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年度 警大二技 國文 考前猜題 
墨白老師 出題 

一、單一選擇題 

1 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呂氏春

秋．貴公》） 下列選項最符合上文意涵的是： 

(A) 四時代御，陰陽大化。 (B) 義以生利，利以豐民。

(C)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D)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C 

2 「人之為學，不日進則日退。獨學無友，則孤陋而難成。久處一方，則習染而不

自覺。不幸而在窮僻之域，無車馬之資，猶當博學審問，古人與稽，以求其是非

之所在，庶幾可得十之五六。若既不出戶，又不讀書，則是面牆之士，雖子羔、

原憲之賢，終無濟於天下。」(顧炎武〈與友人論學書〉)  

下列何者不是上文強調的道理？ 

(A) 為學應該博訪周諮。

(B) 求學有如逆水行舟。

(C) 既不出戶，又不讀書，則必一無所見。

(D) 讀書人要心無旁騖。

D 

3 以下關於「」內借代的說解，錯誤的選項是： 

(A) 何以解憂？惟有「杜康」：酒。

(B) 拂曉「朔風」悲，蓬驚雁不飛：西風。

(C) 豈不知財多害己，直到「東市」方知：刑場。

(D) 僕少無「巖穴」之操，長而役於塵埃之內：隱士。

B 

4 請將下列文學作品依時代先後排列順序：（甲）《韓非子》（乙）《呂氏春秋》

（丙）《六一詩話》（丁）《王右丞集》（戊）《水滸傳》

(A) 甲丙戊丁乙 (B) 甲乙丁丙戊 (C) 乙甲丁戊丙 (D) 丙甲乙戊丁

B 

5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

矣。」(《孟子．告子上》)  

文中認為要「求其放心」，有賴於何種涵養？ 

(A) 仁義。 (B) 雅量。 (C) 毅力。 (D) 勤奮。

A 

二、多重選擇題 

6 題辭在社交場合應用很廣，若為慶賀師長榮獲師鐸獎，可以使用的是？ 

(A) 功著杏林 (B) 作育菁莪 (C) 志存開濟 (D) 洙泗高風

(E) 敷教明倫

B

D

E 

7 下列何組成語之用字完全正確？ 

(A) 息息相關／汲汲可危。 (B) 怨天由人／接踵而致。

(C) 按部就班／實事求是。 (D) 軒然大波／以鄰爲豁。

(E) 兢兢業業／坐以待斃。

C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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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下列文句與原作者的配對，何者有誤？ 

(A) 「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

孟子。

(B) 「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公孫龍子。

(C)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荀子。

(D) 「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莊子。

(E) 「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

愛。」—韓非子。

B

C

E 

9 下列書信用語，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A) 杜甫給李白寫信可以用「吾兄」來稱呼他。

(B) 蘇轍給歐陽脩寫信，信首提稱語要用「硯右」。

(C) 秀潔寫信給團長金發伯，結尾的問候語可用「敬請 金安」。

(D) 柳宗元給韓愈寫信，為了表示敬意，要自稱「僕」。

(E) 阿旺嫂給公公金發伯寫信，署名時應自稱「賢媳」。

A

D 

10 古文中表示數學上的「幾分之幾」，多以兩個數字並列，前者為「分母」，後者

為「分子」。下列文句屬於此一表意方式的選項是？ 

(A) 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尚不能「十一」。

(B) 吾見之，「十八九」定矣，然須道兄見之。

(C) 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

(D) 「三五」年內，即當太平。

(E) 「三五」之夜，明月半牆，桂影斑駁，風移影動，珊珊可愛。

A

B 

高鋒公職．110年度 警大二技消防考前猜題 高鋒公職專業師資團隊 出題

2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110年 警大二技 憲法 考前猜題 

莫軍律師 出題 

壹、單選題

1 依法官法規定，審理法官懲戒案件時，應增加參審員二人為合議庭成員，下列何

者得擔任參審員？ 

(A)全國性及各地方律師公會之現任理事長

(B)公務人員

(C)政黨黨務工作人員

(D)公設辯護人

D 

2 甲之判決在2021年1月1日確定，但甲聲請釋憲，大法官花了2年的時間作成違憲宣

告並送達甲，請問甲在什麼時間內可以提起再審？

(A)2027年12月31日

(B)2025年12月31日

(C)2024年12月31日

(D)2023年12月31日

A 

3 依憲法規定，「公共衛生」屬於 

(A)中央立法並執行之事項

(B)中央立法並執行或由省縣執行之事項

(C)省立法並執行或由縣執行之事項

(D)縣立法並執行之事項

B 

4 依司法院釋字第799號解釋，《性侵害犯罪防治法》關於若干特殊情形之長期強制

治療制度，有違反下列何種《憲法》要求之疑慮，有關機關應依解釋意旨有效調

整改善？ 

(A)比例原則

(B)與刑罰之執行應明顯區隔

(C)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

(D)信賴保護原則

B 

5 下列何者並「非」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801號解釋之意旨？ 

(A)因羈押涉及人身自由之重大限制，立法者就羈押日數能否算入假釋之已執行期

間，如有差別待遇，應採嚴格標準予以審查

(B)無期徒刑受刑人，於裁判確定前如受羈押，其偵查及審判羈押期間累計總數，

依現行法規定不得逾5年4月

(C)依現行有效之法律規定，受徒刑之執行而有悛悔實據者，無期徒刑至少須執行

逾25年，始得報請假釋

(D)刑法第77條第2項有關裁判確定前未逾1年之羈押日數不算入無期徒刑假釋之已

執行期間內部分，與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有違

A 

6 有關法官之懲戒處分，其追究時效為多久？ 

(A)10年 (B)5年 (C)3年 (D)1年

B 

7 下列何者為憲法第八十條規定所稱之法官？①行政法院評事、②公務員懲戒委員

會委員、③司法院大法官、④檢察官、⑤會計師懲戒覆審委員會委員 

(A)僅①、②、③

(B)僅①、②、③、④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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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僅①、②、③、⑤

