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文 1 

中央警察大學 100 年警佐班第 31 期第 2 類、消佐班第 15 期 

招 生 考 試 試 題 

科 目：國文 

注 

意 

事 

項 

1.本試題共分兩部分，第一部分為作文，第二部分為公文。 

2.作文共 60分，文言、白話不拘，字數不得少於 500字。 

3.公文共 40分，須依格式書寫。 

4.公文之答題內容中有關承辦人、聯絡電話及單位，請一律以○○○代替。 

5.請在「答案卷」上以橫式書寫方式作答，須分段並使用標點符號，字跡不可潦草。 

6.本試題共 1頁。 

壹、作文題(60 分) 

題目：積極的行政作為，守護人民的權益 

貳、公文題(40 分) 

身為警察與消防人員最重要的是品德操守，尤其風紀是警察與消防團隊的命

脈，為加強警察與消防風紀之整飭，以建立廉能而有效率的警消形象，請各自

以警察局或消防局業務承辦人身分，擬定具體可行計畫，函報警政署或消防署

備查後實施。 

立即 Google 搜尋〝警察特考中心〞 

了解更多警察考試資訊、警察函授課程優惠和上榜心得 

每年最新課程七月全面開課 

全國唯一專辦警消考試的線上函授補習班 

高見公職-警察特考補習班-聯絡資訊 

連絡電話：07-2233812 

聯絡地址：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二路 222 號 3 樓之 2 

LINE 帳號：godtrain 

以上考卷題答和試題疑義等資源來自於中央警察大學官網整理 

高見公職預祝各位考生金榜題名 

 



國文 1 

中央警察大學 101 年警佐班第 32 期第 2 類、消佐班第 16 期 

招 生 考 試 試 題 

科 目：國文 

注 

意 

事 

項 

1.本試題共分兩部分，第一部分為作文，第二部分為公文。 

2.作文共 60 分，文言、白話不拘，字數不得少於 500 字。 

3.公文共 40 分，須依格式書寫。 

4.公文之答題內容中有關承辦人、聯絡電話及單位，請一律以○○○代替。 

5.請在「答案卷」上以橫式書寫方式作答，須分段並使用標點符號，字跡不可潦草。 

6.本試題共 1 頁。 

壹、作文題(60 分) 

題目：以做百姓之心做官，以治私事之心治官事。 

貳、公文題(40 分) 

一、下列「簽名」與「署名」係文書處理上，兩個與姓名有關的問題，請分別解

答：（10 分） 

（一）承辦人辦公文時，若不蓋用職名章，可以簽名代之，惟簽名應如何寫出？

並述其理由。 

（二）承辦人擬稿時，首長署名僅書寫「職銜」及「姓」，名字則以「○○」表

示，如局長伊○○，試述其理由。 

二、近來新聞報導，黑道利用毒品，滲入校園，吸收青少年加入幫派組織，造成

校園危機，試擬教育部致內政部函：請轉所屬各警察機關在毒品認識之宣

導、毒品對身心之危害及校園安全之維護上惠予協助。（30分） 

 

立即 Google 搜尋〝警察特考中心〞 

了解更多警察考試資訊、警察函授課程優惠和上榜心得 

每年最新課程七月全面開課 

全國唯一專辦警消考試的線上函授補習班 

高見公職-警察特考補習班-聯絡資訊 

連絡電話：07-2233812 

聯絡地址：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二路 222 號 3 樓之 2 

LINE 帳號：godtrain 

以上考卷題答和試題疑義等資源來自於中央警察大學官網整理 

高見公職預祝各位考生金榜題名 

 



國文 1 

中 央 警 察 大 學 1 0 2 年 消 佐 班 第 1 7 期 

招 生 考 試 試 題 

科 目：國文 

注 

意 

事 

項 

1.本試題共分兩部分，第一部分為作文，第二部分為公文。 

2.作文共 60 分，文言、白話不拘，字數不得少於 500 字。 

3.公文共 40 分，須依格式書寫。 

4.公文之答題內容中有關承辦人、聯絡電話及單位，請一律以○○○代替。 

5.請在「答案卷」上以橫式書寫方式作答，須分段並使用標點符號，字跡不可潦草。 

6.本試題共 1 頁。 

壹、作文題(60 分) 

題目：《論語〃顏淵》云：「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

弟也。」請酌參前引古文思想，以「人和」為題，書寫作文一篇。 

貳、公文題(40 分) 

一、 三段式是公文製作的主要結構，惟不同的公文，其三段式名稱有所差

異，試分別寫出「簽」、「報告」、「函」及「公告」的三段式名稱。 

（10分） 

二、 ○○市消防局為推動公文線上簽核，經與○○電腦資訊公司達成簽

約，完成電腦化系統之建置，為讓同仁能熟稔操作要領，辦理講習，

試為承辦單位擬乙請求行政支援並通報各單位派員參加之「簽稿並

陳」公文。（30分） 

立即 Google 搜尋〝警察特考中心〞 

了解更多警察考試資訊、警察函授課程優惠和上榜心得 

每年最新課程七月全面開課 

全國唯一專辦警消考試的線上函授補習班 

高見公職-警察特考補習班-聯絡資訊 

連絡電話：07-2233812 

聯絡地址：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二路 222 號 3 樓之 2 

LINE 帳號：godtrain 

以上考卷題答和試題疑義等資源來自於中央警察大學官網整理 

高見公職預祝各位考生金榜題名 

 



國文 1 

中央警察大學 1 0 3 年警佐班第 3 4 期、消佐班第 1 8 期 

招 生 考 試 試 題 

科 目：國文 

注 

意 

事 

項 

1.本試題共分兩部分，第一部分為作文，第二部分為公文。 

2.作文共 60 分，文言、白話不拘，字數不得少於 500 字。 

3.公文共 40 分，須依格式書寫。 

4.公文之答題內容中有關承辦人、聯絡電話及單位，請一律以○○○代替。 

5.請在「答案卷」上以橫式書寫方式作答，須分段並使用標點符號，字跡不可潦草。 

6.本試題共 1 頁。 

壹、作文題(60 分) 

題目：由公僕之角度論「情」、「理」、「法」 

 

 

 

貳、公文題(40 分) 

【通知】與【通報】的性質有何不同？假設您參加這次警佐班第34期第1、

2類、消佐班第18期第1、2類招生考試，成績達到錄取標準。請問：中央

警察大學如何為文通知您報到？試撰擬一文。 

 

 

 

立即 Google 搜尋〝警察特考中心〞 

了解更多警察考試資訊、警察函授課程優惠和上榜心得 

每年最新課程七月全面開課 

全國唯一專辦警消考試的線上函授補習班 

高見公職-警察特考補習班-聯絡資訊 

連絡電話：07-2233812 

聯絡地址：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二路 222 號 3 樓之 2 

LINE 帳號：godtrain 

以上考卷題答和試題疑義等資源來自於中央警察大學官網整理 

高見公職預祝各位考生金榜題名 

 



國文 1 

中央警察大學 1 0 4 年警佐班第 3 5 期、消佐班第 1 9 期 

招 生 考 試 試 題 

科 目：國文 

注 

意 

事 

項 

1.本試題共分兩部分，第一部分為作文，第二部分為公文。 

2.作文共 60 分，文言、白話不拘，字數不得少於 500 字。 

3.公文共 40 分，須依格式書寫。 

4.公文之答題內容中有關承辦人、聯絡電話及單位，請一律以○○○代替。 

5.請在「答案卷」上以橫式書寫方式作答，須分段並使用標點符號，字跡不可潦草。 

6.本試題共 1 頁。 

 

壹、作文題(60 分) 

題目：厚植專業學識技能，以捍衛工作尊嚴。 

 

 

貳、公文題(40 分) 

一、 何謂「簽」？其使用時機為何？試簡述之。（15分） 

 

 

