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 
人員考試及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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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號：

13110-13710 
30110-30710 
50110-51310 
70110-70710

全一張

（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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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別 ：三等考試、高員三級考試

類 科 別 ：各類科、各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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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接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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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場證號。

一、作文：（60 分） 
法庭上正進行偷竊案件審理。法官最後詢問：「老婦人！妳為何一再竊取超市的

麵包？」老婦哀戚地說：「孫子多日沒吃東西，我身上也沒有錢……。」此後一

片沈寂，旁聽席的人都在等待宣判。終於法槌敲下，庭長說：「偷竊屬實，貧窮

可憫，依法輕判拘役七日，亦可易科罰金三千。」老婦聞判，低頭不停地哭泣。

旁聽席的人都望著庭長。庭長不疾不徐，從身上掏出三千元，請法警帶老婦去

結案。從這則故事中，可看到法官既行公義，又富憐憫之心。目前社會上公義

與憐憫抉擇兩難的事情也經常發生，請以「公義與憐憫」為題，作文一篇，闡

述己見。

二、公文：（20 分） 
地球暖化日益嚴重，導致氣候多變，生態亦深受影響。據科學家研究指出，最大

禍首是碳過度排放所致。有鑑於此，院長在某次院會中指示速謀因應。試擬行政

院致環保署函，請儘速研擬具體措施，力謀改善之道，並於文到三個月函復。

乙、測驗部分：（20 分） 代號：1301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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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選項中的成語，何者使用錯誤？

做人要懂得感恩，「睚眥必報」，這是最基本的道理

你是個好好先生，擁有好人緣，但是容易「姑息養奸」

當年一起進公司的同事紛紛被裁員，讓她不免有「物傷其類」的感嘆

現代人已經不重視「瓜瓞綿綿、五世其昌」的觀念，你就別再催小倆口了

治天下之道，至公而已爾。公則胡越一家，私則肝膽楚越，此古聖人所以視天下為一家，中

國為一人也。（葉子奇《草木子‧克謹》）

上文中「肝膽楚越」的意義是：

雖近猶遠 勾心鬥角 推心置腹 恤近忽遠

酈道元〈孟門山〉：「此石經始禹鑿，河中漱廣，夾岸崇深，傾崖返捍，巨石臨危，若墜復

倚。古之人有言：『水非石鑿，而能入石。』信哉！其中水流交衝，素氣雲浮，往來遙觀者，

常若霧露沾人，窺深悸魄。」文中「素氣」所指為何？

黑色的煙霧 灰色的沙塵 白色的水氣 灰色的霧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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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 
人員考試及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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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號：

13110-13710 
30110-30710 
50110-51310 
70110-70710

全一張

（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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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別 ：三等考試、高員三級考試

類 科 別 ：各類科、各類別

科 目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氣和天惟澄，班坐依遠流。弱湍馳文魴，閑谷矯鳴鷗。迥澤散游目，緬然睇曾丘。」下列

選項何者與上引詩句的描寫最為接近？

醉莫插花花莫笑，可憐春似人將老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當待春中，草木蔓發，春山可望，輕鯈出水，白鷗矯翼

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
「願意認真去看德州農場報告的人會發現，他們對王建民最主要的診斷──王建民幸運地擁

有強大的手臂，光靠手臂力量，他就能投出大聯盟等級的快速球。但這同時也就是他的致命

缺點，他不太需要下肢的協助來投球，所以也就從來沒有學會如何善加利用下肢的力量。換
句話說，他的手臂天分如果沒那麼高，或許他就不會因為下肢缺乏訓練而受傷、而沉淪了。

對我來說，教育的本質，不就是這樣的發掘、建議與協助嗎？」

上文所要強調的教育理念是：
發展個人長處，適應變化多端的環境

發掘受教者真正的長處，積極發揮自我的能力

能了解個人的優點、缺點，隨時作適當的調整
不要因為一時表現優異而沾沾自喜，稍不留神，危機就來

「你坐在船上，應該是游山的態度。看看四周物色，隨處可見的山，岸旁的烏桕，河邊的紅

蓼和白蘋，漁舍，各式各樣的橋，困倦的時候睡在艙中拏出隨筆來看；或者冲一碗清茶喝喝。」
本段文字旨在強調：

知情識趣 參觀博覽 閒情逸致 林下風致

有時主人方在用飯，而高軒賁止，便不能不效周公之「一飯三吐哺」，但是來客並無歸心，
只好等送客出門之後再補充些殘羹賸飯，有時主人已經就枕，而不能不倒屐相迎。

從文意中可看出主人：

不厭其煩 禮賢下士 勞於公務 不勝其擾
「近年，吾兒忽然問我：『爸爸，我是那裏人？』這問題，竟爾難以回答。我出生於 J 縣，在

那兒過了窮苦而快樂的童年。然後，搬到繁華得讓人窒息的 T 城，讀書、工作、娶妻、生子，

耗了三十多年，至少遷移七、八次家。如今，攜著妻兒，告別 T 城，又落籍在人們視為偏遠
的 H 縣。我是那裏人？吾兒的疑惑，能如何解答！什麼都不明確。」 
下列那一選項最能契合作者的心境？

榮辱譽非那復問，無何有處是吾鄉 地勝人高多樂事，須知洵美是吾鄉
極目雲山疑歸路，悠悠何處是吾鄉 更倩漁郎問樵徑，深山深處是吾鄉

「簡樸的生活、規律的作息、適當的運動、清淡的飲食。千百年來，這套養生哲學是最佳途

徑。不過，我忍不住想加一句：自在以當壽。人生如登山健行，不停地數算自己走了幾里路，
有何意義？登山不是為了算里程，是為了遊興；一個人入世，不是為了活幾歲，是為了驗收