(D)①、②、③、④、⑤均是

8 下列何者並非憲法第170條所稱之法律？ 

(A)戰時軍律 (B)省縣自治通則

(C)高雄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 (D)三一九槍擊事件真相調查特別委員會條例

C 

9 下列何者為我國司法院大法官承認之憲法非列舉權？①契約自由、②性行為自

由、③一般行動自由、④子女獲知血統來源之權、⑤受國民教育以外教育之權利

⑥隱私權

(A)僅①、②、⑥

(B)僅①、②、④、⑥

(C)僅①、②、③、④、⑥

(D)①、②、③、④、⑤、⑥皆是

D 

10 下列何者為地方自治團體？ 

(A)臺灣省 (B)臺中市和平區

(C)高雄市前金區 (D)臺北市政府

B 

貳、複選題

11 有關公務員之懲戒處分，下列何者並無追究時效之限制？ 

(A)免除職務 (B)撤職 (C)休職 (D)剝奪退休金 (E)降級

ABD 

12 有關公職人員罷免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A)罷免案以被罷免人原選舉區選舉人為提議人，提議人人數應為原選舉區選舉人

總數百分之二以上

(B)立法委員之罷免，其徵求連署期間為四十日

(C)罷免案之連署人，以被罷免人原選舉區選舉人為連署人，其人數應為原選舉區

選舉人總數百分之十以上

(D)罷免案投票結果，有效同意票數多於不同意票數，或同意票數達原選舉區選舉

人總數四分之一以上，即為通過

(E)罷免案通過者，被罷免人自解除職務之日起，四年內不得為同一公職人員候選

人；罷免案否決者，在該被罷免人之任期內，不得對其再為罷免案之提議

CE 

13 下列有關監察委員之職權，何者錯誤？ 

(A)可彈劾法官

(B)可彈劾考試委員

(C)不可彈劾立法委員

(D)不可彈劾交通部長

(E)不可彈劾監察院人員

DE 

14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憲法保障之訴訟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特定刑事案件分配給特定法官後，即不得以相牽連為由，將多件案件改由同一

法官合併審理

(B)人民初次受有罪判決，至少應予一次上訴救濟之機會，屬訴訟權保障之核心內

容

(C)訴訟權保障不得僅因身分之不同而予以剝奪

(D)法官迴避制度應屬訴訟權保障之核心內容

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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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審級制度屬於訴訟權保障之核心內容

15 下列有關考試院之敘述，何者正確？ 

(A)院長由考試委員兼任之

(B)考試委員之任期為 6 年

(C)考試委員得赴中國大陸地區兼職

(D)掌理公務人員任免、考績、級俸、陞遷、褒獎之法制事項

(E)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監理委員會隸屬於考試院

DE 

16 依司法院釋字第785號解釋意旨，下列何者屬於《憲法》第18條服公職權之保障範

圍？ 

(A)公務員服勤時間及休假制度

(B)國家對超勤依法給予加班費、補休假等補償

(C)國家對公務人員於法定上班時間所付出之勞務、心力與時間等依法給予俸給

(D)保全警衛人員服勤時間及休假制度

(E)公務人員於法定上班時間以外應長官要求執行職務之超勤規範

ABCE 

17 在《憲法》前言中明列制定《憲法》之目的，包括： 

(A)奠定社會安寧 (B)增進人民福利 (C)保障民權

(D)維護公共安全 (E)鞏固國權

ABCE 

18 基本權的功能，可區分為主觀與客觀功能面向。下列何者屬於「主觀權利」功能

面向？ 

(A)防禦功能 (B)給付功能 (C)保護義務功能

(D)制度性保障功能 (E)組織暨程序保障功能

AB 

19 下列哪些人員有應立法院委員會邀請到會備詢之義務？ 

(A)司法院院長(B)公平會委員(C)參謀總長(D)審計長(E)檢察官
C 

20 依司法院釋字第 689號解釋意旨，關於新聞採訪自由，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新聞自由受《憲法》第 11條所保障

(B)新聞採訪自由僅保障隸屬於新聞機構之新聞記者之採訪行為

(C)新聞採訪自由亦保障一般人為提供具新聞價值之資訊於眾之蒐集資料行為

(D)新聞採訪如須以跟追方式進行，而其跟追行為依社會通念所認非屬不能容忍，

該跟追行為即具正當理由

(E)國家於不違反《憲法》第 23 條之範圍內，得以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命令對

新聞採訪自由予以適當之限制

AC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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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度 警大二技 警察專業英文 考前猜題

