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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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警察人員考試、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四等考試

類科組別：消防警察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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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時間： 1 小時 30 分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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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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消防法及施行細則規定，明定「防火管理」制度，請詳述：

防火管理制度、防火管理人之資格及訓練為何？（15 分）

消防防護計畫除「防災應變之教育訓練」、「用火、用電之監督管理」、

「防止縱火措施」及「其他防災應變上之必要事項」外，尚包含那些

事項？（10 分）

二、依據緊急醫療救護相關法令，請說明緊急醫療救護（15 分）、緊急醫療

救護人員（5 分）及大量傷病患（5 分）之意涵。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4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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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消防法及施行細則之規定，某餐廳之管理權人為甲先生、防火管理人為乙先生、消防設備士為

丙先生、室內裝修人員為丁先生，該場所進行室內裝修，未依規定另定消防防護計畫，以監督施

工單位用火、用電情形，下列何者為處罰對象？

甲先生 乙先生 丙先生 丁先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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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減災事項，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①災害保險之規劃及推動 ②有關弱勢族群災害防救援助必要事項 ③災

害防救之訓練、演習 ④國際救災支援之配合

①② ③④ ①③ ②④

3 依災害防救法之規定，下列何者為火山災害之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內政部 經濟部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4 依災害防救法及施行細則規定，有關災害防救計畫，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所訂定之災害防救業務計畫由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核定

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每 2 年檢討修正

直轄市、縣（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應報由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核定

鄉（鎮、市）公所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應報由縣（市）災害防救會報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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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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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液化石

油氣串接使用量在 300 公斤以上未滿 1000 公斤場所，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容器應放置於室外。但放置於室外確有困難，且設置防止氣體滯留之有效通風裝置者，不在此限

容器直立放置且有防止傾倒之固定措施

以書面向當地消防機關陳報，並記載場所名稱與地址、負責人姓名與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液

化石油氣使用量

場所之溫度應經常保持攝氏 45 度以下，並有防止日光直射措施

6 依爆竹煙火管理條例規定，有關儲存、販賣場所達中央主管機關所定管制量多少倍，負責人應選

任爆竹煙火監督人？

 5  10  2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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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應診之醫療機構保存至少 X 年；又救護車設置機關（構）受廢止其救護車之設置許可處分者，

於 Y 年內不得再申請設置，X+Y 為何？

 8  9  10  11

8 依消防法及施行細則規定，有關防火管理人之資格條件，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應為管理或監督層次人員

應經中央消防機關認可之訓練機構或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講習訓練合格領有證書者

經防火管理人講習訓練初訓合格後，每 2 年至少應接受複訓 1 次

防火管理人之講習訓練時數，初訓不得少於 12 小時；複訓不得少於 6 小時

9 依消防法及其相關規定，下列何者為非屬應使用附有防焰標示之地毯、窗簾、布幕、展示用廣告

板之場所？

觀光旅館 幼兒園 教堂 三溫暖

10 依消防法規定，下列何者行為得不經通知限期改善，直接處行政罰鍰？

未遴用防火管理人者

未維護消防安全設備者

未使用防焰物品者

違反容器有關銷售對象資料之建置、保存與申報等事項者

11 依消防法規定，有關緊急救護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各級消防機關應設救災救護指揮中心，以統籌指揮、調度、管制及聯繫救護相關事宜

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應依實際需要普遍設置救護隊

救護隊應配置救護車輛及救護人員，負責緊急救護業務

消防機關救護車輛、裝備、人力配置標準及緊急救護辦法，由中央目的主管機關定之

12 依消防法規定，管理權人未定期辦理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得處新臺幣罰鍰為：

 3 千元以上 1 萬 5 千元以下  5 千元以上 2 萬 5 千元以下

 1 萬元以上 5 萬元以下  2 萬元以上 10 萬元以下

13 依消防法及其相關規定，有關地方消防機關之消防車輛配置，下列何者為其配置之考量因素？

年齡 身心障礙者 人口數 性別

14 依消防法規定，有關消防機具、器材及設備之認可事項，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經公告應實施認可之消防機具、器材及設備，應經經濟部所登錄機構之認可，並附加認可標示

設置於各類場所之消防用緊急發電機組應附加有認可標示

個別認可係指已取得型式認可之消防機具器材及設備，於製造生產前，應經直轄市、縣（市）

消防機關認定

未經認可而銷售或設置者，處其銷售或設置人員新臺幣 2 萬元以上 10 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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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依災害防救法規定，有關各級政府災害防救會報之任務，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中央災害防救會報督導縣（市）災害防救相關事項

鄉公所災害防救會報核定重要災害防救對策

直轄市災害防救會報核定災害緊急應變措施

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核定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16 依災害防救法規定，有關人民因災害應變所受處分，致財產遭受損失，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得請求賠償，自知有損失時起 2 年內請求之

得請求賠償，自知有損失時起 5 年內請求之

得請求補償，自知有損失時起 2 年內請求之

得請求補償，自知有損失時起 5 年內請求之

17 依災害防救法及其施行細則規定，有關各級政府在災害發生時之應變措施所需費用，下列敘述何

者錯誤？

由各級政府依法編列

如有不敷支應時，視需要情形調整下年度收支移緩濟急

如有不敷支應時，不受預算法第 62 條及第 63 條限制

運用移緩濟急由各機關原列與災害應變措施相關科目經費支應

18 有關爆竹煙火工作項目之權責劃分，下列何者屬於地方政府主管權責？①輸入一般爆竹煙火之封

存 ②煙火監督人講習、訓練之規劃及辦理 ③爆竹煙火成品之輸入許可 ④爆竹煙火製造之許

可、變更、撤銷及廢止

①④ ①② ②③ ③④

19 依爆竹煙火管理條例施行細則規定，有關爆竹煙火監督人之設置管理及訓練相關規定，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

達管制量以上之儲存、販賣場所應設置爆竹煙火監督人

初訓時間不得少於 24 小時，複訓時間不得少於 8 小時

每 3 年至少應接受複訓 1 次

每年至少應實施 1 次演練，每次不得少於 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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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場所之定義，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販賣數量達管制量 15 倍以上，未達 50 倍之場所，稱為第二種販賣場所

位於建築物內以儲槽方式儲存場所，稱為室內儲存場所

在建築物外地面上設置容量超過 600 公升且不可移動之儲槽，稱為室外儲存場所

使用液化石油氣作為燃氣來源，其串接使用量達 80 公斤以上之場所，稱為容器串接使用場所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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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某一化

工原料行內有儲存達管制量 30 倍之公共危險物品，並用容器分裝，此為何種場所？

一般處理場所 室外儲存場所 第一種販賣場所 第二種販賣場所

22 依緊急醫療救護法規定，下列何者非為救護車之設置機關（構）？

消防機關 醫療機構 護理機構 啟智學校

23 依緊急醫療救護法施行細則規定，救護車至少多久應定期消毒一次，並留存紀錄以供衛生主管機

關查核？

 6 個月  3 個月  2 個月  1 個月

24 依救護技術員管理辦法規定，氣管插管項目應由下列何種人員施行？

初級救護技術員 中級救護技術員 高級救護技術員 消防人員

25 依緊急救護法令規定，有關緊急傷病患救護，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由救災救護指揮中心負責受理

由救護人員負責生命徵象評估

由醫院人員負責就醫聯絡

如遇緊急傷病患或其家屬拒絕送醫，應要求其於救護紀錄表中簽名後，不予運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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