二、 鑑於近日臺灣各地發生多起青少年糾眾鬥毆事件，嚴重影響社會治

安，應積極防處遏止。請試擬內政部警政署函各縣市警察局，加強各

項防制措施，以維護社會治安。（25分） 

 

立即 Google 搜尋〝警察特考中心〞 

了解更多警察考試資訊、警察函授課程優惠和上榜心得 

每年最新課程七月全面開課 

全國唯一專辦警消考試的線上函授補習班 

高見公職-警察特考補習班-聯絡資訊 

連絡電話：07-2233812 

聯絡地址：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二路 222 號 3 樓之 2 

LINE 帳號：godtrain 

以上考卷題答和試題疑義等資源來自於中央警察大學官網整理 

高見公職預祝各位考生金榜題名 

 



火災學 1 

中央警察大學 1 0 0 年消佐班第 1 5 期招生考試試題 

科 目：火災學 

注 

意 

事 

項 

1.本試題共分兩部分，第一部分為單一選擇題，第二部分為申論題。 

2.單一選擇題共 25題，每題各有 4個備選答案，其中只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請將正確

或最適當的答案選出，然後用 2B鉛筆，將答案卡上同一題號答案位置的長方格範圍塗黑，

答對者每題得 2分，答錯或不答者以 0分計。(答案卡上自第 26 題至第 80 題，空著不用，

備選答案 E請勿劃記。) 

3.申論題共 2題，每題 25分，請在「答案卷」上作答，可不抄題，但頇註明題號。 

4.本試題共 2頁。 

ㄧ、單一選擇題(共 50分) 

1. 森林火災發生時，當天的濕度為 60％，若一天前的濕度為 70％，兩天前的濕度為 80％。請問

這三天森林之實效濕度為多少？ 

(A) 47.5％    (B) 57.5％ (C) 67.5％ (D) 70％ 

2. 有一種液體的蓋杯式閃火點為 40℃，它可能是何種液體？ 

(A) 可燃性液體  (B) 易燃性液體 (C) 不燃性液體 (D) 難燃性液體 

3. 有一種液體的蓋杯式閃火點為 35℃，它可能是何種液體？ 

(A) 可燃性液體  (B) 易燃性液體 (C) 不燃性液體 (D) 難燃性液體 

4. 下列何者係以硝化纖維為主體，爆炸性反應較為遲緩的物質？ 

(A) 有煙火藥 (B) 無煙火藥 (C) 有煙炸藥 (D) 無煙炸藥 

5. 下列何者係以硝化棉及硝化甘油加入丙酮合成之物質？ 

(A) 有煙火藥 (B) 有煙炸藥 (C) 溶劑火藥 (D) 無煙炸藥 

6. 乙炔爆炸是屬於下列何種反應？ 

(A) 聚合反應 (B) 粉塵爆炸 (C) 物理爆炸 (D) 分解爆炸 

7. 下列何者為減少火焰向上層延燒的無效作法？ 

(A) 在窗戶的上緣建造突出物 (B) 在窗戶的下緣建造突出物 

(C) 增加側壁的高度 (D) 減少側壁的高度 

8. 熱傳最主要的動力源為何？ 

(A) 傳導 (B) 輻射 (C) 對流 (D) 兩點間的溫差 

9. 金屬湯杓經常用木製杓柄，原因為何？ 

(A) 木材的絕緣性較佳 (B) 木材的熱傳導係數比較適用 

(C) 金屬會導電 (D) 金屬的熱傳導係數不夠大 

10. 熱釋放率的單位為何？ 

(A) 焦耳 (B) 千瓦/分 (C) 千瓦/秒 (D) 千瓦 

11. 火載量通常以何種方式表示？ 

 (A) 熱釋放率 (B) 熱當量 

 (C) 相當於木材的公斤數 (D) 千瓦/秒 

12. 燃燒速度的單位為何？ 

 (A) 公斤/分 (B) 千瓦/分 (C) 千瓦/秒 (D) 千瓦/時 

 



火災學 2 

13. 閃燃發生時，火場的氧氣濃度約為多少？ 

(A) 1％ (B) 5％ (C) 10％ (D) 15％ 

 

14. 依照法規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多少面積以上的超級市場必頇適用防焰規制？ 

(A) 300平方公分     (B) 500平方公分 (C) 300平方公尺 (D) 150平方公尺 

 

15. 依據焦耳定律，有關焦耳熱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與電流平方成反比 (B) 與電阻成反比 (C) 與時間成正比 (D) 與電流成反比 

 

16. 木材受熱碳化，導致石墨化部分導電性增強而造成漏電火災之現象，稱之為何？ 

(A) 部分放電     (B) 金原現象 (C) 銀離子移動 (D) 積污導電  

 

17. 電源花線的斷線率超過 10％時，斷線率會急遽上升，終至引發火災之現象，稱之為何？ 

(A) 過負載     (B) 半斷線  

(C) 接觸不良 (D) 氧化亞銅增殖發熱 

 

18. 汽油燃燒時，火焰中心點的最高溫度可達幾度？ 

(A) 826℃    (B) 926℃  (C) 1026℃ (D) 1126℃ 

 

19. 銅鎳合金所產生機械火花的溫度約可達幾度？  

(A) 300℃     (B) 600℃ (C) 900℃ (D) 1083℃ 

 

20. 鋼鐵製品所產生機械火花的溫度約可達幾度？ 

(A) 800℃     (B) 1000℃ (C) 1200℃ (D) 1400℃ 

 

21. 下列何者為氧化性固體的特性？ 

(A) 化學性質很穩定，氧化時需大量的氧氣  (B) 化學性質很不穩定，氧化時需大量的氧氣 

(C) 與空氣中的水接觸時會緩慢分解 (D) 遇高溫會產生劇烈的聚合反應 

 

22. NFPA標示藍色 1級物品的危險性為何？ 

(A) 具刺激性，輕微影響健康     (B) 持續暴露會造成永久性傷害 

(C) 短時間暴露會造成永久性傷害 (D) 短時間暴露會造成死亡 

 

23. 水分對於硝化棉自然發火的影響為何？ 

(A) 降低反應速度     (B) 促進反應速度 (C) 增加活化能 (D) 降低觸媒效果 

 

24. 塞璐珞的發火點為何？ 

(A) 125-130℃    (B) 165-170℃ (C) 205-210℃ (D) 225-230 ℃ 

 

25. 下列何者為海龍 1011？ 

(A) 溴氯甲烷    (B) 三氟溴甲烷 (C) 溴甲烷 (D) 碘甲烷 

 



火災學 3 

二、申論題(共 50 分) 

(一)液化石油氣是家庭常用之燃料，請畫圖說明一般廚房用爐具的供氣系統和燃燒原

理，並說明為什麼爐火不會順著瓦斯管線回燒至瓦斯桶而引起爆炸？  

(二)某電子工廠在清理 Ipod生產線的粉塵（主要是鋁粉）過程中，發生爆炸。請說明

鋁粉的理化性和清理作業中防止鋁粉爆炸的要領？ 

 

 

 

中央警察大學 1 0 0 年警佐班第 3 1 期第 2 類、消佐班第 1 5 期各科試題解答 
 

消佐班第 15期 

火災學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B A B B C D D D B D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C A A C C B B C A D 
21 22 23 24 25      
C A B B A      

 

 

 

立即 Google 搜尋〝警察特考中心〞 

了解更多警察考試資訊、警察函授課程優惠和上榜心得 

每年最新課程七月全面開課 

全國唯一專辦警消考試的線上函授補習班 

高見公職-警察特考補習班-聯絡資訊 

連絡電話：07-2233812 

聯絡地址：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二路 222 號 3 樓之 2 

LINE 帳號：godtrain 

以上考卷題答和試題疑義等資源來自於中央警察大學官網整理 

高見公職預祝各位考生金榜題名 

 



