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 年高鋒公職 警大消佐班 

火災學 考前猜題 

一、單一選擇題 

1 實效濕度之公式為He=(1-r)(Hm+rH1+r2H2+…….+rnHn)，其中Hm是當日濕度、Hn是n

日前之濕度、r是過去濕度之影響，若昨日之實效濕度為60%，今日之濕度為50%，r

取0.7，則今日之實效濕度為多少？  

(A) 59%    (B) 57%    (C) 55%    (D) 53% 

B 

2 依建築物火災 t2成長理論，火災成長至釋熱率 4000KW 之時間為 10 分鐘，試問

該火災屬何種成長性火災? 

(A) 慢速成長火災     (B) 中速成長火災 

(C) 快速成長火災     (D) 極快速成長火災 

B 

3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CNS1387)火災分類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C型火災為電氣設備引起之火災 

(B) B型火災為烹飪器具內的烹飪物或油類（如動植物油脂）火災 

(C) E型為物體帶電燃燒的火災 

(D) D型火災為氣體類火災 

C 

4 滅火器認可基準修正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A) 二氧化碳滅火藥劑適用 D類火災 

(B) 機械泡沫適用 A類與 B類火災 

(C) 機械泡沫係指石油類、有機溶劑、油漆類、油脂類等可燃性液體及可燃性固體

引起之火災 

(D) 水滅火器以霧狀放射者，亦可適用 B類火災 

A 

5 依濱田稔之實驗研究，在一定溫度，無氣流中之加熱（氣乾材），對杉木以 1000

℃加熱 25 分鐘，試問其炭化深度為多少？  

(A) 35mm    (B) 37.5mm   (C) 40mm    (D) 42.5mm 

B 

6 依濱田稔研究結果，邊長 6 公尺木構造建築中心起火後，建築物間相距 3 公尺、

風速 2m/sec時，試問下風處鄰棟建物外牆著火的時間為何？  

(A) 7.3 分   (B) 7.7 分   (C) 8.1 分   (D) 8.5 分 

B 

7 下列有關成為可燃物性質之敘述，何者為錯誤? 

(A) 須能與氧化合  

(B) 燃燒熱需有 100Kcal/mole 以上  

(C) 熱傳導度對可燃性的影響比燃燒熱大  

(D) 熱傳導度約在 1cal/cm.sec. ℃ 以上 

D 

8 假設一般空氣的氧容積為 20%，則在一密閉空間(體積為 V)內加入 0.2V之不燃性氣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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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體積時，該空間內的氧濃度會成為約多少%？  

(A)10%    (B)12%    (C)14%    (D)16% 

9 假設有一建築物磚牆厚10公分，牆的兩側溫度分別為15℃及25℃，磚熱傳導係數為

0.7 W/m.K，磚牆是均勻材質，根據傅立葉熱傳導公式，則該牆面1平方公尺經過5

分鐘，熱傳導量約為多少(KJ)？  

(A)21    (B)155    (C)105    (D)70 

A 

10 有一平板絕緣層內面溫度為270 ℃ ，外面以熱對流方式將熱散失到20 ℃的空氣

中，平板厚度為4cm，熱傳導係數 k=1.2 W/m ℃ ，若要使平面外面的溫度不超過

70 ℃，試求其對流熱傳係數的最小值(W/m2 ℃)?  