自己成為什麼樣的人。」

文中作者賦予「養生」何種意義？
身體健康的持盈保泰 理解個人能力的有限 確認自我生命的價值 勇敢面對衰老的挑戰

下列對聯，何者組合正確？

洞悉古今物，暢談中外事 藏古今學術，聚天地精華
門牆多古意，安居德是鄰 擇里仁為美，家世重儒風



類科名稱：

１０６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１０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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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上警察人員、交通警察人員交通組、警察資訊管理人員、警察法制人員、國境警察人員、外事警察人員（選試英語）、刑事警察人
員、消防警察人員、公共安全人員、行政管理人員、行政警察人員、刑事鑑識人員、犯罪防治人員預防組、材料管理、會計、機械工
程、電力工程、土木工程、資訊處理、電子工程、一般行政、人事行政、法律廉政、勞工行政、衛生行政、社會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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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第1題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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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C C C C D C C B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標準答案：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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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 
人員考試及1 0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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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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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消防隊員在滅火時不應該扮演神的角色，但事實是，他們偶爾必須在生死
之間作出一些艱難的選擇。

二、英文作文：（15 分） 
你負責一場重要的消防教育訓練課程講座，向新進的消防隊員說明火災現場的
消防救援策略、步驟與優先順序。請擬定兩種不同的火災現場狀況，比較並說
明所必須採取之策略、步驟與優先順序有何不同。

乙、測驗題部分：（75 分） 代號：2506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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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院長人選之同意權屬於下列何者？ 依憲法規定，考試院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

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 宣告法律牴觸憲法 宣告命令牴觸憲法

4 文規定，有

法官員額計算

5 
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總統 立法院 考試院 監察院

2 關於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審理政黨違憲解散案件，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得向司法院聲請解散違憲政黨者為立法院

憲法法庭認為聲請無理由者，應以判決駁回

憲法法庭之判決有協同意見書或不同意見書者，應一併公告

被宣告解散之政黨，不得成立目的相同之代替組織

3 案件法之規定，司法院大法官作成下列何種決議所需法定人數要求 低？

解釋憲法

依憲法增修條 關大法官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大法官由總統提名，經監察院同意任命之

司法院院長、副院長並非大法官，不納入大

本為法學教授之大法官，不適用法官終身職待遇之規定

大法官任期 4 年，得連任一次

下列立法院之委員會何者屬於特種委員會？

 經濟委員會 修憲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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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號：50620 
頁次：6－2 

6 關於立法院之組織，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具備立法委員身分

7 下列何者不屬於立法院之職權？

聽取總統國情報告 長

8 查權之

圍

權力，立法院調查

 文件調閱權、要求相關人民或政府人員陳述證言，但不得施以強制手段

查

9 
國史館 家發展委員會 中央銀行

10 院解散後發布 應如何

理

，以決定是否追認

是否因違反誠信原則而違憲

11 
罷免案宣告成立之

管轄

答辯書之機會

12 統參選人，下列何

薦方式 二個以上政黨共同推薦方式

13 關大政方針之敘

考

14 者錯誤？

現役軍人不得登記

被告 為高等行政法院

15 有依法被選

40 歲 

立法院以院長為代表，為首長制機關

立法院院長由立法委員互選產生，必須

立法院院長應本公平中立原則，必須完全脫離政黨活動

立法院院長得由監察院彈劾

依憲法本文及增修條文之規定，

 提出領土變更案 追認緊急命令  彈劾行政院院

依司法院釋字第 585 號解釋，關於立法院調 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屬於國家機關獨立行使職權受憲法保障者，即非立法院所得調查之事物範

可能干預行政部門有效運作之資訊，行政首長基於行政特權有決定不予公開之

時應予適當尊重

立法院調查權包括

即使有其必要，除非立法院制定特別法，否則不得委任非立法委員之人士就特定事項協助調

下列何者並非隸屬行政院？

國立故宮博物院 國

總統於立法 緊急命令，立法院 處理？

因立法院已解散，故只能留待新任立法委員選出後加以處

立法院應由立法院院長決定是否追認

立法院應於法定期限內自行集會、開議

立法院應由委員連署聲請大法官解釋，以確定總統此種行為

關於總統、副總統罷免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日起，任何人不得有罷免或阻止罷免之宣傳活動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訴訟，專屬中央政府所在地之高等行政法院

罷免案通過者，被罷免人 4 年內不得為總統、副總統候選人 
對於總統、副總統罷免案之提出，依法應予以被罷免人得提出

年滿 40 歲之中華民國自由地區人民，擬向中央選舉委員會申請登記為總統、副總

種方式不屬之？

單一政黨單獨推

選民連署方式 繳納保證金自我推薦方式

關於國家安全會議以及國家安全有 述，下列何者錯誤？

國家安全會議為總統決定國家安全有關大政方針之諮詢機關

國家安全會議以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為會議主席

國家安全會議所作成之決議，僅作為總統決策之參

總統得指定有關人員列席國家安全會議

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

為候選人 外國人不享有選舉權

選舉無效之訴以選舉委員會為 選舉無效之訴終審法院

中華民國國民，原則上於年滿幾歲時， 舉之權？

20 歲 23 歲 30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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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償法之規定，下 者正確？

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 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置或管理有欠缺，致人民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受損害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17 
內政部部長