火災學 1 

中央警察大學 1 0 1 年消佐班第 1 6 期招生考試試題 

科 目：火災學 

注 

意 

事 

項 

1.本試題共分兩部分，第一部分為單一選擇題，第二部分為申論題。 

2.單一選擇題共 25 題，每題各有 4 個備選答案，其中只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請將正確

或最適當的答案選出，然後用 2B 鉛筆，將答案卡上同一題號答案位置的長方格範圍塗黑，

答對者每題得 2 分，答錯或不答者以 0 分計。(答案卡上自第 26 題至第 80 題，空著不用，

備選答案 E 請勿劃記。) 

3.申論題共 2 題，每題 25 分，請在「答案卷」上作答，可不抄題，但頇註明題號。 

4.本試題共 3 頁。 

ㄧ、單一選擇題（共 50 分） 

1. 下列何種禁水性物質與水接觸或吸收空氣中水分時會發熱，而使接觸之可燃物發火，但不會生

成可燃性氣體？ 

(A) Ca    (B) CaO (C) Ca3P2 (D) CaC2 

2. 下列何者為發火性固體，但本身不具禁水性？ 

(A) 金屬鉀 (B) 烴基鋁化物 (C) 鎂粉 (D) 黃磷 

3. 下列關於粉塵爆炸之最小發火能量的敘述何者正確？ 

(A) 較可燃性氣體約小 10
2
~10

3倍  (B) 粒子越小最小發火能量變大 

(C) 在氧氣中最小發火能量較在空氣中為小 (D) 大氣中水分含量愈高最小發火能量愈小 

4. 環氧乙烷發生分解爆炸時，會因為溫度之差異而產生不同之可燃性氣體，下列何者不可能為環

氧乙烷分解爆炸產生之氣體？ 

(A) H2 (B) CO (C) NH3 (D) CH4 

5. 硝化棉火藥依含氮量之重量百分比（N%）可區分為強棉藥（N%＞12.8）、弱棉藥（N%＝

12.8~9.15）及脆棉（N%＜9.15），下列何者屬弱棉藥？ 

(A) C24H29O9(NO3)11 (B) C24H32O12(NO3)8 (C) C24H34O14(NO3)6 (D) C24H36O16(NO3)4 

6. 下列何者屬難爆炸且爆炸威力弱之炸藥？ 

(A) 硝酸酯 (B) 硝基化合物 (C) 亞硝基化合物 (D) 硝胺 

 

7. 下列關於固體可燃物之燃燒型態類別區分何者正確？ 

(A) 木材為表面燃燒 (B) 金屬粉為自己燃燒 

(C) 賽璐珞為分解燃燒 (D) 硫黃為蒸發燃燒 

 

8. 固體熱分解之速度假定為 V，則在初期階段可用下列公式表示：V＝K0e
-(E/RT)，K0為頻率因子，

E 為分解必要之熱能，R 為氣體常數，T 為凱氏溫度，則下列影響熱分解速度之敘述何者正確？ 

(A) E 愈小 T 愈大則 V 愈大 (B) E 愈大 T 愈大則 V 愈大 

(C) E 愈大 T 愈小則 V 愈大 (D) E 愈小 T 愈小則 V 愈大 

 

9. 依 Calcote 之研究，下列關於發火能量與化學結構之關係何者正確？ 

(A) 碳化氫之發火能量，依烷烴＞烯烴＞炔烴之順序減少 

(B) 亞硝基及硝基可使烷族烴類之發火能量增加 

(C) 乙醚與硫醚比具同數碳鏈烷烴之最小發火能量小 

(D) 過氧化結合可使烷烴之最小發火能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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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物質燃燒需具備燃燒之四面體，熱能（溫度）為其中要素之一，下列可使一般可燃物燃燒之溫

度高低順序何者正確？ 

(A) 發火點＞引火點＞燃燒點 (B) 發火點＞燃燒點＞引火點 

(C) 燃燒點＞發火點＞引火點 (D) 引火點＞燃燒點＞發火點 

 

11. 下列之化學反應方程式：H2S＋Cl2→2HCl＋S＋熱能，此一反應為燃燒反應，其中何者為此燃

燒反應之助燃物？ 

 (A) H2S (B) Cl2 (C) HCl (D) S 

 

12. 下列何者將減緩火場中煙霧自然對流的速度？ 

 (A) 降低火場溫度 (B) 增加各通風口面積 (C) 增加通風口數量 (D) 增加通風口高度 

 

13. 依據濱田稔之實驗研究，一定溫度無氣流中加熱之氣乾松木，加熱 20 分鐘碳化深度為 20 mm，

若加熱 40 分鐘，碳化深度約為若干？ 

(A) 22 mm (B) 28 mm (C) 40 mm (D) 80 mm 

 

14. 天然氣中主要成分為甲烷，並含少數之乙烷、丙烷及丁烷，下列關於天然氣成分之理化性質何

者錯誤？ 

(A) 甲烷沸點最低  (B) 甲烷燃燒下限最高  

(C) 甲烷空氣密度最輕  (D) 甲烷燃燒範圍最窄 

 

15. 下列物質於發生分解爆炸時，無論任何條件均不會產生氫氣？ 

(A) 聯胺 (B) 乙炔 (C) 一氧化氮 (D) 乙烯 

 

16. 火場溫度隨燃燒時間而逐漸升高，其空氣亦漸膨脹，空氣由外界流入該起火房間，同時熱煙霧

也會從該起火房間流出。若忽略燃燒分解過程而產生之質量流率，建築物內部空氣溫度為 27

℃，起火房間溫度為 777℃，流入起火房間之空氣體積流量為 1 m
3
/s，則流出起火房間之熱煙

霧體積流量約為若干？ 

(A) 1.5 m
3
/s (B) 2.5 m

3
/s (C) 3.5 m

3
/s (D) 4.5 m

3
/s 

 

17. 長、寬及高各為 13 m、10 m 及 2.5 m 之房間燃燒 500 g 乳膠，其 Dm＝0.65 m
2
/g，試估算此時

火場中發光避難指標之能見度約為若干？（DL＝Dm×mf/Vc，DL：單位長度之光學密度，Dm：

質量光學密度，Vc：煙箱體積，mf：發煙材料之質量損失；K＝2.3×DL；K：煙霧之消光係數；

對發光物體 K×S＝8，S：火場能見度） 

(A) 3.48 m (B) 2.61 m (C) 2.17 m (D) 1.30 m 

 

18. 當一棟木造建築物燃燒時，其鄰接建築物之壁面受到火焰與輻射熱之雙重影響。若此鄰接建築

物高度 4 m 並使用能抗拒 2 級加熱曲線之材料（即延燒係數 p＝0.82），則此鄰接建築物距離起

火木造建築物至少若干公尺方無被延燒之危險？ 

(A) 1.5 m (B) 2.3 m  (C) 5.2 m (D) 10 m 

 

19. 依據日本學者川越邦雄、關根孝以及英國學者 P. H. Thomas 等之研究，燃燒速度 R 值與開口部

面積（A）及高度（H）之關係何者正確？ 

(A) R 與 A/H 成正比 (B) R 與 A×H 成正比 (C) R 與 A×H
2成正比 (D) R 與 A×H

0.5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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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當非導體之帶電物體，接近接地體之際，除帶電物體與接地體之間發生放電外，幾乎同一時間，

沿著非導體表面發生如樹枝狀發光之放電，此現象稱為？ 

(A) 電暈放電 (B) 條狀放電 (C) 火花放電 (D) 沿面放電 

 

21. 依據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於 95 年 10 月制訂之 CNS 15030「化學品分類及標示」，水環境之危害

物質具有下列何種化學品危害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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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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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燒烤店或餐廳廚房之排油煙管若沈積厚重之油渣常導致蓄積何種反應熱而自然發火？ 

(A) 分解熱     (B) 氧化熱 (C) 吸附熱 (D) 發酵熱 

 

24. 以氯化鈉為主要成分之 Met-L-X 固體滅火劑不適用於下列種金屬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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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非水溶性之可燃性液體火災，最不適宜選擇下列何種泡沫滅火劑？ 