(A) 60    (B) 120   (C) 240   (D) 360 

B 

11 
正丁烷之當量反應式為  ，其燃燒下限為 1.9%，則其限

氧濃度（LOC）為多少%？  

(A)1.9    (B)3.8    (C)12.4    (D)16 

C 

12 輻射熱受「輻射物體」與「受輻射體」之相對位置所影響，若輻射角θ為0度時，

「受輻射體」受到之輻射熱量為Q，則若輻射角度為60度時，又距離增加為原來一

倍，其受到之輻射熱量為多少？  

(A)0.866Q    (B)0.707Q    (C)0.5Q    (D)0.25Q 

C 

13 斷熱壓縮是發火源之一，假設斷熱壓縮前之體積為V0、壓力為P0，溫度為T0，斷熱

壓縮後之體積為V、壓力為P、溫度為T，r=恆壓比熱/恆容比熱，下列公式何者錯

誤？  

(A)(T/T0)=(V0/V)r-1    (B)(P/P0)=(V0/V)r  

(C)(T/T0)r=(P0/P)1-r    (D) (T/T0) =(P0/P)1-r 

D 

14 氣體發火之能量方式，斷熱壓縮常是能量供給方式之一，下列有關敘述，何者為錯

誤？ 

(A) 柴油引擎的點火能量是靠斷熱壓縮 

(B) 常溫下呈液狀或溶解狀態 T.N.T之危險物品中若含有空氣泡者，碰撞時發火之

危險性較大 

(C) 粘液螺縈如殘留有空氣，只要有 2 ~3 壓縮比即可到達發火點 

(D) 硝化甘油中若含有空氣泡(直徑 0.05 mm)者，只要 400 g/ cm之撞擊能量，

始會發火 

C 

15 請利用可燃性氣體完全燃燒時的化學理論濃度，計算己烷的燃燒下限？ 

(A)1.18％    (B)5.2％   (C)5.8％   (D)6％ 

A 

16 依 Burgess-Wheeler 之定理，某飽和碳化氫之燃燒熱為 2560KJ/mole，其燃燒下

限的為多少?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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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vol%)  (B) 1.8(vol%)  (C)2.5 (vol%) (D) 4.0(vol%) 

17 某一混合氣體乃以甲烷與丙烷1：1混合，試求此混合氣體之燃燒下限（甲烷燃燒下

限5.3%，丙烷燃燒下限2.2%）？  

(A)2.55%    (B)3.11%    (C)3.75%    (D)4.23%  

B 

18 燃燒範圍是研判物質物性之重要因素，今有某液化石油氣，其成分為丙烷(C3H8 ) 

40%燃燒範圍為 2.4%～9.5%、丁：院，(C4H10 )60%燃燒範圍為 1.8%～8.4%，試求該

液化石油氣之燃燒下限為何？  

(A) 2%    (B) 4%    (C) 8.81%   (D) 17.62 % 

A 

19 下列關於固體可燃物之燃燒型態類別區分何者錯誤？ 

(A) 金屬粉燃燒屬表面燃燒  (B) 硝化棉燃燒屬自己燃燒 

(C) 賽璐珞燃燒屬分解燃燒  (D) 萘球燃燒屬蒸發燃燒 

C 

20 爆炸性物質對衝擊之敏感度甚高，影響其敏感度之因素，何者錯誤？  

(A) 分子中之硝基(NO2)愈多，敏感度愈高 

(B) 起爆溫度愈高者，敏感度愈高 

(C) T.N.T中混入砂粒後，敏感度將提高 

(D) 物質之密度愈大，敏感度愈小 

解析：(B) 起爆溫度愈高者，敏感度愈低 

B 

 

21 不安定氣層區分為六種類型，下列何者非屬之？ 

(A) 對流   (B) 反象層   (C) 旋風   (D) 突發性陣風 

B 

22 礦坑中為抑制煤塵，常撒岩粉防止其爆炸，下列何者不屬於其預防之原理? 

(A) 冷卻效果  (B) 抑制浮游  (C) 窒息作用  (D) 負觸媒作用 

C 

23 火災或爆炸的發生過程，在安全工學上有其防護對策，稱之為 P.S.P.對策，其中

第三個階段稱為？  

(A) 預防   (B) 防護  (C) 搶救   (D) 教育 

B 

24 若某一硝化棉之化學式是 C24H30O10(NO3)10，試問其硝化度為多少？  

(A) 13.48   (B) 12.76   (C) 10.18   (D) 8.02 

B 

25 環氧乙烷產生分解爆炸時，下列何者為非其生成物？  

(A) 甲烷   (B) 乙烯   (C) 一氧化碳  (D) 乙烷  

D 

26 已知木造倉庫高 6公尺，如延燒係數為 0.15，依木造建築物火災溫度標準曲線，

其鄰棟建築物之理論安全距離應在多少公尺以上？  

(A) 5.4    (B) 6.3   (C) 9     (D) 12.1  

B 

27 有關火災最盛期方程式 T=W/5.5‧AF/ABH1/2之說明，下列何者有誤？ 

(A) T為火災持續時間    (B) W為火載量  

(C) AF 為開口部面積     (D) AF/ABH1/2 為持續時間因子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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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有一鋼筋混凝土建築物，當其居室發生火災而形成通風控制燃燒時，若此居室僅有

一個開口，且開口面積為4.0 平方公尺，開口高度為1.44 公尺，根據P.H.Thomas 

的研究，則燃燒速度R(kg/min)為何？  

(A) R=13.2~14.4(kg/min)   (B) R=31.6~34.56(kg/min) 