18 議委員 係由何人任命？

行政院院長 總統府秘書長

19 定：「人 不受軍 」下列何者為大 主張？

之

，否則不得向普通法院請求救濟

20 ？

居住自由 政治言論自由

21 官之解釋， 及人格之自 列何種 保障？

22 ，司法院大 反平等原則？

祭祀公業條例施行

 
稅

23 則？

分立原則

24 第 12 條 依據

監察院提案

25 官解釋所 ，下列何者非 項？

證明力

之義務

26 或首長，應依專屬人事管理法律任命？

環保

27 為地方自治團體

北市中正區 新北市烏來區 臺南市政府

28 修條文第 5 條 設置大法

9 人

依國家賠 列敘述何

使公權力時，因故意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

過失者不在此限

公有公共設施因設

國家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時起，因 2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損害發生時起，逾 5 年者亦同 
國家負損害賠償責任者，應以回復原狀為原則，例外以金錢賠償之

下列何人之任命，非屬行政院院長得獨立決定之人事權範圍？

中央銀行總裁 審計長 經濟部部長

行政院公民投票審 會委員，

行政院副院長 總統 

按憲法第 9 條規 民除現役軍人外， 事審判。 法官對軍事審判之

軍事審判機關對於軍人之犯罪應有專屬之審判權

軍事審判之建制，憲法未設明文規定，得以法律定

軍人除非經終審軍事審判機關宣告無期徒刑以上之案件

軍事審判不須有審判獨立之保障

下列何種權利，應受憲法絕對之保障

財產自由 內在信仰自由

依司法院大法 個人之主體性 由發展，係基於下 理念，而應受憲法

人性尊嚴 倫理道德 幸福追求 理性平等

下列何種情形 法官認為違

前已存在之祭祀公業，以規約約定女子不得為派下員

立法委員選舉政黨比例代表席次之分配，設有百分之五之門檻

稅法規定，須扶養親屬未滿 20 歲或年滿 60 歲者始得減除免稅額

稅法規定，未成立婚姻關係之異性伴侶間之相互贈與不得免徵贈與

依司法院釋字第 499 號解釋，下列何者非屬憲法修正時不得變更之基本原

福利國原則 民主共和國原則 國民主權原則 權力

依憲法增修條文 規定，憲法之修改應 下列何種程序？

總統提案 立法院複決 公民投票複決

依據司法院大法 揭示之見解 屬憲法第 19 條「租稅法律主義」適用之事

納稅之稅目及稅率應以法律規定

課稅原因事實之有無及有關證據之

不得對納稅義務人以行政命令增加稅法所無

租稅之優惠及減免應以法律規定

依地方制度法之規定，下列何種主管

教育 政風 建築管理

下列何者 ？

臺灣省 臺

依照憲法增 之規定，司法院 官幾人？

11 人 13 人 1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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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下級政府機關所陳報事項，進行實質審查之決定

30 

銀行 租稅

31 「前言」中明文提及下列何者？

聯邦制度 鞏固國權

32 原則之敘述 錯誤？

法律保留原則為現

原則之規範

則之適用

33 

 行政自我拘束原則

34 所碩士 ，規 與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

35 則而遭司法院大法官宣告違憲？

行後仍存在之污染狀況負整治義務

酒測時吊銷其駕駛執照、禁止其 3 年內考領駕駛執照，

 姦、宿者 3 日以下拘留或新臺幣 3 萬元以下之罰鍰 

36 舍居住

37 字第 654 號解 見受羈押 述，下列何者

訟權

認定被告本案犯罪事

 押所秩序必要，於律師接見受羈押被告時，予以監看而不與聞，尚未侵害訴訟權

地方制度法第 2 條所規定之核定，其性質為何？ 

為上級機關對地方自治團體之事後監督機制

為一種觀念通知

為上級政府機關對

為下級機關依法完成法定效力後，陳報上級機關知悉

依據憲法規定，下列何者並非縣自治事項之範圍？

郵政 公營事業 

我國憲法

權力分立 地方自治

有關法律保留 ，下列何者

代法治國原則之具體表現

法律保留原則不僅規範國家與人民之關係

行政與立法兩權之權限分配，不受法律保留

給付行政如涉及公共利益等重大事項，仍應有法律保留原

集會自由權是建立在憲法兩個原則上，一為自決原則，另一為何？

民主政治原則 行政權優位原則 國家監督原則 

中央警察大學研究 班入學考試簡章中 定以有無色盲決定能否取得入學資格，下列何者

旨無關？

該簡章規定與憲法第 7 條保障之平等權並無牴觸 

該簡章規定之目的係為達成重要公共利益

該簡章規定與促進公益有實質關聯性

該簡章規定違反比例原則

下列何種規定，因違反比例原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使污染行為人就該法施行前發生、施

藥師法規定藥師執業處所應以一處為限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於汽車駕駛人拒絕

並吊銷其所持有各級車類駕駛執照

社會秩序維護法處罰意圖得利而與人

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第 22 條規定，針對不同意眷村改建之眷戶，主管機關得逕行註銷其眷

憑證及原眷戶權益，收回房地，司法院釋字第 727 號解釋認為未違背人民下列何項權利？ 

工作權 居住遷徙自由 隱私權 平等權

依司法院釋 釋，關於律師接 被告之敘 錯誤？

律師接見受羈押被告時，監所一律予以監聽錄音，已逾越必要程度而侵害被告訴

刑事被告與律師在不受干預下充分自由溝通，才能獲得確實有效之防禦權

受羈押被告與辯護人接見時，監所得予以監聽，所得之資訊並得作為審判上

實之證據

監所為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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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組織聯誼會 組織工會

39 訟權保障

順序原則 三級三審級制度  秘密審判請求權

40 「普通高 為 下列

何種自由權利？

受國民教育之權利 人身自由

41 e caused by ny _____ sou tig now not only 

interruption 

42 ng’s _____ or presence of an exte  increase the f a fire and 

the spread of fire gases.

vegetation ventilation 

43 apparently , tore throu e-Synthe ref  France and 

 diligently 

44  a reasonable 

length of time. 

interpret swear 

45 tinguisher cons and-held _____ essel containi nt which can be 

ustrial cylindrical theatrical 

46 irefighter’s rescue duties is to assist people in _____ condition as a first responder. 

flexible 

ake, firefighters walked among _____ houses, trying to pull a child from the rubble. 