呂艾肯．吳優 老師 

一、重要單字 

警政管理英文 （報案、問路、簽證延期、天災準備、醫療救護、路檢、安全檢查等） 

containment 防疫/圍堵 detain (v.) detention (n.) 拘留 custody 監禁 

contagious 感染的 Epidemic/pandemic 全球性傳染 

Shelter in place 就地避難 quarantine 隔離 

screening 篩檢 vaccine 疫苗 

raid 臨檢 security checkpoint 安全 檢查站 

patrol 巡邏   statistics 統計 commit the crime “犯”~罪 

disaster 災難 emergency 緊急狀況 

Alien Resident Certificate. 外僑居留證 smuggle 走私 

prostitute (v.) prostitution 從事性交易 （賣淫） human trafficking 人口販運 

mobile police station 行動派出所 cyber bullying 網路霸凌 

discrimination 歧視 Search Incident to Arrest 附帶搜索 

death toll 傷亡人數 consent search 同意搜索 

刑事司法英文 （家庭暴力、傷害案件、證人面談、法庭詢問、販毒等） 

suspect 嫌疑犯 prosecutor 檢察官 jury 陪審團 

jurisdiction/ sovereignty 管轄權司法權/主權 warrant 搜索票 subpoena 傳票 

defendant/accused 被告 Plaintiff 原告 convict/sentence 判決(of)/判決(to) 

fugitive 逃犯 probation/ reprieve 緩刑 penalty 刑罰 

incarceration/imprisonment 監禁 parole 假釋 

bail 交保 domestic violence 家暴 

plea bargain 認罪協商 confession 自白 

drug/ child abuse 藥物濫用/虐童 attorney/lawyer 律師 

misdemeanor 輕(微)罪名 felony 重罪 

presume innocent until 

proven guilty 

無罪推定 due process 正當程序 

rehabilitant 更生人 plainclothes 便衣警察 

警察科技英文 （謀殺案偵查、犯罪現場、網路支援、酒駕事件交通勤務等） 

breathalyzer test 酒測 drunk driving/DUI/DWI 酒駕 

sobriety checkpoint 路邊酒駕臨檢點 hit and run 肇事逃逸 

fasten seat belt/ buckle up 繫上安全帶 speed bumper 減速丘 

vehicle registration 行照 driver license 駕照 crime scene 犯罪現場 

forensic scientist 鑑定科學家 expert witness 專家證人 

informant  線民 testimony 證詞 

homicide 謀殺 vehicle impoundment  車輛扣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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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相關英文詞 （警察機關職稱、罪名及毒品名稱、常用警察器材等） 

National Police Agency 警政署 Criminal Investigation Bureau 刑事局 

precinct 分局 beat 警巡區 

surveillance record 監視紀錄 bullet-proof vest 防彈背心 

metal detector 金屬探測器 handcuff 手銬；上手銬(v.) 

red-handed offender 現行犯 deterrence 嚇阻 

犯罪名稱 

mug 背後襲擊搶劫 larceny 竊盜罪 

burglary= break into 入室竊盜 arson 縱火罪 

shoplifting 商店行竊 pickpocket 扒手 

identity theft 身分盜用 fraud/scam 詐騙 

sexual harassment 性騷擾 drug addiction 毒品上癮 

aggravated assault 重傷害 red-handed offender 現行犯 

外事補充 

Homeland Security 國土安全 Border/Frontier 國境 Foreign Affairs 外事 

humanitarian (a.) 人道主義的 competent (a.) 有法定資格的 permanent (a.) 永久的 

catastrophe= disaster (n.) 大災難 deport (v.) 驅逐出境 temporal (a.) 暫時臨時的 

terrorism (n.) 恐怖主義 contraband (n.) 私貨 prostitution ring 賣淫集團 

integration (n.) 整合 prohibit (v.)禁止= ban= forbid seal (v. n..) 圖章；密封 

surveillance (n.) 監視 departure (n.) 出境;離境;起飛 extend (v.) 延期 

illicit=illegal (a.) 非法的 human trafficking (ph.)人口販運 naturalization (n.) 歸化 

infrastructure (n.) 基礎建設 declaration (n.)申報 political asylum (ph.) 政治庇護 

resilience (n.) 復原恢復力 detector (n.) 探測器 reluctant (a.) 勉強 

destruction (n.) 毀滅破壞 sweatshop (n.) 血汗工廠 recruit (v.) 招募 

strategic (a.)策略/ tactic (a.)戰略 implement (v.) 實行 abusive (a.) 虐待的 

attempt (v. n.) 企圖 嘗試 checkpoint (n.) 檢查站 intimidation (n.) 恐嚇，脅迫 

hazard (n. v.) 危險物；冒險 prostitution (n.) 賣淫 exploitation (n.) 剝削 

agreement=treaty 條約協議 transnational =cross border 跨國的 illegal immigrant  非法移民 

security breach  安檢漏洞 immigration law 入出國移民法 INTERPOL 國際刑警 

Embargo 禁運 the permit of re-entry 重入國許可 permanent residence 永久居留 

Mafia 義大利黑手黨 Extradite/extradition 引渡 repatriate 遣返 

large-scale nuclear accident 

大規模核子意外 

terrorism & counterintelligence 

恐怖份子與反間諜活動 

Alien Resident Certificate 

(ARC）外僑居留證 

deportation/expulsion/to expel/to repatriate 驅逐出境 the principle of non-refoulement 不遣返原則 

