能發生火災的情境、日間最危險情境及人力最多情況

同一人得兼任不同任務時，除所兼任之任務外，仍應完成原應變事項

初期滅火行動操作滅火器開始滅火後應持續該姿勢 15 秒，室內消防栓要 30 秒

8 你是一位救災救護指揮中心的執勤人員，下列何種火災、爆炸災害事故，不屬於應即時通報內政

部消防署之案件？

受傷送醫人數達 3 人以上之火災、爆炸

燒燬建築物樓地板面積達 30 平方公尺以上，仍未控制火勢者

建築物燃燒達 1 小時以上，仍未控制火勢者

山林火災燃燒 3 公頃以上，或燃燒達 1 小時以上仍未控制者

9 你是一位支援某縣市救災帶隊官，有關救災隊伍集結出動，依各級消防機關災害搶救消防力調度

支援作業要點規定，在同意支援申請後，第一梯次應在 X 分鐘內完成、第二梯次應在 Y 小時內完

成，X、Y 為：

 10 分鐘、半小時  10 分鐘、1 小時  30 分鐘、1 小時  30 分鐘、2 小時

10 轄區分隊長於火災初期在大隊長未抵達現場前，應負責擔任有關消防勤務火場救火指揮官之任

務，對其任務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劃定火場警戒區 指揮火場周邊道路交管及疏導

指揮強制疏散警戒區之人車 指揮火警之刑事偵查工作

11 某高樓發生火災，你為火場總指揮官，對於現場指揮中心幕僚群的作業指派，下列何者最適當？

命令作戰幕僚隨時掌握該高樓火災狀況並研擬攻擊方案

要求通訊幕僚負責與其他支援救災單位進行聯繫

指派聯絡幕僚負責指揮官與該高樓火場內部救災人員間資訊之傳遞

由後勤幕僚掌握該高樓火場人力派遣及裝備需求，並建立需求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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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發生公路長隧道內車輛火災時，有關消防救災車輛部署之安全措施，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先行與隧道行控中心確認事故位置及建議救災路線

救災部署時，應採逆向排煙、逆向救援方式

車輛進入隧道保持警示燈、大燈常開狀態

隧道若為雙孔單向，得部署於起火隧道對向車道由橫坑進入起火隧道搶救

13 有關消防人員背負空氣呼吸器（SCBA）進入火場救災，一般準則而言，氣瓶使用量剩餘多少時，

應即考慮撤離救災現場，以保護救災人員安全？

 1/4  1/3  1/2  2/3

14 在處理化學災害事故時，首先最重要步驟為危害辨識，必要時需透過氣體偵測器辨識事故現場環

境危害程度及因子，有關氣體偵測器之使用原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使用時需伴隨通風排煙防護執行偵測作業

未確認危險物品危害影響程度，偵測時應著 C 級防護裝備

原則採二人一組同時進行，以相互確認偵測準確性

當到達危害值時，偵測器發出警告聲響應即刻關閉偵測器

15 轄區發生木構造建築物起火，為防止該棟或下風鄰棟建物火災延燒擴大的危險，有關消防搶救作

業，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建物夾層內、天花板上方及壁間為防止延燒重點

連棟建築物火災時，以大口徑瞄子射水控制延燒

鄰接防火建築物防止延燒並非重點

防止延燒的重點為下風處及後側

16 火災現場促燃劑殘跡證物採樣工作應注意事項，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有水存在殘跡時，因會妨害鑑定分析故不予蒐集

附近有地毯纖維類或吸水性材料時應一併蒐證

滲透水泥塊採樣向下挖掘 5 公分深處為宜

液狀證物用含蓋金屬罐盛裝並密封

17 某一電梯發生火災，研判有可能是馬達層間短路發生之火災，若你是現場火調人員，依據佛萊銘

左手定則大姆指指向，下列何者正確？

導體運動方向 磁場方向 電流方向 電壓方向

18 若你是火災調查人員，勘查火災現場會依「距離、時間、受熱面向」研判火流的方向，下列敘述

何者錯誤？

在相同條件下，距離火點愈近，燒燬程度愈嚴重

在相同條件下，燃燒時間愈長，燒燬程度愈嚴重

靠起火點受熱之面其燒燬程度較其背面嚴重

燒燬最嚴重的地方一定就是起火點

19 住宅室內堆積雜物造成火災，致屋內配線因受熱使其包覆熔化燃燒造成短路，並留下熔痕，下列

敘述何者錯誤？

熔痕與起火原因有直接關聯 熔痕稱為二次痕

熔痕呈熔滴狀 熔痕組織較粗且無光澤

20 某日轄內發生疑似縱火案件，若你為火調人員前往火災現場勘查，採集可能含有非極性促燃劑之

殘跡證物，判斷下列何種包裝材質不適當？

尼龍 66 耐熱袋（聚醯胺袋） 含蓋玻璃罐

含蓋金屬罐 塑膠證物袋



類科名稱：

110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考試及
110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