  

ers. 

   

After the terror a

diligent suspicious intelligent 

50 rescue people  the _____ for 

 

A smoke ______

detector definition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何者受勞動權之保障？

參加國家考試 加入政黨之勞工代表  

下列何者屬於訴 之內涵？

聽審請求權 證據自由

教育部依法發布 級中學課程綱要」作 編寫教科用書之標準，此不涉及憲法所保障之

思想自由 教學自由 

As fires can b  or involve ma rces and fuels, fire inves ators need to k

the science of fire behavior, but also to have a working understanding of many different areas of studies, 

including construction, electricity, human behavior, and mechanical devices. 

confession ignition corruption 

Changes in a buildi rnal wind can  energy release o

 

foundation conclusion 

A huge fire, started _____ gh the Grand ugee camp in

firefighters said at least 10 people had been injured in the blaze at the camp. 

conservatively deliberately respectively 

Generally, the time a fire drill takes to evacuate is measured to _____ that it occurs within

ensure reward 

A fire ex ists of a h  pressure v ng an age

discharged to extinguish a fire. 

regional ind

One of the f

critical abstract available 

47 After the earthqu

collapsed floated prevented terrified 

48 A boy climbs a partially _____ electric pole in the flooded river, waiting to be rescued by the firefight

submerged diverged hesitated abolished

49 ttack, the police urged people to watch out for and report _____ movements or behaviors. 

affectionate 

After the bridge collapsed, local residents and firefighters tried to trapped under

many hours. 

cripples debris councils destinations

51  is a device that senses smoke, typically as an indicator of fire. 

detection det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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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l analysis techniques have successfully as lice in ______ 

involving 

53 ed to be cau tning bolt for stem near the 

gushing Gulf oil

distinguished extinguished regulated 

54 atic event caused by a fire, resulti re-introduction to combustion 

Four people wer

 

Instrumenta sisted the po criminal cases. 

revolving solving dissolving 

A fire believ sed by a ligh ced the shutdown of an oil-capturing sy

 well; fortunately it was quickly ______ without injuries. 

investigated 

A ______ is a dram ng from rapid of oxygen 

in an oxygen-depleted environment; for example, the breaking of a window or opening of a door to an 

enclosed space. 

backdoor backdrop backbreaker backdraft 

55 e killed and thirteen injured in a fire that swept through a nursing home in Taoyuan. After 

investigating the cause of the fire, the fire department said the nursing home appeared to have _____ fire 

codes several times in the past. 

arrested impressed violated launched 

請依下文回答第 56 題至第 60 題： 

Professional firefighters must know each piece of equipment and how to use it. The Bunker Gear, which keeps them 

from being burned by flames, includes  56  helmet, hood, coat, boot, trousers, and work gloves. Firefighters’ clothes are 

often m three main  57 ade up of ：an outer she  barrier, and er. To accomll, a moisture  a thermal barri plish their jobs, 

ire axe, fire hose, hydrant, ladder, and sledgehammer. To provide them with firefighters have certain tools, such as f

clean oxygen, firefighters also need Personal  58  Apparatus (PBA), which is made up of a high-pressure tank, a 

pressure regulator, and an inhalation connection. Attached to the PBA is a Pass device, an  59  that sounds when 

firefighters are in danger or do not move for about 30 seconds. Pike poles allow firefighters to search behind walls and 

ceilings for fire and to ventilate structures by breaking windows and walls. The Halligan bar, designed by and named 

after a New York City Fire Department First Deputy Chief named Hugh Halligan in 1948, consisting of a claw (or 

fork), a blade (wedge or adze), and a tapered pick, is a  60  tool especially useful in quickly breaking through walls, 

ceilings, or locked doors of buildings on fire. 

56 provocative protrusive protective productive 

57 components numbers ingredients contents 

58 Bathing Branching Binding Breathing 

59 affect alarm attack effect 

io  se line 60 multi-dimens n multi-color multi-purpo multi-discip

https://en.wikipedia.org/wiki/New_York_City_Fire_Departmen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edge_(mechanical_devic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dz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oor_breaching#Mechanical_br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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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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消防法第 24 條第 1 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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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相關法規

規定說明：

何謂緊急救護？（10 分） 
何謂緊急傷病患？（15 分）  

二、請依緊急醫療救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規定，說明：

救護技術員的分類為何？（5 分） 
應具備那些資格始得申請參加各級救護技術員之訓練？（10 分） 
救護技術員施行緊急救護之地點有何限制？（10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4506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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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照消防法之規定，液化石油氣零售業者應備妥相關資料並定期於每年 X 月及 Y 月向轄區消防機關各申