compulsory exit 強制出境 banned exit(entry) 禁止出(入)國 

placement of restriction of exit   限制出境 forged and altered passports  偽變造護照 

ordered exit within a certain time 限令出境 false marriages 假結婚 

overstaying a tourist(resident) visa 逾期停留(居留) multiple culture 多元文化 

visitor visa 觀光簽證 Resident visa 居留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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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plomatic visa 外交簽證 Courtesy visa 禮遇簽證 

landing visa 落地簽證 Visa-exempt/waive entry 免簽入境 

centennial anniversary 百年國慶 pro-passport measure 護照親辦 

chip passports 晶片護照 biologic characteristics 生物特徵 

diplomatic immunity 外交豁免 flexible diplomacy 彈性外交 

expatriate /banish 放棄國籍 undocumented aliens 無證件外籍人士 

fingerprint databank 全民指紋建檔 send/expel out the country   遞解出境 

psychological profiling 心理剖繪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人權保障 

重要時事補充 

police presence/visibility 見警率 

police criminal record certificate 良民證 

match-fixing scandal 打假球醜聞 

malefactor 罪犯；壞人 

conspiracy theory/ scheme/ plot 陰謀論 

政府廉潔 

integrity 正直廉潔 Corruption 貪污 Scandal 醜聞 

bribe 賄絡 malfeasance 瀆職 deprive 剝奪 

civil servant 公僕 anti-craft 反貪腐 incarceration 監禁 

money laundry 洗錢 crime scene 犯罪現場 discretion 裁量權 

新聞英文重要單字 

國內新聞重要單字 

年金改革 annuity/pension reform 公民不服從 civil disobedience 

警察士氣 Police morale 公投 referendum 

電子收費系統 electronic toll collection (ETC) 反貪腐 anti-graft 

爆料者/線人 whistle-blower/ informant 世界衛生組織 WHA 

專案小組 task force 集會、聚眾 rally 

靜坐抗議 Sit-in 抗議 Demonstration/ protest 

鎮暴警察 Riot police 驅散與驅離 Dispersion & eviction 

國賠 National compensation 關說 influence peddling 

檢察總長 Prosecutor-General 假處分 provisional injunction 

特偵組 Special Investigation Division 

(SPO) 

監聽 Wiretapping/ eavesdropping 

人工原料/香精 artificial ingredient/ flavoring 都(市)更(新) Urban renewal 

土地徵收 expropriation 折磨虐待 Torture & abuse 

吊扣與吊銷 Suspension & revocation 戶政登記 Household Registration 

侵犯人身自由 infringe on personal liberty 妨礙公務 interference with public functions 

藐視公權力 contempt of authority 自拍棒 shelfie stick 

狂犬病 Rabies/ hydrophobia 禽流感 Avian influenza 

黃牛票 scalper ticket 合法正當性 jus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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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新聞重要單字 

服務貿易協定 service trade pact 兩岸經濟合作框架

協議 (ECFA)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飛行情報區 Flight Information 

Region(FIR) 

防空識別區 air defense identification zone 

(ADIZ) 

經濟制裁 Economic sanction 政治庇護 Political asylum 

劫船、飛機 hijack 兩岸 Cross-strait 

人質 hostage 南非種族隔離 Apartheid 

動亂 unrest/ clash 最後通牒 ultimatum 

二、重要片語 

英文 中文 英文 中文 

instead of 代替 in order to 為了 

due to/owing to/ because of 因為 on behalf of 代表 

in spite of 儘管 後加 N 或 Ving in violation of 違反 

tow away 托吊走 in one’s favor 對~有利 

buckle up 繫安全帶 With regard to 有關…關於 

at large/loose 逃亡中 lead to/result in 導致 

be subject to 受支配,從屬於 step down 辭職下台 

crack/clamp down 

三、重要例句 

1. Frisk is the pat-down of a person’s outer clothing after a stop to see if the suspect has a

weapon or something that feels like a weapon, which can be seized by the officer.

拍搜是在攔停某人後查看是否嫌疑犯持有武器或警方可查扣的疑似武器物所進行在外衣

拍搜之行為。  註：confiscate/condemn 充公  seize (v.)  seizure (n.)

2. Fraud is the crime of deceiving people in order to get something such as money or goods

illegally.

欺詐是種欺騙人的犯罪，以非法獲得物品，如金錢或貨物。

註：Fraud/scam ring 詐騙集團  Fraud syndicate 詐騙集團  Internet fraud/scam 網路詐

騙 Identity theft 身分盜用   forgery/counterfeit 偽造   theft/larceny 竊盜

3. Helen, a 16-year-old girl, was walking dog at 6 in the morning in a park when she was

kidnapped. Someone called to threaten to kill her if the ransom was not paid.

一名 16 歲名叫海倫的女孩早上 6 點在公園裡溜狗時被綁架。

歹徒來電威脅如不交付贖金將予殺害。註：刑求虐待可用 tor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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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n old lady was mugged by someone who rode a scooter when coming home late at night.