科目名稱：
消防警察情境實務(包括消防法規、實務操作標準作業程序、人權保障與正當法律程序
)（試題代號：5506)

測驗式試題標準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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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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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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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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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B D D B D B A

A C C C A A D A DB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標準答案：

備　　註：



110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
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考試及110年特種考試
交通事業鐵路人員、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考 試 別：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三等考試
類科組別：消防警察人員
科 目：火災學與消防化學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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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號：50660
頁次：1－1

一、某工廠因反應爐溫度過高而發生火災爆炸，現場又因存放大量金屬鈉而

造成搶救困難。請說明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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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屬鈉屬於第幾類公共危險物品？又其危

險性為何？此類化學災害，依災害現場搶救標準作業程序（H.A.Z.M.A.T.），

應如何進行危害辨識？（25 分）

二、臺灣多數的中小型工廠與頂樓的加蓋多採鐵皮屋類型，鐵皮屋雖建築成

本低，建築工序簡單，但因建材及結構特性，火災時常造成嚴重災情。

試申論鐵皮屋建築物火災之特性。（25 分）

三、某醫院因住房電器設備使用不慎發生火災，經搶救後，發現多人因濃煙

在大樓流竄的關係而在非起火住房罹難，試說明建築物中影響煙霧流動

蔓延的主要因素有那些？（25 分）

四、請說明何謂閃火點（Flash point）及發火點（Ignition Temperature）？若

汽油及高閃火點之沙拉油燃燒時，誤以水進行滅火，會產生何種現象，

又原因為何？（25 分）



110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
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考試及110年特種考試
交通事業鐵路人員、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考 試 別：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三等考試
類科組別：消防警察人員
科 目：消防安全設備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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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號：50630
頁次：1－1

一、臺灣已邁向科技島，並在全球晶圓供應鏈扮演重要角色，然從防火安全

角度而言，積體電路製造業潔淨區，因潔淨環境及構造特殊，防火安全

工程設計要求有別一般場所，依消防法第 6 條第 3 項規定，不適用各類

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之部分條文，試問如於該潔淨區及其內部的

排氣導管內設置自動撒水系統，依潔淨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要點規定，

其自動撒水設備型式及設置空間、撒水頭裝置及設計、水源容量及相關

要求為何？請詳述之。（25 分）

二、出口標示燈及避難方向指示燈係作為引導人員逃生避難之用途，原則

上應保持不熄滅，但在那些情況下，得予減光或消燈？（13 分）出口

標示燈供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12 條第 1 款第 6 目（醫

院、療養院）使用者，應採具閃滅功能或兼具音聲引導功能者，要具備

那些要件？（12 分）

三、依據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一般公共場所及公共危險物

品場所之消防安全設計要求不完全相同，請比較兩者在自動撒水設備及

水霧滅火設備，對於放水區域、防護半徑、放水時間、放水壓力、水源

容量及其他相關之差異。（25 分）

四、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在某一棟七層建築物的地下層

僅能設置避難梯為避難器具，請問地下層避難梯裝置規定，以及避難梯固

定架（含固定部），其性能檢查之檢查方法、判定方法規定為何？（15 分）

又該建築物第七樓為醫院，依規定可以使用那些種類的避難器具，如欲

免設避難器具應符合那些要件？（10 分）



110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
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考試及110年特種考試
交通事業鐵路人員、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考 試 別：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三等考試
類科組別：消防警察人員
科 目：消防戰術（包括消防戰術、消防機械、緊急救護）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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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號：50670
頁次：1－1

一、執行火災災害搶救時，水線的部署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消防戰技，請

詳述執行入室佈線時，應掌握的安全注意事項？（25 分）

二、耐火建築物火災時，常經由窗戶等開口向上擴大延燒，請詳述如何評估

火焰自正方形、縱形、橫形三種型式的窗戶，向上層延燒的趨勢？你會

運用那些方法、器材協助評估作業？就評估所得提出搶救腹案？（25 分）

三、近年發生製藥化學工廠火警案，救災現場發現該場所存放有鈉、黃磷等

物質，其後甚至發生爆炸情形，造成擴大延燒。依其可能之化學反應詳

述其危險性、相對所應採取之防護裝備與搶救策略？（25 分）

四、消防機關的救護員時常於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執行緊急救護勤務，為保障

救護時之人身安全及勤務遂行，請說明於勤務活動現場作業的相關勤務

要領？（2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