(C) R=26.4~28.8(kg/min)   (D) R=52.8~57.6(kg/min) 

A 

29 有關耐火建築物火災之閃燃現象，何者正確？  

(A) 美國學者Waterman 認為，閃燃地面上所需輻射熱通量為20 W/cm2  

(B) Thomas 閃燃公式認為，產生閃燃所需的釋熱率與開口面積及開口部高度有關 

(C) 開口率小至1/6以下時，空氣供應不足不易發生閃燃 

(D) 室內裝潢使用熱傳導率低的材料，會延長閃燃發生的時間 

B 

30 依據英國學者 Thomas所提出的閃燃計算公式，若開口寬 2公尺、高 1公尺， 室內

長寬高分別為長 10公尺、寬 5 公尺、高 3 公尺，發生閃燃所需之熱釋放率約為

多少？ 

(A) 0.1 MW   (B) 0.2MW   (C) 1 .2MW   (D) 2.2MW 

D 

31 依據美國學者 Heskestad 所提出的火焰高度計算方法，若油池為正方形邊長為 1 

公尺，火焰高度為 2.63 公尺，則火焰的熱釋率為：  

(A) 256 kW   (B) 512 kW   (C) 1024 kW  (D) 2048 Kw 

C 

32 已知有一室內空間開口，開口面積 A1=A2=0.5 m2，A1與 A2並聯後，再與 A3串聯，

A3=1 m2，則該空間的等效流動面積約為多少？  

(A) 1.24m
2
   (B) 1.05m

2
   (C) 0.70m

2
   (D) 0.55m

2
  

C 

33 有一室內空間長、寬、高分別為 10公尺、8公尺、4.1公尺，發生小規模火災，火

源為正方形邊長 1公尺，火場溫度 1100 K，室外溫度 290 K，空氣密度 1.22 

kg/m3，煙層厚度為 0.1 公尺時，依據學者 Thomas的研究，則煙生成率(kg/s)大約

為何？ 

(A) 3.4   (B) 4.3   (C) 5.2   (D) 6.0 

D 

34 於長8m，寬6m，高5m之房間燃燒300克之聚氨酯泡綿，其質量光學密度Dm為

0.22m2/gm，試計算此時火場中反光避難指標之能見度？ 

(A) 2.76m   (B) 3.76m   (C) 4.76m   (D) 5.76m  

C 

35 五層樓的建築物，設有特別安全梯，樓梯加壓壓力為61Pa，排煙室加壓壓力為

36Pa，梯間為密閉構造，為一開口為安全門，流動面積為0.01m2，試問每一排煙室

加壓排煙時應送的風量為多少？ 

(A) 0.00839 m3/s (B) 0.0839 m3/s (C) 0.839 m3/s  (D) 8.39 m3/s 

A 

36 某棟高樓層建築物發生火災，室外溫度約為 27℃，火場室內溫度為 527℃，室外

空氣密度為1.2 kg/m3，中性帶高度為 20 公尺，則此火場因溫度差異及熱浮力所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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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之室內外壓力差 ΔP為若干(重力加速度＝9.8 m/s2)？ 