一名老婦傍晚夜歸時遭到騎摩托車的歹徒背後襲擊(搶劫)。

註：Residential burglary=break into 入室竊盜  Car burglary 汽車撬竊  Car theft 汽車竊

盜 Pickpocket 扒手  aggravated assault 重傷害 armed robbery 持槍搶劫 Arson 縱火犯

5. He was sentenced to life imprisonment for convicting a murder.

他犯下謀殺被判刑終身監禁。

註：death penalty 或 capital punishment 是死刑 amnesty 特赦

6. A：What kind of drug did you take? B： ___________. 

(A) Vitamins (B) Cold tablets (C) Aspirins (D) Marijuana and Ecstasy (E) Scotch Whisky

註：這題的 drug 可當”藥物”或”毒品”解釋，但是 A (維他命)、B (感冒錠)、C (阿斯匹靈)

三個選項都算是藥品，就知道不可能選藥品，一定是要選毒品類，D 大麻跟迷幻藥/搖

頭丸。 

四、警大英文練習題 

Review Exercises 

arrest kidnapped identity victims mugged forged 

pin number password Fraud forgery reduce identify 

1. Mary was under _arrest_ on suspicion of attempted murder.  瑪莉涉嫌意圖謀殺而遭受逮捕。

2. _Fraud_ is crime of deceiving someone in order to get money or goods illegally.

詐騙是種非法獲取金錢或商品而欺騙他人所犯下的罪行。

3. Helen, a 16-year-old girl, was walking dog at 6 a.m. in the morning in a park when she was

_kidnapped__.

Someone called to threaten to kill her if the ransom was not paid.

Helen，一位 16 歲的女孩當她被綁架時，她在早上六點時公園裡蹓狗。某人聲稱若贖金

不支付將威脅殺害她。

4. The mayor of Kaohsiung agreed to provide financial aid to the flood _victims__.

高雄市市長同意對於水災受災戶提供經濟上的援助。

5. An old lady was _mugged__ by someone who rode a scooter when coming home late at night.

一位老婦人夜歸時被騎著輕型機車的人士搶劫。

6. That's not Mr. Smith's signature on the check; it's a _forgery_. Someone _forged_ his

handwriting.

支票上並非 Smith 先生的簽名; 這是偽造的。有人偽造他的筆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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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To use an ATM (automated teller machine), you need to first insert your bank card and enter a

set of _PIN number_____.  要使用自動提款機，你首先要先插入金融卡並在輸入一組個人

辨識碼。

8. Without her _password___, we are unable to access to the data on Dr. John's computer.

沒有她的密碼，我們無法進入 John 博士電腦中的資料庫。

9. Would you be able to _identify_ or know the _identity____ of the man who snatched your

Coach handbag?

你是否能辨識或得知此名奪走你的 Coach 包的男子其身分。

10. Slow down! You must _reduce_ your speed when coming to the toll booth on the highway.

開慢點! 當要通過高速公路收費站時一定要減速。

Review Exercises 

On-site 72golden hours Minimize Welfare 

Resource legal system Procurement Potential hazards 

Domestic catastrophic disaster Firecrackers and fireworks 

1. It is the primary subject for current fire prevention to __minimize__ the effects of disaster by

taking precautions in early stage.

藉由早期預防來將災難的影響最小化，對於當前的火災預防是主要的課題。

2. NFA provides many training programs like _firecrackers and fireworks_ training and

professional operation.

消防署提供許多像爆竹和煙火的訓練及專業運作課程

3. Planning Division is responsible for civil services and _procurement_ of engineering.

綜合企劃組專責市民服務與機具採購

4. NFA has to formulate the __legal system__ of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protection.

消防署需制定災害預防與防護的法律制度。

5. In case _Domestic catastrophic disaster_ occurs, NFA immediately respond to work with local

government for rescue operation within the first _72 gold hours_ of life saving.

萬一國內發生重大災難時，消防署將立即在黃金 72 小時內與當地政府進行救援行動。

6. In the area of hazardous material management, NFA has establishes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for  _potential hazards_.

在有害物質管理方面，消防署已對於潛在有害物建立安全管理體系。

7. NFA must realize investigation of _firecrackers and fireworks_ and dangerous zones.

NFA 必須實現煙火爆竹與危險區域的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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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Fire investigation matters with civilian ___welfare___.

火災調查至關人民福利。

Review Exercises 

Smuggling treaty Piracy gangsterism 

1. __Piracy__ is the crime of attacking and stealing from ships at sea.

海盜行為是種在海中對船隻進行攻擊以及偷搶行為的犯罪。

2. _Smuggling_ is the crime of taking something illegally from one country to another.

走私就是從一國非法夾帶某物到另一國的犯罪行為。

3. Since the early 1990s,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 has usually been used as a synonym for

international

__gangsterism__ in general.

自 1990 早期跨國犯罪已常被當成國際幫派份子的同義詞了。

4. __Treaties__ are formal written agreements between two or more countries or governments.

協定是兩國或更多國家或政府的正式明文協議。

Review Exercises 

measured analyzed improvement performance misfit 

objectives radical norm eliminate developed 

evaluate implement chaotic discarded innovations 

innovative 

1. There are some workable suggestions brought up during the meeting to improve the email

system. School is considered to __implement__ immediately.