(A) 化學泡沫    (B) 空氣泡沫 (C) 界面活性劑系泡沫 (D) 耐酒精泡沫 

 

二、申論題(共 50 分) 

(一) 已知空氣中之氧氣與氮氣之體積比為 21：79；重量比為 23：77。試證明 1 kg 的

碳（C，原子量＝12 g/mol）、氫氣（H2，分子量＝2 g/mol）及硫（S，原子量＝

32 g/mol）於 0℃，1 atm 條件下完全燃燒之理論空氣量分別為 8.90 m
3
 (11.60 kg)、

26.70 m
3
(34.80 kg)及 3.33 m

3
(4.35 kg)？ 

 

(二) 根據內政部消防署統計分析數據顯示，電氣因素為臺灣歷年火災原因之首，電氣

因素含括電氣用品使用不當（慎）及電線走火而致災；試述各種電線走火的原因？

防火宣導時，應如何教育民眾正確使用電氣產品之插頭及插座與延長線及電器電

線之觀念，以達電氣火災的防範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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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2 年消佐班第 17 期第 1、2 類招生考試試題 

科 目：火災學 

注 

意 

事 

項 

1.本試題共分兩部分，第一部分為單一選擇題，第二部分為申論題。 

2.單一選擇題共 25 題，每題各有 4 個備選答案，其中只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請將正確

或最適當的答案選出，然後用 2B 鉛筆，將答案卡上同一題號答案位置的長方格範圍塗黑，

答對者每題得 2 分，答錯或不答者以 0 分計。(答案卡上自第 26 題至第 80 題，空著不用，

備選答案 E 請勿劃記。) 

3.申論題共 2 題，每題 25 分，請在「答案卷」上作答，可不抄題，但須註明題號。 

4.本試題共 2 頁。 

ㄧ、單一選擇題(共 50 分) 

1. 丙烷完全燃燒時，其化學理論濃度約為多少？ 

(A) 3％    (B) 4％ (C) 5％ (D) 6％  

2. 根據 NFPA 的定義，下列哪一項（選項均為體積百分比）屬於富氧環境（OEA）？ 

(A) 0.5 大氣壓下，氧為 40％    (B) 0.8 大氣壓下，氧為 25％ 

(C) 1.5 大氣壓下，氧為 15％ (D) 3.0 大氣壓下，氧為 6％  

3. 煙的主要成分為空氣，假設 27℃煙的密度為 1.18 kg/m
3，請問 427℃煙的密度約為多少？ 

(A) 0.8 kg/m
3
     (B) 0.7 kg/m

3
 (C) 0.6 kg/m

3
 (D) 0.5 kg/m

3 

4. 根據日本學者長谷見雄二的理論，假設置於區劃空間中央的聖誕樹之熱釋放率為 500 kW，若
將其移至牆角（corner），則熱釋放率約為多少？ 

(A) 250 kW           (B) 1000 kW          (C) 2000 kW          (D) 3000 kW 

5. 已知 1.6 m/m 橡膠絕緣電線的熱阻抗為 415，其合理的單位為何？ 

(A)℃·cm/W    (B)℃·m/W (C)℃/cm/W (D)℃/m/W 

6. 金屬碳化物屬準自然發火物質的哪一類？ 

(A)發熱物質本身會發火者    (B)發熱物質使接觸之可燃物發火者 

(C)因氧化熱蓄積而發火者 (D)反應產生可燃性氣體而發火者 

7. 下列哪一種滅火劑可用於電氣火災？ 

(A)鹵化烴液體     (B)水溶液柱狀 (C)水溶液霧狀 (D)空氣泡沫 

8. 根據 Burgess-Wheeler 定理，已知苯的燃燒熱為 3120 kJ/mol，其燃燒下限約為多少？ 

（1 kcal=4.2 kJ） 

(A) 1.1％     (B) 1.4％ (C) 1.7％ (D) 2.0％ 

9. 一般而言，可燃性氣體的最小起火能量(minimum ignition energy)接近下列哪一濃度？ 

(A)化學理論濃度     (B)燃燒下限 (C)燃燒中限 (D)燃燒上限 

10. 下列關於粉塵爆炸的敘述何者正確？ 

(A)最小發火能量約為 1~10 mJ    (B)壓力增高，最小發火能量變大 

(C)鋁鎂合金的粉塵，在 CO2中亦可發火 (D)比表面積愈小，愈易發火 

11. 下列哪一項有毒氣體十分鐘的致死濃度最低？ 

(A)氧化氮     (B)氰酸 (C)甲醛 (D)丙烯醛 

12. 假設煙層的光學密度為 10 dB，其減光率等於？ 

(A) 99%     (B) 90% (C) 70% (D) 50% 

13. 防止靜電災害的方法中，下列哪一項屬藉中和防止電荷蓄積的方法？ 

(A)利用電暈放電使空氣離子化     (B)使用除電劑 

(C)增加周圍空氣相對濕度 (D)選擇兩個帶電序列相近之材質 



火災學 2 

14. 100 m
3 的密閉空間內有標準狀態下的空氣，須加入多少 CO2，方可使得 CO2 的體積濃度變為

20%？ 

(A) 20 m
3
     (B) 22 m

3
 (C) 25 m

3
 (D) 28 m

3
 

15. 實驗顯示，當油池直徑遠大於 1 m 時，使得燃燒速率趨於定值的主要熱傳機制為何？ 

(A)熱傳導     (B)自然對流 (C)強制對流 (D)熱輻射 

16. 等莫耳數的酒精、汽油、庚烷、苯，完全燃燒所產生的熱量，何者最大？ 

(A)酒精 (B)汽油 (C)庚烷 (D)苯 

17. 雷汞、乙炔、氮化鉛、環氧乙烷、溴氯甲烷、聯氨、二氧化氯等七項，易生分解爆炸的物質有
幾項？ 

(A) 3     (B) 4  (C) 5 (D) 6  

18. 人類皮膚受輻射熱影響的忍耐時間，正比於皮膚熱慣性的幾次方？ 

(A) 4 次方     (B) 3 次方 (C) 2 次方 (D) 1 次方 

19. 根據 Heskestad 的計算方法，當火源直徑為 2 m，熱釋放率為 1024 kW，火焰平均高度約為多
少？ 

(A) 1.24 m     (B) 1.44 m  (C) 1.64 m (D) 1.84 m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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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公共危險物品緊急應變搶救代碼「4Z」之物質，應採取之搶救措施，下列何者正確？ 

(A)優先選擇乾粉滅火劑     (B)要嚴防爆炸 

(C)需穿戴全身包覆式之化學防護衣 (D)救災用之污水以稀釋方式處理 

22. 硫化磷、二硫化碳、硝基化合物、鉀、烷基鋁、硝酸鹽類、金屬磷化物等七項，屬於我國法定
公共危險物品中的第二類危險物品共有幾項？ 

(A) 1     (B) 2  (C) 3 (D) 4 

23. 下列關於氨氣的敘述何者不正確？  

(A)在氧氣中燃燒呈黃色火焰     (B)水中溶解度隨溫度上昇而下降 

(C)大量洩漏時可用水霧消除 (D)與鹵素作用時會釋放出氫 

24. IG-541 滅火劑，其中數字「4」表： 

(A) N2：40%     (B) Ar：40% (C) CO2：40% (D) CO2：4% 

25. 區劃空間在閃燃後處於燃料控制燃燒時，當木材燃料的表面積為 30 m
2，曝露於 50 kW/m

2的輻
射熱通量時，木材的熱釋放率為多少？（假設木材的燃燒熱為 16 MJ/kg，氣化熱為 6.0 MJ/kg，
吸收率為 0.8，燃燒效率為 100%） 

(A) 4.0 MW    (B) 3.6 MW (C) 3.2 MW (D) 2.8 MW  

二、申論題(共 50 分) 