(A) 147 N/m
2
  (B) 187 N/m

2
  (C) 203N/m

2
   (D) 223 N/m

2
 

37 假設正向煙囪效應在中性帶以上4m 處的壓差為10Pa，若建築物內、外的溫差不

變，中性帶以上20m 處的壓差為多少？ 

(A) 20Pa   (B) 30Pa   (C) 40 Pa   (D) 50Pa 

B 

38 假設建築物外部風速為 20 m/s，風壓係數為0.6，空氣密度為1 kg/m3，其對迎風

面建築物所產生的風壓約為多少？ 

(A) 30 Pa   (B) 60 Pa   (C) 90 Pa   (D) 120 Pa 

D 

39 以一般防火門資料計算，門寬1.2m，門高2.1m，推力距離距門邊為0.1m，克服門閂

及摩擦力大約44N，若壓力差50Pa 時，所需要門之推力為多少N (牛頓)？ 

(A) 132.4   (B) 112.7   (C) 139.7   (D) 117.4 

B 

40 天花板熱氣流（Ceiling  Jet）的速度（U）與火災熱釋放率（HRR：Heat Release 

Rate）的關係為下列何者？ 

(A) U 與 HRR 的 1/3 次方成正比  (B) U 與 HRR 的 1/3 次方成反比 

(C) U 與 HRR 的 2/3 次方成正比  (D) U 與 HRR 的 2/3 次方成反比 

A 

41 三相三線式配線之一線斷線，若此時之負載率在 75%，試問其繞組電流(對全負載

電流比率)為多少？ 

(A) 100%以下  (B) 140%左右  (C) 180%左右  (D) 220%左右 

B 

42 假設高壓氣體鋼瓶的靜電容為 100 pF，當噴出的氣體使得鋼瓶的靜電電位值上昇

至 3000 V，其靜電能量約為多少？ 

(A) 0.25 mJ  (B) 0.45 mJ  (C) 0.65 mJ  (D) 0.85 mJ 

B 

43 某一線徑1.6m/m 之電線1Km 長之電阻值為8.931Ω，熱阻抗為415。若周遭溫度為

20℃，當此電線通過35 安培時，其心線溫度（℃）為何？ 

(A) 46    (B) 56    (C) 66    (D) 76 

C 

44 以 2mm2之電線，2倍之電流量（A）通過時，電線燃燒經過引火、著火、發火及瞬

間熔斷等階段之電流量，下列何者正確？ 

(A) 引火階段：20～30A     (B) 著火階段：32～42A 

(C) 發火階段（發火後熔斷）：60～70A  (D) 瞬間熔斷階段：75～120A 

C 

45 下列防止靜電災害的方法中，何者屬藉洩漏防止電荷蓄積之方法？  

(A) 選擇兩個帶電序列相近之材質  (B) 增加周圍空氣相對濕度 

(C) 使用導電性材料              (D) 利用電暈放電使空氣離子化 

B 

46  丙烯晴產生自然發生時，其發熱原因為下列何者?  

(A) 分解熱   (B) 氧化熱   (C) 發酵熱   (D) 聚合熱 

D 

47 不飽和油脂自然發火的危險性通常以碘價（Iodine-value）加以判斷，而碘價在多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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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以上時，即可視為具自然發火的危險性？  

(A) 10    (B) 70    (C) 130   (D) 200 

48 有關化學物質災害、工廠災害消防搶救程序（H.A.Z.M.A.T）中行動方案（Action 

Plan）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 消防隊員應先建立現場搶救模式 

(B) 多方尋求支援，必要時等待協助，才是對的決定 

(C) 未配戴適當等級的化學災害防護衣及器材前，不得進入現場 

(D) 消防隊員應先建立現場搶救模式 

A 

49 液態丁烷若其密度為 0.6，沸點為零下 0.5℃，則在標準狀態下自液體變為氣體之

體積膨脹比為多少？ 

(A) 51    (B) 122   (C) 231   (D) 300 

C 

50 有關乾粉的滅火效果，何者錯誤？  

(A) 碳酸氫鉀滅火劑滅火效用較碳酸氫鈉為佳 

(B) 磷酸氨滅火劑之所以有抑制火焰作用，主要來自於磷酸根(PO4)的功能 

(C) 碳酸氫鈉滅火劑對於木材火災滅火效果良好 

(D) 碳酸氫鈉滅火劑可用於油類火災及電氣火災 

C 

51 下列海龍替代滅火藥劑，何者之化學組成為五氟乙烷？ 

(A) HFC- 125  (B) HFC-23   (C) HFC-227ea  (D) FE-13 

A 

52 化學災害搶救程序 HAZM AT 之說明，下列何者為正確？ 

(A) H表災區管制     (B) Z表善後處理  

(C) T表行動方案     (D) M建立管理系統  

D 

53 一氧化碳（CO）對人命影響最大，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A) 一氧化碳（CO）會與血液中之血色素結合，造成窒息死亡  

(B) 瓦斯熱水器燃燒不完全，容易產生一氧化碳（CO）  

(C) 一氧化碳（CO）吸入濃度達 0.07%，8小時內尚無感覺  

(D) 一氧化碳（CO）吸入濃度達 1%，可能一分鐘內即死亡  

C 

 

二、多重選擇題 

1 從理論之觀點上，要做好火災預防工作，可以由三個方向著手，稱之為三 E政

策，是指下列何者？  

(A) 抑制  (B) 防護  (C) 防火工程  (D) 防火教育  (E) 防火執法 

C 

D 

E 

2 有關木材低溫起火之危險性，何者正確？ 

(A) 順木紋方向較垂直木紋方向容易著火  

(B) 長期加熱之木材易變成多孔性狀態，導致熱量不易蓄積 

(C) 含有樹酯時，低溫起火危險性較高 

C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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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木材低溫起火之危險溫度為 260℉ 