2. Because students complained about the damp lights in some areas around the campus, school

went on to __evaluate__ the problem areas.

3. His father passed away a few days ago, so John didn’t have a good __performance__ in some

of his final exams.

4. School library has __developed__ a new improving checking out book system to speed up the

circulation at the counter.

5. A person’s character can be __measured__ by the company he or she keeps.

6. Because of the food poison at school, Dr. Smith __analyzed__ the food and found some harmful

chemicals in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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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John’s essay is way too long. The teacher told him to __eliminate__ unnecessary words from

the sentence.

8. After weeks of listening to the English tape and reading the book out loud, Mary’s English

pronunciation has a great __improvement__.

9. _Innovative_ ideas are essential to make one’s business successful; however, too many rules

tend to

stifle __innovations__ .

10. You room is full of __discarded__ newspapers and outdated magazines. You’d better do

something with it or mom will throw them away.

11. One of the __objectives__ in Central Police University is to cultivate outstanding police cadres

with skills and a sense of ethics.

12. Mary’s reading ability is below the __norm__ of other children her age. Her teacher has

suggested that she should be in some extensive reading workshops.

13. Our airline booking system is way too outdated. It needs __radical__ redesign.

14. I can’t stand the traffic in Taipei. It’s too __chaotic__ .

15. George is a social __misfit__ because his behavior and ideas are very weird and are not accepted

by people in the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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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 警大二技消防系 消防法規 考前猜題 

王舜老師 出題 

一、單一選擇題 

1 下列何者非屬「自衛消防編組應變能力驗證要點」適用對象？ 

(A) 大型空間：供甲類場所第四目使用樓地板面積合計在三千平方公尺以上，

且為應實施防火管理之場所。

(B) 旅館：供甲類場所第三目使用樓地板面積合計在三千平方公尺以上，且為

應實施防火管理之場所。

(C) 高層複合用途建築物：指複合用途之高層建築物。

(D) 收容避難弱者場所：供甲類場所第六目使用且為應實施防火管理之場所。

D 

2 依「災害防救法」所定義之災區，下列何者敘述正確？ 

(A) 指因風災、震災、爆炸或其他重大災害，造成嚴重人命傷亡之受創地區，

其範圍由內政部公告並刊登政府公報。

(B) 指因風災、震災、火山災害或其他重大災害，造成嚴重人命傷亡之受創地

區，其範圍由行政院公告並刊登政府公報。

(C) 指因風災、震災、爆炸或其他重大災害，造成嚴重人命傷亡之受創地區，

其範圍由行政院公告並刊登政府公報。

(D) 指因風災、震災、火山災害或其他重大災害，造成嚴重人命傷亡之受創地

區，其範圍由內政部公告並刊登政府公報。

B 

3 保安監督人應經直轄市、縣 (市) 消防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專業機 

構，施予( a )小時之訓練領有合格證書者，始得充任，任職期間並應每( b ) 

年接受複訓一次。其中(a)及(b)應為下列何組？ 

(A) 12 ； 2 (B) 24 ； 3 (C) 24 ； 2 (D) 12 ； 3

C 

4 下列依「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有關風災、震災、海嘯等災害應變中心

開設時機、分級之規定敘述何者錯誤？ 

(A) 二級開設時機：交通部中央氣象局（以下簡稱中央氣象局）發布海上颱風

警報後，經內政部研判有開設必要。

(B) 一級開設時機：中央氣象局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報，預測颱風暴風圈將於

十二小時內接觸陸地時。

(C) 中央氣象局發布之地震震度達六級以上。

(D) 中央氣象局發布海嘯警報。

B 

5 爆竹煙火之製造、儲存或販賣場所，於附近發生火災或其他狀況致生危險時，

或爆竹煙火產生煙霧、異味或變質等狀況，致影響其安定性時，其負責人或爆

竹煙火監督人應立即採取緊急安全措施之敘述，下列何者敘述錯誤？ 

(A) 向當地消防主管機關報案。

(B) 發生狀況場所封閉並撤離避難

(C) 發生狀況場所周圍之爆竹煙火成品、半成品及原料，搬離至安全處所

(D) 發生狀況場所周圍之機具設備，全部或部分停止使用。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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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平方公分零點一公斤以上或零點零一百萬帕斯卡（MPa）以上。 

依據「緊急救護辦法」直轄市、縣 (市) 消防機關為實施救護業務，對所轄之

區域，應依下列各項之規定，進行調查，何者錯誤？ 

(A) 醫療機構等之位置及其他必要之事項。

(B) 有災害事故發生之虞之對象物，其地理位置。

(C) 地勢及交通狀況。

(D) 其他經消防主管機關認為必要之事項。

B 

7 依「應實施認可之消防機具器材及設備」規定所稱噴霧式簡易滅火器，指所充

填滅火藥劑、氣體及液體等合計重量在(a)，以水或其他滅火藥劑驅動噴射壓力

進行滅火用之器具。其中(a) 重量應為下列何者？ 

(A) 九百公克以下 (B) 七百公克以下

(C) 六百公克以下 (D) 五百公克以下

A 

8 下列何者非「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所指之消防搶救上之必要設備

種類？ 

(A) 排煙設備 (緊急昇降機間、特別安全梯間排煙設備、室內排煙設備)