報 1 次，前述相關資料，零售業者應至少保存 Z 年，以備查核，請問前述 X、Y、Z 為何？ 

X=4、Y=10、Z=2 X=6、Y=12、Z=5 X=3、Y=9、Z=7 X=5、Y=11、Z=10 

2 依消防法規定，為達搶救目的時，消防人員對火災處所及其周邊之土地、建築物、車輛及其他物品得進

行下列何種搶救行為？①使用 ②損壞 ③租售 ④限制使用

②③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②③④

3 依消防法之罰則規定，下列何者具有連續處罰並得予以停業之處分？ 

未依規定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之老人福利機構

管理權人未依規定委託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定期檢修消防安全設備

明火表演場所，違反安全防護措施之相關規定者

違反規定從事消防安全設備之設計、監造、裝置及檢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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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依消防法第 9 條之規定，建築物設置之消防安全設備依法需定期進行檢修申報作業，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管理權人應委託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定期檢修消防安全設備

檢修結果應依限報請當地消防機關備查，消防機關得視需要派員複查

高層建築物消防安全設備之定期檢修，應委託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辦理

違反檢修設備之規定，經通知限期改善，逾期不改善者，處其管理權人新臺幣 1 萬元以上 5 萬元以下

罰鍰

5 下列敘述何者不包含於消防法第 13 條所定「一定規模以上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範圍？ 

電影院

觀光旅館

總樓地板面積 800 平方公尺，員工 50 人之工廠 

總樓地板面積 400 平方公尺之百貨商場 

6 對於因災害失蹤之人，有事實足認其確已因災死亡而未發現其屍體者，法院得依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之

聲請，確定其死亡及死亡之時間。惟聲請應於災害發生後多少時間內為之？

1 年 2 年 3 年 6 個月 

7 人民因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於災害應變範圍內，依其權責分別實施所為之處分、強制措施或命令，致其

財產遭受損失時，得請求補償。損失補償應自知有損失時起，X 年內請求之。但自損失發生後，經過 Y

年者，不得為之。請問前述 X、Y 為何？ 

X=1、Y=5 X=2、Y=5 X=3、Y=5 X=3、Y=10 

8 依照災害防救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①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之大眾傳播事業應依災害防

救基本計畫擬訂災害防救業務計畫，送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 ②直轄市、縣 (市) 災害防救會報

執行單位應依災害防救基本計畫、相關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及地區災害潛勢特性，擬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經各該災害防救會報備查後實施，並報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核定 ③各種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或各地區災害防

救計畫間有所牴觸而無法解決者，應報請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協調之 ④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應依

災害防救基本計畫，就其主管災害防救事項，擬訂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報請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核定後實

施

①②③④ ①②③ ②③④ ①③④

9 依據災害防救法，下列有關國軍協助救災任務之敘述何者錯誤？ 

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於無法因應災害處理時，得申請國軍支援

發生重大災害時，國軍部隊應於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申請支援並獲核准後，始能協助進行災害

防救工作

國防部得依災害防救需要，運用應召之後備軍人支援災害防救

國軍主動協助救災之程序及派遣、指揮調度之辦法，由國防部會同內政部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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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各級災害應變中心有關資訊、通信等災害防救器材與設備，應至少 M 個月實施功能測試一次，N 個月舉

辦演練一次，並得隨時為之，下列何者正確？

M：1 個月，N：6 個月  M：2 個月，N：6 個月  

M：1 個月，N：12 個月 M：2 個月，N：12 個月 

11 下述關於公共危險物品之分類與儲存場所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易燃固體屬於第二類公共危險物品

易燃液體及可燃液體屬於第四類公共危險物品

室內儲槽場所為建築物內設有容量超過 800 公升且不可移動之儲槽，槽內儲存六類物品場所 

室外儲存場所為位於建築物外、以儲槽以外方式儲存六類物品之場所

12 依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之規定，公共危險物品之製造場所，其外牆

與廠區外鄰近收容人數為 300 人之零售市場，至少應有多少公尺以上之安全距離？ 

10 20 30 50 

13 某變壓器室屬於公共危險物品的一般處理場所，現場儲存絕緣油（第四類公共危險物品非水溶性的第三

石油類），其儲存量為 16,000 公升，請問依照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

之規定，該場所四周保留空地寬度至少應為多少公尺以上？

5 公尺 10 公尺 2 公尺 3 公尺 

14 依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之規定，對於公共危險物品之名稱及管制

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①硫磺 100 公斤 ②黃磷 20 公斤 ③鐵粉 500 公斤 ④烷基鋁 20 公斤 

②③④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③④

15 依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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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儲槽場所儲槽儲存第四類公共危險

物品者，其防液堤高度應在 X 公分以上。但儲槽容量合計超過 20 萬公秉者，高度應在 Y 公尺以上。前

述 X、Y 為何？ 

X=40、Y=1.2 X=50、Y=1.2 X=40、Y=1 X=50、Y=1 

16 室外儲槽儲存高閃火點物品者，其位置、構造及設備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儲槽側板外壁與廠區外加氣站之安全距離應在 30 公尺以上 

儲槽內壓力異常上升時，有能將內部氣體及蒸氣由儲槽上方排出之構造

儲槽容量未達管制量 2000 倍者，保留空地寬度 3 公尺以上 

幫浦設備周圍保留空地寬度，應在 1 公尺以上 

17 有關室內儲槽場所儲存閃火點在攝氏 40 度以上第四類公共危險物品者，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應設置於一層建築物之儲槽專用室

儲槽專用室之儲槽側板外壁與室內牆面之距離應在 60 公分以上 

儲槽容量不得超過管制量之 30 倍，且第二石油類及第三石油類，不得超過 2 萬公升 

儲槽材質應為厚度 3.2 毫米以上之鋼板或具有同等以上性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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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下列場所何者非屬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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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稱之第一類保護物？