（一）何謂閃燃？請說明閃燃發生時，室內輻射熱通量、溫度以及氣體濃度有何特徵？

請評估室內引發閃燃的最低熱釋放率？ 

（二）何謂通風因子？在可燃物面積固定不變，點火引燃後，請說明通風因子（從零

變化到極大）對室內可燃物燃燒速率的影響為何？請說明通風因子對通風控制

燃燒與燃料控制燃燒轉變的影響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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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 0 2 年警佐班第 3 3 期、消佐班第 1 7 期各科試題解答修正版 
 

消佐班第 17 期 

火災學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B C D C A D A B A C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D B A C D B B D C B 
21 22 23 24 25      
送分 A D B C      

 

中央警察大學 102 年警佐班第 33 期、消佐班第 17 期招生考試試題 

標準答案釋疑結果 

【火災學】 

第 21 題：本題原公布答案(A)，修正為送分。 

【火災學】 

第 21 題：【考生 97023、97034 提】 

1.依據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月八日內政部內授消字第 0990824483號令，「六類公共危險物品緊急應變搶

救代碼標示內容及位置注意要點」確已自 99年 10月 8日起廢止。 

2.本題原公布答案(A)，修正為送分。 

 

立即 Google 搜尋〝警察特考中心〞 

了解更多警察考試資訊、警察函授課程優惠和上榜心得 

每年最新課程七月全面開課 

全國唯一專辦警消考試的線上函授補習班 

高見公職-警察特考補習班-聯絡資訊 

連絡電話：07-2233812 

聯絡地址：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二路 222 號 3 樓之 2 

LINE 帳號：godtrain 

以上考卷題答和試題疑義等資源來自於中央警察大學官網整理 

高見公職預祝各位考生金榜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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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3 年消佐班第 18 期第 1、2 類招生考詴詴題 

科 目：火災學 

注 

意 

事 

項 

1.本詴題共分兩部分，第一部分為單一選擇題，第二部分為申論題。 

2.單一選擇題共 25 題，每題各有 4 個備選答案，其中只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請將正確

或最適當的答案選出，然後用 2B 鉛筆，將答案卡上同一題號答案位置的長方格範圍塗黑，

答對者每題得 2 分，答錯或不答者以 0 分計。(答案卡上自第 26 題至第 80 題，空著不用，

備選答案 E 請勿劃記。) 

3.申論題共 2 題，每題 25 分，請在「答案卷」上作答，可不抄題，但須註明題號。 

4.本詴題共 4 頁。 

ㄧ、單一選擇題(共 50 分) 

1. 火災受氣象、燃燒物體、建築物構造，以及地形地物等各種因素之影響，而呈現複雜之現象。

這是什麼特性？ 

(A)成長性   (B)不定性 (C)偶發性 (D)以上皆是 

2. 火災與氣溫之關係，各家說法不同。有些國家夏季之火災發生率不如冬季，最不可能是因為以

下何種因素？ 

(A)火災發生率與氣溫高低無關  

(B)其他因素也同時影響著火災發生率  

(C)冬天比較乾燥 

(D)氣溫高低會影響火災發生率 

3. 燃燒所生物質屬於氣體之型態，則該燃燒為： 

(A)一定是均一系燃燒  (B)一定不是均一系燃燒 

(C)可能是非均一系燃燒  (D)一定不是非均一系燃燒 

4. 甲烷、乙烷、丙烷、丁烷燃燒熱分別為甲、乙、丙、丁，下述何者為是？ 

(A)甲>乙>丙>丁    (B)甲<乙<丁<丙       (C)甲>乙>丁>丙       (D)甲<乙<丙<丁  

5. 鐵、水蒸氣和空氣在攝氏 100 度的熱傳導度分別為甲、乙、丙，下述何者為是？ 

(A)甲<乙<丙    (B)乙<甲<丙 (C)乙>甲>丙 (D)甲>乙>丙 

6. 熱能的傳遞有三種形式，分別是傳導，對流和輻射。請問圖一中箭頭所指位置主要是受何形式

的熱傳遞所造成？ 

(A)傳導   (B)對流 (C)輻射 (D)對流和輻射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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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熱能的傳遞有三種形式，分別是傳導，對流和輻射。請問圖二中箭頭所指位置是受何形式的熱

傳遞所造成？ 

(A)對流   (B)輻射 (C)對流和輻射        (D)傳導          

 

 

 

 

 

 

 

 

 

 

 

 

 

圖二 

8. 下列何者是「電氣火花」（electrical sparks）？ 

(A)堅硬物體摩擦所生成的高溫、炙熱、發亮、發光的粒子  

(B)電石摩擦或撞擊所生成的高溫、炙熱、發亮、發光的粒子 

(C)短路瞬間透過空氣的放電現象  

(D)B 和 C 皆是 

9. 在火災現場找到通電狀態下的熔斷痕，可以證明該火災的原因是何因素？  

(A)是電氣因素     (B)是電器因素 (C)不是電氣因素 (D)可能不是電氣因素 

10. 在送驗的火災現場殘跡中無法檢出易燃性液體的成分，可以說明該火災的原因是何因素？ 

(A)是縱火因素     (B)是人為因素  

(C)不是縱火因素  (D)可能不是縱火也可能是縱火  

11. 欲引爆爆炸範圍內的可燃性氣體，必須有足夠的最小能量，其單位是：                                                                                                                                                                                                                 

(A)mJ     (B)J (C)BTU (D)以上皆是 

12. 欲使可燃性液體自行發火，必須將液體加溫至發火點（auto-ignition point）以上，其單位為： 

(A)℃    (B)℉ (C)K (D)以上皆是   

13. 鋁粉甲的顆粒尺寸為 A，其粉塵發火溫度為 B，鋁粉乙的顆粒尺寸為 a，其粉塵發火溫度為 b。

下列選項何者為是？ 

(A) A 為 29μm，B 為攝氏 560 度，a <10μm，b 為攝氏 710 度 

(B) A 為 29μm，B 為攝氏 710 度，a <10μm，b 為攝氏 710 度 

(C) A 為 29μm，B 為攝氏 710 度，a <10μm，b 為攝氏 560 度 

(D) A 為 29μm，B 為攝氏 710 度，a 為 29μm，b 為攝氏 560 度 

14. 燃燒四面體除可燃物和連鎖反應外，還有哪兩項？ 

(A)助燃物和熱能 (B)氧和溫度 (C)助燃物和能量 (D)助燃物和溫度 

15. 氣體燃料在一定體積空氣中可燃的最大量稱為： 

(A)燃燒範圍     (B)爆炸範圍 (C)爆炸上限 (D)爆炸下限  

16. 有關輕水之敘述，何者為是？ 

(A)缺乏耐火性   (B)無機輕水如藻酸膠   

(C)有機輕水如水玻璃   (D)常被用來當作滅火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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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區劃空間的火災發展略分為四個階段：初期、成長期、最盛期和衰竭期。請問圖三所示黑色部

分之面積為： 

(A)最高釋熱量   (B)總釋熱量 (C)最高釋熱率 (D)總釋熱率 

 

 

 

 

 

 

 

 

 

 