(B) 緊急電源插座。

(C) 緊急照明設備。

(D) 連結送水管。

C 

9 依消防法第 17條規定，消防人員對火災處所及其周邊之土地、建築物、車輛及

其他物品，非使用、損壞或限制其使用，不能達搶救之目的時，得使用、損壞

或限制其使用。 

前項損失補償，應以金錢為之，並以補償實際所受之損失為限。 

損失補償自知有損失時起，(a)年內請求之。但自損失發生後，經過(b)年者，

不得為之。上述(a)及(b)相乘總數為下列何者？ 

(A) 7 (B) 10 (C) 16 (D) 3

B 

10 依「消防機關火場指揮及搶救作業要點｣有關出動警鈴響起至消防人車離隊，時

間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A) 白天 80秒內，夜間 120秒內為原則。

(B) 白天 70秒內，夜間 100秒內為原則。

(C) 白天 60秒內，夜間 90秒內為原則。

(D) 白天 40秒內，夜間 60秒內為原則。

A 

二、多重選擇題 

11 下列有關熱水器設置方式敘述何者正確？ 

(A) 密閉強制供排氣式熱水器：指熱水器燃燒使用之空氣，以供氣風機等機械

方式連接供氣管自屋外取得，廢氣經排氣管以排氣風機等機械方式強制排

放至屋外，與屋內之空氣隔絕者。

(B) 開放式熱水器：指熱水器燃燒使用之空氣取自屋外，並將廢氣以排氣風機

等機械方式，經排氣管強制排放至屋外者。

(C) 半密閉強制排氣式熱水器：指熱水器燃燒使用之空氣取自屋外，並將廢氣

A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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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排氣風機等機械方式，經排氣管強制排放至屋外者。 

(D) 屋外式熱水器：指熱水器之供氣及排氣直接於屋外進行者。

(E) 屋外式熱水器：指熱水器之供氣直接於屋外進行者。

12 乘災害之際而故犯下列所列之罪者，得依刑法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請選出正確者) 

(A) 竊盜 (B) 強暴 (C) 恐嚇取財 (D) 強盜 (E) 詐欺

A 

C 

D 

E 

13 可燃性高壓氣體儲存場所之構造、設備及安全管理應符合之規定，下列何者敘

述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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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公尺以上。

(B) 保持攝氏 35度以下之溫度；容器並應防止日光之直射。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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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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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供 2家以上販賣場所使用者，應製作平面配置圖，註明場所之面積、數量

、編號及商號名稱等資料，並懸掛於明顯處所。

(E) 通路面積至少應占儲存場所面積之百分之二十五以上。

B 

C 

E 

14 下列應變中心各種災害開設時機、分級之規定，何者敘述錯誤？ 

(A) 風災之二級開設時機：交通部中央氣象局（以下簡稱中央氣象局）發布海

上颱風警報後，經內政部研判有開設必要。

(B) 風災之一級開設時機：中央氣象局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報，預測颱風暴風

圈將於 24小時內接觸陸地時。

(C) 震災、海嘯開設時機：中央氣象局發布之地震震度達 4級以上，經內政部

研判有開設必要。

(D) 水災之二級開設時機：中央氣象局連續發布豪雨特報，7個以上直轄市、

縣（市）轄區內 24小時累積雨量達 2百毫米，且其中 3個以上直轄市、縣

（市）轄區內 24小時累積雨量達 350毫米。

(E) 火災、爆炸災害：有十五人以上傷亡、失蹤，且災情嚴重，有持續擴大燃

燒，無法有效控制，亟待救助。

B 

C 

15 下列公共危險物品等場所之滅火設備分類，何者敘述錯誤？ 

(A) 第一種滅火設備：指室內或室外消防栓設備。

(B) 第五種滅火設備：指大型滅火器。

(C) 第四種滅火設備：指滅火器、水桶、水槽、乾燥砂、膨脹蛭石或膨脹珍珠

岩。

(D) 第三種滅火設備：指水霧、泡沫、二氧化碳或乾粉滅火設備。

(E) 第二種滅火設備：指自動撒水設備。

B 

C 

16 下列泡沫滅火設備之放射區域之規定，請選出正確者？ 

(A) 使用泡沫噴頭時，每一放射區域在樓地板面積 50平方公尺以上 100平方公

尺以下。

A 

B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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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使用泡水噴頭時，放射區域占其樓地板面積三分之一以上，且至少 200平