(E) 木材含有樹脂時低溫起火之危險性更大 

2 引火點 100℃以下之物質，通常具有哪些特性？  

(A) 富於流動性，一般較水輕  

(B) 若滲入多孔質之纖維、布料等物，會提高其引火點 

(C) 多數對人體健康有害，處理要小心  

(D) 引火點與燃燒點極為接近 

(E) 與水易混合，有帶電性 

A 

C 

D 

3 連鎖反應（Chain Reaction）通常分成起始、傳播及終止三個步驟，在氫氣與氯

氣的燃燒反應中，下列各反應機構所屬的連鎖反應步驟何者正確？  

(A) H2＋hν→2H．為起始步驟 

(B) H．＋Cl2→HCl＋Cl．為起始步驟 

(C) Cl．＋H2→HCl＋H．為傳播步驟 

(D) H．＋Cl．→HCl 為傳播步驟 

(E) H．＋H．→H2為終止步驟 

CE 

4 下列有關燃燒之敘述，何者錯誤？ 

(A) 奈球之燃燒為分解燃燒  

(B) 木材之燃燒為均一系燃燒  

(C) 硝酸酯類之燃燒為自己燃燒 

(D) 硫磺與氯酸鉀之混合物，會產生固體之爆炸 

(E) 聚乙烯高分子之可燃物燃燒為蒸發燃燒 

ABE 

5 有關於擴散燃燒( Diffusive Burning )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可燃性氣體分子與氧分子相互擴散，一面混合一面燃燒 

(B) 只有氧氣進入反應帶之部分才反應，因此常因不完全燃燒而不生煤煙(soot) 

(C) 此燃燒一般均會產生火焰，故稱發焰燃燒 

(D) 浮升火羽(柱)( buoyant fire plume )不屬於擴散火焰 

(E) 火焰蔓延速率，由燃料與氧氣間相互擴散來決定 

ACE 

6 有關液化石油氣及天然氣之差異，下列何者正確？ 

(A) 兩者所含之主要成分皆為我國法令所規範之可燃性氣體  

(B) 天然氣之燃燒下限濃度高於液化石油氣  

(C) 天然氣之蒸氣密度小於液化石油氣  

(D) 天然氣燃燒之理論空氣量大於液化石油氣 

(E) 天然氣燃燒所產生之燃燒熱大於液化石油氣 

ABC 

7 下列有關爆炸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鍋爐爆炸屬於蒸氣爆炸  

(B) 爆炸釋放之能量，瓦斯爆炸較粉塵爆炸為大 

(C) 最小發火能量，瓦斯爆炸較粉塵爆炸為大  

(D) 瞬間之爆炸壓力，粉塵爆炸較瓦斯爆炸為大  

(E) 通常壓力、溫度上升，爆炸範圍變廣，最小發火能量變小 

A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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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下列何種爆炸屬於氣態爆炸？ 