古蹟  總樓地板面積 2000 平方公尺之博物館 

收容人員 15 人之產後護理機構 每日平均有 30000 人出入之火車站 

19 某一液化石油氣儲存場所供多家共同使用，其容器儲存室的儲存面積為 180 平方公尺，依照公共危險物

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之規定，請問至多可供幾家販賣場所使用？

18 家 36 家 24 家 30 家 

20 依據爆竹煙火管理條例，煙火彈、單支火藥紙管或其組合之產品等，於戶外使用，製造巨大聲光效果者，

分類如下列何種爆竹煙火？

一般爆竹煙火 特殊煙火 舞臺煙火 摔炮類爆竹

21 某爆竹煙火儲存場所有摔炮類一般爆竹煙火總重量 15 公斤、舞臺煙火總重量 250 公斤，以及連珠炮總重

量 1,000 公斤，依照爆竹煙火管理條例及爆竹煙火管理條例施行細則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負責人未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處新臺幣 30 萬元以上 150 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場所有關位置、構造或設備設置之規定時，處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 

未依安全防護計畫執行有關爆竹煙火安全管理上必要之業務，處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 

拒絕主管機關依法所為之檢驗，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 

22 依據爆竹煙火管理條例與爆竹煙火管理條例施行細則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爆竹煙火製造場所及達中央主管機關所定管制量 30 倍之儲存、販賣場所之負責人，應選任爆竹煙火監

督人

爆竹煙火監督人任職期間，每 3 年至少應接受複訓一次 

一般爆竹煙火銷毀作業需於上午 8 時後下午 6 時前為之，並應派人警戒監視 

爆竹煙火監督人訂定之安全防護計畫內容需包含自衛消防編組

23 依緊急醫療救護法施行細則規定，大量傷病患係指單一事故、災害發生之傷病患人數達 X 人以上，或預

判可能達 Y 人以上者，請問前述 X、Y 為何？ 

X=15、Y=15 X=10、Y=20 X=12、Y=15 X=15、Y=20 

24 下列關於緊急救護辦法規定之敘述，何者正確？ 

本辦法所指之救護人員，為公、私立醫療機構執行緊急救護任務之人員

救護人員實施緊急救護時，如緊急傷病患或其家屬拒絕接受運送，應要求其於救護紀錄表中簽名後，

不予運送

孕婦待產者非屬於緊急傷病患

救護車輛及裝載物品應於 45 天內辦理定期消毒 

25 依據緊急醫療救護法，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轉診途中救護技術員不可施行緊急救護行為

大量傷病患之現場為救護技術員可施行緊急救護之地點

當抵達送醫目的醫療機構時，如醫護人員尚未處置前，救護技術員可繼續施行緊急救護

救護人員施行救護，應填具救護紀錄表，保存至少 7 年 

高見公職‧警察考試權威補習班整理 07-2233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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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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某一火災現場發現有玻璃受火燒掉落地面之情形，若你為火災調查人員，要如何進

行現場勘查作業，以獲得有利火場研判之資訊？（20 分） 

二、民眾報案有 2 名親友疑似登山迷路，報案稱其擬前往某野溪溫泉，目前狀況不明，

請求派員進行搜救，消防局遂派遣車輛 5 部、人員 13 名前往搜救，若你為執行山

難搜救帶隊官，請敘述於發現事故現場人員時之處置作為？（20 分） 

三、你為安檢小組帶隊官，某日至轄區內一列管場所進行火警自動警報設備抽查工作，

該場所共設置 85 個探測器，種類分別為差動式局限型 1 種、定溫式局限型 1 種和

光電式局限型 2 種等三型探測器，你如何進行該場所探測器性能檢查之動作試驗

（包括：探測器抽測數量、動作時間、注意事項）？（20 分） 

乙、測驗題部分：（40 分） 代號：3506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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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服務於消防局火災調查科，擔任火場證物的鑑識工作，為研判跡證所含之易燃性液體的成分，常利用

氣相層析質譜儀，並設定搜尋易燃性液體經質譜儀離子化後的主要離子，以助成分的鑑別。請判斷下列

何者為芳香族（即烷基苯）成分可能具有的離子？

55, 69 91, 105, 119, 92, 106, 120, 134 

43, 57, 71, 85, 99 117, 118, 131, 132 

2 若你為火調人員，常利用氣相層析質譜儀鑑定分析跡證中是否含有易燃性液體，當跡證分析時發現氣相

層析質譜圖的尖峰（peak）之主要離子（ions）含 m/z 為 43, 57, 71, 85, 99 等離子，請判斷此跡證中含下

列何種易燃性液體？

酮類化合物（ketones）  環烷及烯類化合物（cycloalkanes and alkenes） 

烷類化合物（alkanes）  烷基苯類化合物（alkylbenzenes） 

高見公職•警察考試權威補習班整理 07-2233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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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某工廠發生大火，廠區可能有危險物品爆炸，現場需劃定火場警戒區，依「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火場指