圖三 

18. 下列何者是火花（sparks）？ 

(A)堅硬物體摩擦所生成的高溫、炙熱、發亮、發光的粒子  

(B)電石摩擦或撞擊所生成的高溫、炙熱、發亮、發光的粒子 

(C)短路瞬間透過空氣的放電現象  

(D)以上皆是   

19. 原油儲槽所發生的 boilover 是屬於： 

(A)蒸氣爆炸     (B)混和爆炸 (C)化學爆炸 (D)分解爆炸 

20. 下述何者為 NFPA 危險物品標示的規定？ 

(A)危險程度分為 1，2，3，4 等四級     (B)藍色表示毒性  

(C)無色表示反應性  (D) A 和 B 都對     

21. 雷電經送配電線，達建築物或變電所之機器而放電。此謂之為： 

(A)直擊雷     (B)侵入雷 (C)誘導雷 (D)側擊雷  

22. 有關硝酸（HNO3）的敘述，何者為非？ 

(A)淡黃色液體      (B)強氧化性  

(C)比重約為 1.4  (D)可以溶解很多種金屬   

23. 有關混和危險之敘述，何者為非？ 

(A)過氯酸鹽不能和汽油混合    (B)金屬鈉不能和硝酸混合  

(C)金屬鈉不能和汽油混合 (D)鎂粉不能和硝酸混合  

24. 有關乙炔之敘述，何者為是？ 

(A)化學式為 C2H4  

(B)與空氣的混合焰，可達攝氏 3000度以上 

(C)可溶於丙酮 

(D)不溶於酒精  

25. 有關 FM-200 之敘述，何者為非？ 

(A)化學式為 CF3CHFCF3     (B)通常以氣體狀態儲存    

(C)常用於抑制燃燒的連鎖反應    (D)比重為 5.863  

 

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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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論題(共 50 分) 

（一）石油醚（petroleum ether）的自動發火溫度（auto-ignition temperature）為攝氏

288 度，閉杯式閃火點為攝氏-18 度，燃燒/爆炸範圍為 1.1-5.9％（攝氏 20 度

的空氣中），比重為 0.6。點燃中香菸的中心部溫度約為攝氏 700-800 度，但其

表面溫度約為攝氏 240-300 度。請問如果有人將點燃中的香菸攜帶至石油醚濃

度為 3.5％（攝氏 20 度的空氣中）的室內空間裡，是否會引起燃燒或爆炸？請

詳細說明理由。 

（二）請分別敘述化學災害搶救時的三種管制區和說明指揮站應該設置在那個位置？ 

 

中 央 警 察 大 學 1 0 3 年 警 佐 班第 3 4 期 、 消 佐 班 第 1 8 期 各 科 測 驗 題 解答 
 

消佐班第 18 期 

火災學  詴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B A C D D A C C D D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D D C A C A B D A B 
21 22 23 24 25      
B A C C B      

 

中央警察大學 103 年警佐班第 34 期、消佐班第 18 期招生考詴詴題 

標準答案釋疑結果 

【火災學】 

第 2 題：【考生未填註准考證號碼】 

1.火災與氣溫的關係，各家說法不同，但真相只有一個。氣溫高低本就會影響起火的難易度。冬天濕度

低、較乾燥，再加上放鞭炮、天燈及元宵燈籠節等其他因素，也會影響冬天的火災發生率，因此氣溫

還是會影響火災的發生率。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無誤 

第 17 題：【考生 96579 提】 

1.縱軸已標示為 kW，依照 kW 的定義為焦耳/秒×1000，所以 kW 若再乘以橫軸的時間為總釋熱量，不能

用總釋熱率取代。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B)無誤 

立即 Google 搜尋〝警察特考中心〞 

了解更多警察考試資訊、警察函授課程優惠和上榜心得 

每年最新課程七月全面開課 

全國唯一專辦警消考試的線上函授補習班 

高見公職-警察特考補習班-聯絡資訊 

連絡電話：07-2233812 

聯絡地址：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二路 222 號 3 樓之 2 

LINE 帳號：godtrain 

以上考卷題答和試題疑義等資源來自於中央警察大學官網整理 

高見公職預祝各位考生金榜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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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4 年消佐班第 19 期第 1、2 類招生考試試題 

科 目：火災學 

注 

意 

事 

項 

1.本試題共分兩部分，第一部分為單一選擇題，第二部分為申論題。 

2.單一選擇題共 25 題，每題各有 4 個備選答案，其中只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請將正確

或最適當的答案選出，然後用 2B 鉛筆，將答案卡上同一題號答案位置的長方格範圍塗黑，

答對者每題得 2 分，答錯或不答者以 0 分計。(答案卡上自第 26 題至第 80 題，空著不用，

備選答案 E 請勿劃記。) 

3.申論題共 2 題，每題 25 分，請在「答案卷」上作答，可不抄題，但須註明題號。 

4.本試題共 2 頁。 

ㄧ、單一選擇題(共 50 分) 

1. 現行使用甚多之鹵化物滅火藥劑 HFC-23，就其化學組成而言，含有幾個碳？ 

(A)零個     (B)一個 (C)二個 (D)三個 

2. 若 FM-200 之設計濃度為 7%，試問在此情形下，其放出後該空間之氧濃度約為多少？ 

(A)19.5%     (B)18%              (C)16.5% (D)15% 

3. 丙烯腈屬於下列何種自燃發火性物質？ 

(A)分解熱之蓄積而發火之物質     (B)氧化熱之蓄積而發火之物質 

(C)吸著熱之蓄積而發火之物質 (D)聚合熱之蓄積而發火之物質 

4. 若人穿毛衣從駕駛座起來之帶電電壓經測定為 200V，靜電容量為 2nF(但 n=10
-9

)，試問此時之
靜電能量為多少？ 

(A)2×10
-5

j (B)4×10
-5

j (C)6×10
-5

j (D)8×10
-5

j 

5. 三相三線式電動機配線之一線斷線，若其負載率維持在 75%，試問其繞組電流為未斷線全負載
電流之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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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若電流為 30 安培，電阻為 0.5 歐姆，通電時間為 10 秒，試問在此情況下其發熱量為多少焦耳？ 

(A)1080     (B)2160 (C)4500 (D)9000  

7. 火災時若流入樓梯之煙溫為 180℃，而外氣溫度為 30℃時，假設距中性帶之高度為 30m，則其
室內外壓力差為多少？ 

(A)85 Pa     (B)93 Pa (C)98 Pa (D)113Pa  

8. 某一建築物挑高 50m，若其頂部與底部設有空氣流動之開口各為 20 ㎡與 40 ㎡，火災時若底部
之溫度為 20℃，頂部為 500℃，試問其中性帶距底部多高之位置？ 

(A)10m     (B)15m (C)20m (D)25m 

9. 依據建築物火災 t
2成長理論，當火災成長常數為 K=600 時，表示火災成長之速度為下列何項？ 

(A)慢速成長     (B)中速成長 (C)快速成長 (D)極快速成長 

10. 若空氣中氧之重量佔整體之 23%，欲使 2 公斤之碳完全燃燒時，需要多少公斤之空氣？ 

(A)5.8     (B)11.6 (C)17.4 (D)23.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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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度時，其受到之輻射熱量為多少？ 

(A)0.866Q     (B)0.707Q (C)0.5Q (D)0.414Q 

12. 試以化學理論濃度計算丙烷之燃燒下限值？ 

(A)1.6%     (B)1.9% (C)2.2% (D)2.5% 

13. 經常可在電視上看到火鍋店因添加酒精膏不當而發生爆炸傷人之報導，此種爆炸屬於何種爆
炸？ 

(A)蒸氣爆炸     (B)分解爆炸 (C)混合氣體爆炸 (D)粉塵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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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某混合氣體由甲烷(佔 70%，燃燒下限 5.3%)、一氧化碳(佔 10%，燃燒下限 12.5%)及氫(佔 20%，
燃燒下限 4.0%)所組成，試問此混合氣體之燃燒下限約為多少？ 

(A)4.9%     (B)5.1% (C)5.3% (D)5.5% 

15. 物質形態會影響其燃燒，請問：可燃性氣體除本身之燃燒性外，尚受下列何種因素之影響？ 

(A)沸點     (B)引火點 (C)形狀 (D)氣積差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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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下列何者為乙酸甲酯之化學式？ 

(A)CH3COOCH3     (B)CH3COCH3 (C)CH3COOOCH3 (D)CH3CH2CH3 

18. 當鍋爐破裂回復常壓時，鍋爐內高壓高溫之水會氣化膨脹 1700 倍而造成蒸氣爆炸，丙烷槽車
也一樣，當受熱造成槽車破裂時，高壓之液化丙烷亦會氣化造成蒸氣爆炸，試問理論上丙烷槽
車內之液化丙烷產生蒸氣爆炸時，其膨脹倍數約為幾倍？(液化丙烷之比重為 0.58、沸點為-45