(A) 瓦斯爆炸    (B) 蒸汽爆炸   (C) 爆炸性物質爆炸  

(D) 粉塵爆炸    (E) 分解爆炸 

AE 

9 依據Calcote之研究，有關發火能量與化學構造之關係，下列何者正確？ 

(A) 分子之長度增長與分枝增加將增大發火能量 

(B) 共價結合減低發火能量 

(C) 第一級胺比第二、三級胺之發火能量較低 

(D) 過氧化結合可使烷烴類之最小發火能量增加 

(E) 胺（amine）＞氯化物＞醇（alcohol）＞硫醇（mercaptan） 

A 

B 

E 

10 下列有關影響粉塵爆炸因素的敘述，哪些正確？  

(A) 灰分愈多愈易爆炸  

(B) 粒子表面積與質量比愈大愈易爆炸  

(C) 粉塵與可燃性氣體供存時，其爆炸下限將下降  

(D) 堆積層的厚度愈高，其發火溫度比浮游粒塵低  

(E) 粉塵爆炸的最小發火能量約為可燃性混合氣體的 10~100 倍 

BCD 

11 有關天然氣與液化石油氣特性之比較，何者錯誤？  

(A) 天然氣的主成分為丙烷，液化石油氣的主成分為甲烷 

(B) 天然氣的比重較空氣輕，液化石油氣較空氣重 

(C) 天然氣及液化石油氣的組成成分中，丁烷的沸點最低 

(D) 天然氣與液化石油氣二者皆不可儲存於斷熱的儲槽中 

(E) 對天然氣及液化石油氣的組成成分中，丁烷的燃燒下限最低與燃燒範圍最窄 

A 

C 

D 

12 環氧乙烷之分解爆炸會產生下列那種氣體？  

(A) 乙烷  (B) 二氧化碳  (C) 一氧化碳  (D) 氫   (E) 乙炔 

A 

C 

D 

13 有關煙囪效應與中性帶之敘述，下列何者有誤？ 

(A) 室內溫度越高，中性帶往上移 

(B) 火災發生在中性帶以下區域，煙會隨著煙囪效應迅速由垂直通道向上竄升  

(C) 一旦超過中性帶，則煙將隨氣流流出垂直通道，蔓延於建築物中  

(D) 中性帶，為建築物火災開口部無壓力差之地帶 

(E) 建築物迎風面，中性帶受風力影響往下移 

A 

E 

14 耐火建築物火災最盛期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σ：空氣密度；g：重力加速度；A：開口部面積；H：開口部高度；A0：可燃

物表面積） 

(A) 最盛期的燃燒，可分為通風控制燃燒與燃料控制燃燒兩類 

(B) 0

2121

A

AHg

＞0.290 時，通風控制燃燒 

B 

C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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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0

2121

A

AHg

＜0.235 時，燃料控制燃燒 

(D) P. H.Thomas的研究，建築物在燃料控制燃燒時，燃燒速度 R (kg/min)= 

5.5～6.0 HA  

(E) 燃料控制燃燒，燃燒速度與燃料表面積無關 

15 有關閃燃與複燃之機制及現象，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A) 開口處所噴出之黑煙中，閃燃帶有黃色，複燃帶有黃褐色 

(B) 一旦發生閃燃時，由開口處流出的煙急速地變成火焰狀態 

(C) 閃燃發生前幾秒，由開口部流出的煙其溫度也超過 500～600℃ 

(D) 複燃發生時，室內溫度達到 850℃以上 

(E) 造成複燃發生的原因為熱，而閃燃的發生原因是空氣 

D 

E 

16 根據英國學者 Dunn於 2000年提出的研究，關於閃燃與複燃的差異，下列敘述何

者錯誤？  

(A) 火場中複燃現象較常發生，閃燃現象較少發生 

(B) 複燃為一種火勢快速發展現象，閃燃則是一種爆炸現象 

(A) 火場中複燃現象發生機率較少，閃燃現象較常發生 

(B) 閃燃為一種火勢快速發展現象，爆燃則是一種爆炸現象解析: 

(A) 火場中複燃現象發生機率較少，閃燃現象較常發生 

(B) 閃燃為一種火勢快速發展現象，爆燃則是一種爆炸現象 

AB 

17 有關火災發生時，窗口噴出之火焰流動軌跡，下列敍述何者正確？ 

(A) 窗口外部火焰軌跡與窗口寬度／窗口高度比值有關     

(B) 窗口外部火焰頂端距牆壁之水平距離與窗口寬度／窗口高度比值有關    

(C) 窗口高度／窗口寬度之比值愈小，火焰愈容易吸住壁面，成垂直上昇     

(D) 側壁係指兩層樓窗與窗間之壁體部分  

(E) 側壁之距離愈小，防止下層火焰延燒之效果愈大  

ABC

D 

18 下列何者屬於金原現象？ 

(A) 木材絕緣物變成導電化之現象 

(B) 電線桿陶製絕緣物附著鹽分而成導電之現象  

(C) 絕緣物附著木屑而在木屑上變成導電化之現象  

(D) 鍍金工廠中絕緣物附著電解液蒸氣，此電解液蒸氣造成導通之現象  

(E) 橡膠絕緣物變成導電化之現象 

AE 

19 下列對於電氣火災中電氣因素及電氣條件的敍述，何者正確？ 

(A) 層間短路與電阻器的電氣破壞，會造成局部電阻值增加  

(B) 積污導電現象又可稱為「沿面洩漏放電」  

(C) 半斷線導線通電時，導體電阻值相對減少  

(D) 當銅導體承受電氣火花高溫時，會使一部分銅形成氧化亞銅  

(E) 積污導電現象與金原現象，二者皆會形成「碳化導電通路」現象 

BDE 

20 有關雷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B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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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春雷一般屬於熱雷  