揮及搶救作業要點」規定，此一任務應由何人執行較妥？

火場總指揮官 救火指揮官 警戒指揮官 偵查指揮官

4 火調人員為達成促燃劑殘跡鑑定，須進行樣品前置處理，在火調實驗室中如利用活性碳片吸附殘留於火

場中的促燃劑，吸附後的活性碳片再以溶劑脫附，並將萃取液注入儀器進行分析，請判斷此一操作方法

為下列何者？

頂空分析法（headspace analysis） 

靜態式頂空濃縮分析法（passive headspace concentration analysis） 

溶劑萃取法（solvent extraction） 

固相微量萃取法（solid phase micro extraction） 

5 火場上發現有硝酸鉀、赤磷、乙醚、甘油等物質，而研判之發火源可能是電氣火花，當天之氣溫約 30℃，

若你是現場火調人員，你認為 可能之著火物是下列何者？

硝酸鉀 赤磷 乙醚 甘油

6 貴轄區舉辦下列之活動，若你為承辦科員，請判斷何者不屬消防法第 14 條之 1 所稱之明火表演？ 

愛爾蘭踢踏舞中的火焰之舞 夜店火焰秀

學校薪火相傳活動中的點蠟燭儀式 魔術表演吞火秀

7 貴轄某 35 層建築物發生火災，指揮中心已陸續接獲多起報案電話，你為首先到達現場之分隊長，下列何

者不屬於你優先處置的事項？

協調民間團體協助救災  建立人員裝備管制站

劃定火場警戒區  指揮人命救助及火災搶救部署任務

8 某山路發生遊覽車翻覆事件，轄區消防分隊長剛抵達現場，發現車廂變形扭曲，油箱燃油外洩，路邊有

數名民眾招手待救，有一人倒臥路邊口鼻出血，車內尚有 3 名乘客受困，下列何者應 優先實施？ 

進行檢傷分類  確保油箱燃油不致引燃

救護口鼻出血者  救助車內受困乘客

9 某一海洋音樂祭活動發生爆炸案，現場傷患人數不確定，並造成舞台起火燃燒，試問 119 執勤官之處置，

下列何者較不適當？

救災、救護指揮中心受理火警報案後，持續蒐集火場情資、並立即派遣救災人、車出動

請轄區分隊通知義消及鳳凰救護志工前往搶救

因應大量傷患及火勢需求，立即派遣大量消防及救護車輛以車海戰術趕赴現場，減少派遣時間

通知警察、環保、衛生、電力、自來水、瓦斯等單位支援配合救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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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某集合住宅於 8 樓發生火災，有民眾於陽台呼救，該建築物面臨 8 公尺寬道路，你擔任初期指揮官，立

即指示雲梯車升梯救人，請問下列何者較不適當？

支撐腳架伸出固定後，應再檢視各腳架有無平均著地

如有不平地面，則需使用專用墊板墊底

操作時須注意火焰、風向、濃煙及高壓電線，並妥為排除障礙

儘速將操作籃接近待救民眾，以利人命救助

11 某日勤務中心通報，轄內一間鄰接民宅、列入古蹟保護之百年廟宇發生火災，你為轄區消防分隊長，帶

隊抵達現場後，廟祝告知廟內已無人員待救，但古廟大殿主體建築已陷入火海，以下立即的指揮搶救作

為，何者 適當？

立即採取高空水霧撒水方式進行滅火及周邊防護

迅速派員進入大殿內部搜救，確認確實無人命危害

以強力水柱掃射未受災廟宇內部，避免物品掉落

對廟宇未受災部分快速進行較大規模之破壞作業，以避免火勢延燒

12 某列入古蹟保護之行館建築發生火災，於 後殘火處理時，現場消防指揮官之指揮作為，以下何者 不

適當？

要求該行館管理人員協助防護未受災部分建築

以火鈎拆下未受災部分之天花板，檢查有無隱藏火源

已受災之建築以少量水霧射水降溫

檢視受災建築中堆積地板之掉落物並查看有無可搶救之歷史文物

13 你為轄區分隊長，下列是轄內新增之建築物及場所：①樓高 11 層之集合住宅 ②電影院 ③收容人數 20

人之托兒所 ④300 平方公尺之撞球場，你會要求那些場所實施防火管理？ 

①② ①③ ②④ ②③

14 根據大型群聚活動安全管理要點，大型群聚活動之主辦者，應依規定向活動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報備或申請許可之規定，若你為承辦科員，請判斷下列何者錯誤？

預計參加或聚集人數 1000 人以上，未達 3000 人者，於活動舉行 7 日前報備 

預計參加或聚集人數達 3000 人以上者，於活動舉行 30 日前申請許可 

大型群聚活動有二個以上之主辦者，應各自辦理活動之報備或申請

依規定應報備之大型群聚活動，如有超出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變能力之虞或所附文件缺漏致有影

響活動安全之虞時，直轄市、縣（市）政府得依相關規定辦理，並於活動舉行 4 日前，以書面敘明原

因通知報備之主辦者

15 你為消防分隊長，若抽查某大樓之火警自動警報設備時，發現該大樓有以下幾個現象，①局限型探測器

設於距出風口 1 公尺處，②局限型探測器設於探測區域中心，③局限型探測器設於距天花板回風口 1 公

尺處，④局限型探測器傾斜 50 度，你應針對那些項目要求改善？ 

①② ②③ ③④ ①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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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秋天某日觀音山發生山林火災，消防局接獲報案立即出動 3 個分隊前往山區滅火，你奉派為現場救火指