℃) 

(A)194     (B)214 (C)246 (D)286 

19. 實效濕度之公式為 He=(1-r)(Hm+rH1+r
2
H2+…….+r

n
H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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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鹵化烴滅火藥劑中，均含有鹵族元素，下列何種滅火藥劑不會造成臭氧層之破壞？ 

(A)含碳、氫、氟之鹵化烴滅火藥劑     (B)含碳、氫、氯之鹵化烴滅火藥劑 

(C)含碳、氫、溴之鹵化烴滅火藥劑 (D)含碳、氫、碘之鹵化烴滅火藥劑 

21. 若硝化纖維之化學式為 C24H35O15(NO3)5，則其硝化度為多少？ 

(A)13.48     (B)11.97 (C)9.15 (D)8.02 

22. 某倉庫建築物因可燃物甚多，已知其為通風控制燃燒，若該建築物有一個窗戶寬 3.0 公尺、高
2.5 公尺，一道門寬 4.0 公尺、高 4.0 公尺，在此情形下其燃燒速率為多少公斤/分？ 

(A)198     (B)221  (C)243 (D)265 

23. 有兩個開口其面積分別為 5 ㎡與 8 ㎡，若相互串聯則其等效流動面積為多少㎡？ 

(A)4.5     (B)4.2  (C)3.9 (D)3.7 

24. 在ㄧ個長 10m、寬 8m、高 3m 之房間內，燃燒 400g 的聚酯泡綿床墊，假設其 Dm=0.22 ㎡/g，
試計算此時火場中發光避難指示燈之能見度為多少？ 

(A)10.5m     (B)9.4m (C)8.2m (D)7.1m 

25. TNT 炸藥又稱黃色炸藥，其化學成分之命名為下列何者？ 

(A)三硝基甲苯    (B)三硝酸甘油酯 (C)三酸甘油酯 (D)三硝基苯酚  

二、申論題(共 50 分) 

（一）今年新屋保齡球館發生重大火災案件，造成 6 名消防人員殉職，也引起廣泛討

論閃燃(flashover)、爆燃(backdraft)，試從燃燒範圍之觀念，說明何謂閃燃、爆

燃？並請說明其有哪些具體徵兆，有助消防人員研判，以便及早因應來避免傷

亡？(25 分) 

（二）以前大量使用海龍鹵化烷滅火藥劑，現已因蒙特婁議定書而禁止使用，試問何

以這些滅火藥劑會破壞臭氧層，請就其化學反應式說明之？並說明何以現行海

龍替代品之鹵化烴滅火藥劑不會造成臭氧層之破壞？(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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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 0 0 年消佐班第 1 5 期招生考試試題 

科 目：消防安全設備 

注 

意 

事 

項 

1.本試題共分兩部分，第一部分為單一選擇題，第二部分為申論題。 

2.單一選擇題共 25 題，每題各有 4 個備選答案，其中只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請將正確

或最適當的答案選出，然後用 2B 鉛筆，將答案卡上同一題號答案位置的長方格範圍塗黑，

答對者每題得 2 分，答錯或不答者以 0 分計。(答案卡上自第 26 題至第 80 題，空著不用，

備選答案 E 請勿劃記。) 

3.申論題共 2 題，每題 25 分，請在「答案卷」上作答，可不抄題，但須註明題號。 

4.本試題共 5 頁。 

ㄧ、單一選擇題(共 50 分) 

1.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有關用途分類規定，電視播送場係屬何類場所？ 

(A) 甲類              (B) 乙類 (C) 丙類 (D) 丁類 

2.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十五條有關應設置室內消防栓設備場所規定，下列敘

述何者錯誤？ 

(A) 五層以下建築物，供酒吧場所使用，任何一層樓地板面積在三百平方公尺以上者 

(B) 五層以下建築物，供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機構場所使用，任何一層樓地板面積在五百平方

公尺以上者 

(C) 總樓地板面積在一百五十平方公尺以上之地下建築物 

(D) 設有室外消防栓設備時，在第一層水平距離四十公尺以下、第二層水平距離四十公尺以下

有效滅火範圍內，室內消防栓設備限於第一層、第二層免設 

3.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十六條規定應設置室外消防栓設備場所，同一建築基

地內有二棟以上木造或其他易燃構造建築物時，建築物間外牆與中心線水平距離第一層在 M

公尺以下，第二層在 N 公尺以下，且合計各棟第一層及第二層樓地板面積在 S 平方公尺以上

者，其中 M：N：S＝？  

(A) 五：十：一千五百 (B) 四：六：二千 

(C) 三：五：三千 (D) 二：四：一千 

4.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建築物自何時起，增建或改建部份之樓地板面積

合計逾一千平方公尺或占原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二分之一以上時，該建築物之消防安全設備，

適用增建、改建後之標準？ 

(A) 中華民國 74 年 11 月 29 日 (B) 中華民國 78 年 7 月 31 日  

(C) 中華民國 85 年 3 月 13 日 (D) 中華民國 85 年 7 月 1 日 

5.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十八條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平時有特定或不特定人員使用之中央管理室、防災中心等類似處所，不得設置二氧化碳滅

火設備   

(B) 樓地板面積在三百平方公尺以上之餐廳，其廚房排油煙管及煙罩應設簡易自動滅火裝置 

(C) 變壓器室樓地板面積在二百平方公尺以上者，可選擇設置泡沫滅火設備  

(D) 引擎試驗室樓地板面積在二百平方公尺以上者，可選擇設置泡沫滅火設備 

6. 應設置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場所，除供甲類場所、地下建築物、高層建築物或應設置偵煙式探

測器之場所外，如已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設置自動撒水、水霧或泡沫滅火設

備 (限使用標示攝氏溫度 M 度以下，動作時間 N 秒以內之密閉型撒水頭) 者，在該有效範圍內，

得免設火警自動警報設備，其中 M：N＝？ 

(A) 75：60     (B) 80：50 (C) 90：60 (D) 10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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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依「消防法」第六條第四項及內政部「應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之場所公告」規定，下列不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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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所，何者應設置住宅用火

災警報器？ 

(A) 老人服務機構（限供日間照顧、臨時照顧、短期保護及安置者） 

(B)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限供住宿養護、日間服務、臨時及短期照顧者）  

(C) 養護機構 

(D) 長期照護機構 

8. 依「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設置辦法」有關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安裝方式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裝置於天花板或樓板者，警報器下端距離天花板或樓板六十公分以內 

(B) 裝置於天花板或樓板者，裝設於距離牆面或樑六十公分以上之位置 

(C) 裝置於牆面者，距天花板或樓板下方十五公分以上六十公分以下 

(D) 以裝置於居室中心為原則，距離出風口一點五公尺以上 

9. 依「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證書費收費標準」規定，申請核發或補（換）發證書，應繳納證

書費，每張新臺幣多少元？ 

(A) 三千 (B) 二千 (C) 一千 (D) 五百 

10. 依「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認可基準」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不得因偵測部所受之氣流方向不同，而使住警器相關功能發生顯著變動，且住警器以其平

面位置為定點，使之傾斜 45 度情況下，不得功能異常  

(B) 附有自動試驗功能之住警器，應能自動以閃滅或音響等方式表示功能異常，且在尚未以手

動方式停止前，能持續警示 72 小時以上 

(C) 僅以標示燈發出警報者，除能明確知道異常之標示外，其標示燈之閃滅在每 2 分鐘內應重

複 1 次以上，且該動作可以持續 72 小時以上（包含持續亮燈動作） 

(D) 偵煙型探測器靈敏度試驗機應維持溫度在(30±2)℃環境下進行測試 

11. 依「消防機具器材及設備認可標示之標示方法及規格」規定，下列何設備名稱之代號有錯誤？ 

(A) 泡沫噴頭：NFA-FH (B) 消防水帶用快速接頭：NFA-HC 

(C) 緊急照明燈：NFA-EM (D)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NFA-FD 

12. 依「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審查費及證書費收費標準」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依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管理辦法第五條規定申請為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