(B) 發生於冷鋒前線，暖氣內所產生激烈氣流時之雷為界雷    

(C) 低氣壓或颱風時所發生之雷為渦雷 

(D) 側擊雷不會引起火災    

(E) 落雷之對象物不管為導體或為樹木，相差不大，只要位置高者，均極易落雷 

21 氨氣（NH3）為一種加壓、可燃之氣體，吸入後具急毒性，會腐蝕/刺激人體皮

膚，造成嚴重損傷/刺激眼睛物質，並為水環境之危害物質。依據以上描述，下

列那些為氨氣的 CNS 15030 化學品危害圖示？  

(A)   (B)   (C)   (D)   (E)  

BCD

E 

22 有關液體之帶電現象，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A) 醇類、酯類、酮類、硝基苯之體積電阻係數均在於 108 Ω‧cm以下，不太

發生電荷 

(B) 體積電阻係數 1010Ω･cm以上，易發生電荷 

(C) 燈油、輕油等，其體積電阻係數為 1012 ～1013Ω‧cm，最易發生電荷 

(D) 苯、甲苯、二甲苯、乙醚與石腦醚，其體積電阻係數為 1010 ～1012Ω‧cm 
(E) 一般碳化氫系液體之帶電，主要是其中含有離子化膠質狀不純物所生 

B 

D 

23 下列何種自然發火性物質敘述何者錯誤？ 

(A) 活性碳因吸著熱蓄積而發火  

(B) 含硝基纖維素之塗料因氧化熱產生自然發火  

(C) 硝化棉因氧化熱產生自然發火  

(D) 丙烯腈屬於聚合熱之蓄積而發火  

(E) 苯乙烯因分解熱產生自然發火 

C 

E 

24 熱之發生速度是影響自然發火的因素，有關熱之發生速度，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石碳、活性碳等愈舊者，愈容易發熱  

(B) 塞璐珞存放愈久者愈易起分解 

(C) 適量的水分可降低反應速度 

(D) 單位質量之表面積愈大，自然發火愈容易 

(E) 物質之發熱量愈 

ACE 

25 下列那些金屬碳化物與水作用時，將僅生成甲烷（CH4），若反應熱足夠即會使

其發火？ 

(A) Na2C2   (B) K2C2   (C) Al4C3   (D) Be2C   (E) Mn3C 

C 

D 

26 可燃性液化瓦斯儲槽受火熱產生BLEVE現象，著火爆炸而形成火球火災之發生過

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儲槽受火焰加熱液化氣體溫度上升，儲槽內部壓力上升，安全閥動作釋出內

壓  

(B) 受火焰加熱之液相部較氣相部更為快速過熱，形成內壓過高  

(C) 槽壁因接焰加熱而降低強度，產生龜裂，槽內之蒸氣被釋出，內部壓力急速

下降  

(D) 急速壓降使液化氣體之沸點升高，過熱狀態之液化氣體急遽蒸發，吹飛液體

A 

C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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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烈衝擊槽壁及造成蒸氣爆炸  