揮官，抵達現場應先觀察火勢、地形，由風向、風速、溫度、溼度等氣象條件及山林密度、火勢大小等

因素掌握燃燒速度、方向及可能延燒面積，規劃滅火及防止擴大延燒的搶救對策。請問下列滅火方式何

者敘述正確？

①風大火猛時，切不可迎著火頭打，在打上坡火時，切不可爬上山頂，以防被火包圍。

②利用背負式水袋滅火時，應先針對附近草地先行撒水後再行動，避免延燒阻隔逃生路徑。

③火撲拍打滅火者，應部署於火面下方為佳，由尚未燃燒之區域往火災燃燒方向進行拍打滅火。

④「引火回燒」是在火勢前頭透過人為引火往回燒，製造出缺乏燃料的「防火線」。使用時其擴大延燒

危險性極高，應慎重進行。

①③④ ②③ ①②④ ①②③

17 你為消防分隊長，轄區某倉庫之天花板高度為 12 公尺，請判斷該倉庫應使用下列何種火警探測器？ 

補償式局限型 差動式局限型 離子式局限型三種 差動式分布型

18 某醫院病歷室設於地下 2 層，且內部部分空間挪為辦公處所，試問如基於重要病歷文件的防護需求，下

列有關滅火設備選用的作法，請判斷何者 合宜？

設置全區放射式 CO2 自動滅火設備 

設置密閉濕式自動撒水設備

設置惰性氣體 N2全區放射式自動滅火設備 

設置鹵化烷海龍替代藥劑全區放射式自動滅火設備

19 你是火調人員，至某一火場採集電氣跡證，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兩股花線，其中一股芯線為短路痕，另一股芯線斷裂處兩側為芯線小熔痕，此情形為半斷線現象

插頭、插座之金屬接觸面產生鬆弛情形，形成高阻抗連接現象，使接觸面產生過熱情形，在插頭的刃

片及插座會有局部燒熔情形此為接觸不良

馬達器的線圈，因漆包線劣化受損，會形成環狀回路，造成線圈整體阻抗降低電流增高，致線圈局部

發熱時造成附近線圈形成短路，稱為層間短路

氧化銅具有半導體特性，因體積電阻係數很大，會產生局部發熱現象，造成快速增殖擴大成為火災之

原因

20 建築工地火災，疑似為熔接過程中焊渣飛散，並使相鄰的建築物隔牆起火燃燒，為能順利採證，若你是

調查人員，下列採證的工具何者 適合？

強力磁鐵 驗電筆 檢知管 碳化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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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火災學與消防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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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試 別： 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 三等考試

類 科 別： 消防警察人員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接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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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

一、下圖系統中，熱貫流可分為下列三個階段：流體 A 與固體間的對流、固體內部的熱

傳導、固體與流體 B 間的對流，若下圖的熱流通量（heat flux）為：  
推導出 U 與 hA, hB和 k 的下列關係：（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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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閃火點的測試方法有那兩種？那一種方法所測得的數值較高？為什麼？（25 分） 

三、由磷酸二氫氨（NH4⋅H2PO4）滅火時的化學反應，說明磷酸二氫氨的滅火原理。（25
分）

四、半導體光電產業所使用的矽甲烷（silane, SiH4）於室溫下外洩，不需要火源即會燃燒

（自燃），此現象是否違反燃燒三要素中的燃燒需要火源？試由反應動力學與燃燒三

要素中的火源關係說明其原因？（25 分） 

B
hB  

高見公職•警察考試權威補習班整理 07-2233812



106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 
人員考試及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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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號：50660 全一頁

考 試 別： 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 三等考試

類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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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接背面）

 

一、設置在天花板上的火警探測器性能易受氣流之影響，試說明當天花板上有排氣口或

回風口時，設置火警探測器有何要求規定？（25 分） 

二、電信機房設置二氧化碳滅火設備，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作業基準，

在外觀檢查時如有防護區劃變更，則其檢查方法及判定方法內容為何？（25 分） 

三、泡沫滅火設備是一種利用水和滅火藥劑混合，俾供滅火用之設備，試說明泡沫混合

的方式有那些？（25 分） 

四、建築物發生火災時的避難疏散計畫與避難器具設置皆與該建築物內的收容人數有直

接關係，試說明電影院收容人數的計算方式。（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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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規定，為利於火場指揮及搶救，得設火場指揮中心、人員裝備管制站及編組幕僚

群。試說明幕僚群的種類及職掌。（25 分） 

二、103 年 7 月 31 日夜間發生於高雄市的丙烯外洩氣爆事件，造成警義消多人傷亡的慘

劇。事後檢討，第一時間未能及早辨識出危害性化學品所致。記取教訓，如果你是

第一梯次出動帶隊官，碰到類似高雄案例或運輸車輛或工廠外洩案件，在抵達現場

後，你要如何進行危害辨識（Hazard identification）？試說明之。（25 分） 

三、何謂超高壓冷卻切割滅火系統？在火場搶救上這套系統有何優點？試說明之。（25
分）

四、救護車抵達現場的一般作業程序為何？試說明之。（25 分） 

高見公職•警察考試權威補習班整理 
07-2233812


	001特種警察三等考試_國文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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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場證號。
	一、作文：（60分）
	二、公文：（20分）
	乙、測驗部分：（20分）
	代號：
	1301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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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特種警察三等考試_國文考卷解答
	003特種警察三等考試_憲法與消防警察專業英文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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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測驗題部分：（75分）　　　　　　　　　　　　　　　　　　　代號：2506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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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4特種警察三等考試_憲法與消防警察專業英文考卷解答
	005特種警察三等考試_消防與災害防救法規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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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測驗題部分：（50分）　　　　　　　　　　　　　　　　　　　　　代號：4506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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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6特種警察三等考試_消防與災害防救法規考卷解答
	007特種警察三等考試_消防警察情境實務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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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測驗題部分：（40分）　　　　　　　　　　　　　　　　　　　　　代號：3506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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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8特種警察三等考試_消防警察情境實務考卷解答
	009特種警察三等考試_火災學與消防化學考卷
	010特種警察三等考試_消防安全設備考卷
	011特種警察三等考試_消防戰術考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