方公尺。

(C) 使用泡沫噴頭時，每一放射區域在樓地板面積 50平方公尺以上 200平方公

尺以下。

(D) 樓地板面積未達二百平方公尺者，放射區域依其實際樓地板面積計。

(E) 使用泡水噴頭時，放射區域占其樓地板面積三分之一以上，且至少 100平

方公尺。

17 執行災害防救法有關災害防救事項，致傷病、身心障礙或死亡者，依其本職身

分有關規定請領各項給付。其中因傷病致身心障礙者，依下列規定給與一次身

心障礙給付，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重度殘障以上者：三十個基數。

(B) 中度殘障者：十六個基數。

(C) 輕度殘障者：八個基數。

(D) 死亡者：給與一次撫卹金九十個基數。

(E)因傷病或身心障礙死亡者，依前款規定扣其一半撫卹金基數。

C 

D 

18 依「運用防空警報系統發布海嘯警報標準作業程序 」有關海嘯警報發布時機、

內容及通報下列哪些正確？ 

(A) 遠地地震海嘯警報：接獲美國太平洋海嘯警報中心（PTWC）發布海嘯警報

，預估 1小時內海嘯可能到達臺灣時。

(B) 近海地震海嘯警報：臺灣近海發生地震規模 7以上，震源深度淺於 35公里

之淺層地震時。

(C) 以上皆正確

(D) 近海地震海嘯警報：臺灣近海發生地震規模 4以上，震源深度淺於 15公里

之淺層地震時。

(E) 遠地地震海嘯警報：接獲美國太平洋海嘯警報中心（PTWC）發布海嘯警報

，預估 3小時內海嘯可能到達臺灣時。

B 

E 

19 災害搶救現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認定為消防法第二十條之一所稱危險性

救災行動，請選出正確者。 

(A) 進入爆竹煙火、公共危險物品等危險場所。

(B) 進入輕量型鋼結構建築物、印刷電路板（PCB）製造場所。

(C) 進入長隧道、地下軌道、地下建築物或船艙內。

(D) 進入核生化災害現場暖區。

(E) 進入有倒塌、崩塌之虞之建築物內。

A 

B 

C 

E 

20 依「 火災調查鑑定作業要領」火災調查目的係指下列何者？ 

(A) 作為火災預防措施參考。

(B) 作為火災搶救對策上參考。

(C) 作為火災戰術考量上參考。

(D) 協助司法偵查。

(E) 作為消防行政措施參考。

A 

B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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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 警大二技消防系 普通化學 考前猜題 

威銘老師 出題 

一、單一選擇題 

1 將下列各選項中的水溶液混合時，何者會產生沉澱？ 

(Ａ) Na3PO4(aq) 與 NH4(CH3COO)(aq) (Ｂ) Ba(NO3)2(aq) 與 NaOH(aq) 

(Ｃ) Ca(NO3)2(aq)＋KCl(aq)  (Ｄ) CaCl2(aq)＋Na2S(aq) 

(Ｅ) CuSO4(aq)＋NaOH(aq)。 

E 

2 某單質子酸的 Ka 值為 1.0 × 10－5，求 0.1 M 的此酸溶液之 pH 值為何？ 

(Ａ) 5 (Ｂ) 4 (Ｃ) 3 (Ｄ) 2。 

C 

3 弱酸（HA）與其弱酸鹽（NaA）可配製成緩衝溶液。有一弱酸的解離常數 Ka＝

1.0 × 10－4，若配製成 pH＝5.0 的緩衝溶液，則溶液中的弱酸鹽與弱酸濃度之比

值為何？（即 
]HA[

]NaA[
） 

(Ａ) 
1000

1
(Ｂ) 

100

1
(Ｃ) 

10

1
(Ｄ) 1 (Ｅ) 10。 

E 

4 下列分子對之間，何者不能形成氫鍵？ (Ａ) H2O 和 CH3OH (Ｂ) H2O 和 

CH3COCH3 (Ｃ) NH3 和 CH4 (Ｄ) NH3 和 H2O。  

C 

二、多重選擇題 

5 在下列平衡反應式之最簡整數係數關係式中，何項正確？ 

xCa3(PO4)2(s)＋yC(s)＋zSiO2(s) → uCaSiO3(g)＋vCO2(g)＋wP4(g) 

(Ａ) x＝2 (Ｂ) y＝9 (Ｃ) z＝5 (Ｄ) w＝1 (Ｅ) v＝12。 

A 

D 

6 下列哪些反應不屬於氧化還原反應？  

(Ａ) NaCl＋H2SO4 → NaHSO4＋HCl (Ｂ) 2Mg＋CO2 → 2MgO＋C (Ｃ) CuBr2 → Cu

＋Br2 (Ｄ) 6CO2＋6H2O → C6H12O6＋6O2 (Ｅ) CaCO3＋2HCl → CaCl2＋CO2＋

H2O。 

A 

E 

7 下列哪些混合溶液具有緩衝溶液的特性？ 

(Ａ) 1.0 M NH3 1 升＋1.0 M HCl 1 升 

(Ｂ) 2.0 M CH3COONa 1 升＋1.0 M HCl 1 升 

(Ｃ) 1.0 M NH3 1 升＋1.0 M NH4Cl 1 升  

(Ｄ) 2.0 M CH3COOH 1 升＋1.0 M NaOH 1 升 

(Ｅ) 1.0 M NH4Cl 1 升＋1.0 M NaOH 0.5 升。 

B 

C 

D 

E 

8 下列各組原子或離子半徑大小的比較，何者正確？ (Ａ) N＞O＞F (Ｂ) Sn＞

Sn2＋＞Sn4＋ (Ｃ) K＋＞Ar＞Cl－ (Ｄ) Li＋＞Na＋＞K＋ (Ｅ) K＞Ca＞S。  

A 

B 

E 

9 下列分子或離子的形狀，何者正確？ (Ａ) PCl5 為雙三角錐形 (Ｂ) ClO3
－ 為三

角錐形 (Ｃ) HPO3
2－ 為四面體形 (Ｄ) SO3

2－ 為平面三角形 (Ｅ) CCl2F2 為平面

四邊形。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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