(E) 受衝擊之儲槽產生脆性破壞，槽體破片四散，同時往火球發展 

27 乙炔是工業上常使用之化合物，有關乙炔瓶噴出之帶電特性之敘述，下列何者錯

誤？  

(A) 當乙炔噴出時，丙酮粒子亦一併噴出而發生靜電，其電荷可達 10000V 以上 

(B) 高壓乙炔在管內輸送者，通常流速限於 5m/sec以下較為安全，否則將引起

分解爆炸 

(C) 乙炔之分解爆炸，壓力達 15 以上時，最小點火能量降至 5.6mj 以上 

(D) 乙炔之分解爆炸，壓力越高，最小點火能量越低 

(E) 三鍵中的化學能，乙炔在壓力超過 100 kPa下會發生分解反應，此反應為放

熱反應，可引發劇烈的爆炸。 

B 

C 

28 當油類火災產生沸溢現象時，往往造成重大傷害。對於沸溢發生前之徵兆，現場

搶救人員須注意事項，何者錯誤？  

(A) 火焰顏色一般由淺變深並呈暗紅色   (B) 煙霧由淡化變濃黑 

(C) 微爆噪音加大且急促      (D) 槽面大量油泡翻湧蠕動 

(E) 槽口發生急促「嘶嘶」聲響 

A 

B 

29 依「NFPA 750」規定，有關細水霧滅火系統（Water Mist Fire Protection 

System）之定義及分類方式，下列何者錯誤？  

(A) 依放射方式可分為開放式、密閉濕式、預動式及乾式系統 

(B) 依噴頭種類可分為自動型、非自動型及混合型 

(C) 依系統配管與動作方式可分為全區、分區及局部放射系統 

(D) 依流體系統可分為單流及雙流系統 

(E) 依壓力大小可分為高壓、中壓及低壓系統 

AC 

30 有關泡沫滅火藥劑之特性，下列何者有誤？  

(A) 界面活性劑具有起泡作用 

(B) 高膨脹性泡沫適用於地下室、倉庫等密閉或半密閉構造物的火災 

(C) 化學泡流動性較空氣泡為佳 

(D) 以 25％還原液體之時間比較，界面活性泡沫較蛋白泡沫為慢 

(E) 撲滅 520㎡之油類火災，其滅火時間較蛋白泡沫慢 1/2 

C 

D 

E 

31 海龍替代品 IG-541滅火藥劑之性質，何者正確？  

(A) 其成分為氮(50%)、氬(40%)與二氧化碳(10%)三種氣體 

(B) 其臭氧層破壞值(ODP)為 0，溫室效應值(GWP)為 0.08 

(C) 導電性低，可用以保護電氣設備 

(D) 無毒性，且不會與其他物質或火焰起化學反應 

(E) 放射時，該防護空間會產生白霧狀，影響避難 

B 

C 

D 

32 有關碳酸氫鈉(NaHCO3)乾粉滅火藥劑之性質，下列何者正確？  

(A) 可用於木材火災，但不適合油類火災 

(B) 具有吸熱效果  

(C) 滅火時產生水蒸氣及二氧化碳 

(D) 滅火效果較以碳酸氫鉀(KHCO3)為主成分者為佳  

B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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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通常可添加碳酸鈣(CaCO3)增加其流動性 

33 以氯化鈉為主要成分之 Met-L-X固體滅火劑適量於下列種金屬火災? 

(A) 鋰(Li)  (B) 鈉(Na)  (C) 鉀(K)  (D) 鈦(Ti)  (E) 鈾(U) 

BCD

E 

34 NFPA將菱形方格分割成四個小方格，並以小方格之位置及底色標示物質的危險

性，下列何者正確？ 

(A) 可燃性標示於左方藍色小方格  (B) 反應性標示於上方紅色小方格 

(C) 毒性標示於右方黃色小方格  (D) 氧化性標示於下方無色小方格 

(E) 黃色3級表示對反應性物質，受強震或受熱即行爆炸者  

D 

E 

35 下列有關 NFPA 危險物品的標示規定敍述，何者正確？  

(A) 健康危害等級標示為紅色  

(B) 反應性等級標示為黃色  

(C) 加溫加壓會不安定者，為反應性 2 級  

(D) 具刺激性，有輕微傷害為健康危害 1 級  

(E) 可以在常溫常壓下自行爆炸的物質，為反應性 5 級 

B 

D 

36 關於海龍替代品藥劑 FM-200 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 化學組成名稱為七氟丙烷（C3HF7）  

(B) 在標準狀態下之沸點高於海龍 1301  

(C) 化學相對毒性（LC50）稍微高於海龍  

(D) 1301臭氧層破壞值（ODP）為零  

C 

37 下列有關氣霧式（Aerosol）滅火系統之述敘，何者錯誤？  

(A) 其固態混合藥劑一般不含鹵素  (B) 可適用於 A、B、C、D類火災 

(C) ODP 值為 0      (D) ALT 值為 0 

(E) 其固體氧化劑多以 KHNO3 為主  

BE 

38 下列有關引火性氣體氨(NH3)和乙炔(C2H2)的敘述，何者正確？  

(A) 氨在氧氣中燃燒，形成氮氣和水 

(B) 氨較空氣為重，在常壓下為氣體 

(C) 乙炔二大氣壓以下，亦有可能分解爆炸 

(D) 乙炔經二大氣壓以上壓縮時，分解為碳及氫 

(E) 氨在空氣中雖不易燃燒，加熱或接觸火則可燃燒 

AC 

DE 

39 下列那一項會使得電氣局部電阻值增加？  

(A) 氧化亞銅增殖發熱現象   (B) 電容器的絕緣劣化 

(C) 線圈層間短路           (D) 電阻器、半導體的電氣破壞 

(E) 半斷線 

A 

E 

40 吸入煙而中毒者，主要原因為一氧化碳之作用。請問，當人體吸入一氧化碳濃度

達10,000 ppm (1%)時，會產生何種症狀？  

(A) 8小時內尚無感覺    (B) 1小時內感覺頭痛、噁心、呼吸不順 

(C) 2小時內呼吸困難、昏迷   (D) 1分鐘內即死亡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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