者，應繳納審查費，每件新臺幣一千元整 

(B) 依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管理辦法第十五條規定申請延展合格證書者，應繳納審查

費，每件新臺幣一千元整 

(C) 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申請核發、延展、補（換）發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合格

證書者，應繳納證書費，每張新臺幣一千元整 

(D) 行政區域調整或門牌改編致變更營業場所地址申請換發證書者，免收取證書費 

13. 依「各級消防主管機關辦理消防安全檢查違法案件處理注意事項」規定，限期改善案件應依

裁處基準表所列期限，審酌個案給予適當改善期限，如一時無法判定，得以書面通知該場所

管理權人於幾日內陳報改善計畫書？ 

(A) 7    (B) 10 (C) 15 (D) 30 

14. 依「各級消防主管機關辦理消防安全檢查違法案件處理注意事項」規定，違反消防法第六條

第一項、第四項者，經依消防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連續處罰，並予以停業或停止使用之處分

後，仍不改善者，得依行政執行法第三十條處新臺幣 M 元以上 N 元以下怠金。逾期不改善，

並得依行政執行法第 S 條第二項第四款及第 F 條規定斷絕其營業所必須之自來水、電力或其

他能源，其中 M：N：S：F＝？ 

(A) 六千：三萬：二十：三十  (B) 五千：三十萬：二十八：三十二 

(C) 三十萬：五十萬：三十二：三十五 (D) 五十萬：一百萬：二十八：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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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作業基準」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每次檢修時間之間隔，甲類場所不得少於五個月 

(B) 經消防機關會勘通過且依建築法規定取得使用執照之合法場所，自取得使用執照日期起計

算，甲類場所距申報截止日期在六個月以內者，當次免辦理檢修申報 

(C) 未依使用執照用途之違規使用場所，應以其實際用途，辦理檢修申報 

(D) 各類場所之管理權人應於申報期間截止日前，委託檢修專業機構或消防法第七條規定之人

員辦理檢修，並於檢修完成後三十日內，分別填具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表及檢附消防安

全設備檢修報告書，向當地消防機關申報 

16. 從事瓦斯漏氣火警自動警報設備性能檢查工作時，若一回路之瓦斯漏氣檢知器有 25 個時，應

選取檢查數量為多少個？ 

(A) 5 (B) 4 (C) 3 (D) 2 

17. 緊急照明燈設置於地下建築物之地下通道時，其地板面之水平面照度應達 M 勒克斯（lux）以

上，且應連接緊急電源，若採蓄電池設備與緊急發電機併設方式時，其容量應能使其持續動

作分別為 N 分鐘及 S 分鐘以上，其中 M：N：S＝？ 

(A) 十：十五：三十  (B) 五：十五：十五 (C) 二：三十：三十 (D) 一：二十：三十 

18. 依「建築技術規則」有關緊急用昇降機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機間四周應為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及樓板，其天花板及牆裝修，應使用耐燃一

級材料 

(B) 機間出入口應為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防火門。除開向特別安全梯外，限設二處，且

不得直接連接居室 

(C) 機間在避難層之位置，自昇降機出口或昇降機間之出入口至通往戶外出入口之步行距離不

得大於三十公尺 

(D) 每座昇降機間之樓地板面積不得小於十平方公尺 

19. 出口標示燈標示面光度應在 M 燭光（cd）以上，或具閃滅功能；避難方向指示燈標示面光度

應在 N 燭光（cd）以上，其中 M：N＝？ 

(A) 十：二十   (B) 二十：二十 (C) 二十：二十五 (D) 十：三十 

20. 建築物高度在五十公尺以下時，連結送水管得與室內消防栓共用立管，其管徑應在 M 公厘以

上，支管管徑應在 N 公厘以上，其中 M：N＝？ 

(A) 一百：六十五    (B) 一百：六十三 (C) 六十三：六十三 (D) 五十：三十八 

21.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有關緊急電源插座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緊急電源插座為接地型，裝設高度距離樓地板一點五公尺以上二點一公尺以下  

(B) 應從主配電盤設專用回路，各層至少設二回路以上之供電線路，且每一回路之連接插座數

在十個以下 

(C) 保護箱蓋標示緊急電源插座字樣，每字在二平方公分以上 

(D) 緊急電源插座裝設於樓梯間或緊急昇降機間等 (含各該處五公尺以內之場所) 消防人員易

於施行救火處，且每一層任何一處至插座之水平距離在五十公尺以下 

22.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二百十二條有關設於公共危險物品製造、儲存或處

理場所之水霧滅火設備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放射區域，每一區域在一百五十平方公尺以上，其防護對象之面積未滿一百五十平方公尺

者，以其實際面積計算之 

 (B) 水源容量在最大放射區域，全部水霧噴頭繼續放水三十分鐘之水量以上 

 (C) 其放射區域每平方公尺每分鐘放水量在二十公升以上 

(D) 最大放射區域水霧噴頭同時放水時，各水霧噴頭之放射壓力在每平方公分二點七公斤以上

或 0.27MPa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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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應設排煙設備場所

之排煙設備設置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每層樓地板面積每五百平方公尺內，以防煙壁區劃。但戲院、電影院、歌廳、集會堂等場

所觀眾席，及工廠等類似建築物，其天花板高度在五公尺以上，且天花板及室內牆面以耐

燃一級材料裝修者，不在此限 

(B) 地下建築物之地下通道每五百平方公尺應以防煙壁區劃 

(C) 防煙區劃之範圍內，任一位置至排煙口之水平距離在三十公尺以下，排煙口設於天花板或

其下方八十公分範圍內，除直接面向戶外，應與排煙風管連接。但排煙口設在天花板下方，

防煙壁下垂高度未達八十公分時，排煙口應設在該防煙壁之下垂高度內 

(D) 排煙口之開口面積在防煙區劃面積之百分之二以上，且以自然方式直接排至戶外。排煙口

無法以自然方式直接排至戶外時，應設排煙機。 

24.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二百二十八條有關加氣站設置滅火器數量規定，下

列敘述何者錯誤？ 

 (A) 儲氣槽區三具以上   

 (B) 加氣機每臺一具以上   

 (C) 用火設備處所一具以上  

 (D) 建築物每層樓地板面積在一百平方公尺以下設置二具，超過一百平方公尺時，每增加（含

未滿）一百平方公尺增設一具 

25.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二百十三條有關設於儲槽之固定式泡沫滅火設備之

泡沫放出口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特殊型泡沫放出口之泡沫隔板係指在浮頂之上方設有高度在零點三公尺以上，且距離儲槽

內側在零點三公尺以上鋼製隔板，具可以阻止放出之泡沫外流，且視該儲槽設置地區預期

之最大降雨量，設有可充分排水之排水口之構造者為限                         

(B) Ⅲ型泡沫放出口，限於處理或儲存在攝氏二十度時一百公克中水中溶解量未達一公克之公

共危險物品，及儲存溫度在攝氏五十度以下或動粘度在 100cst  以下之公共危險物品儲槽使

用 

(C) 內浮頂儲槽浮頂採用鋼製雙層甲板（Double deck） 或鋼製浮筒式（Pantoon） 甲板，其泡

沫系統之泡沫放出口種類及數量，得比照外浮頂儲槽設置 

(D) Ⅳ型泡沫放出口是指由固定頂或儲槽之上部注入泡沫之放出口 

 

二、申論題(共 50 分) 

 (一)依 NFPA 2001 規定，請摘要說明有關潔淨藥劑滅火系統之審查原則與要領為何? 

並試申論比較我國內政部消防署於民國 86 年 11 月 13 日台（86）內消字第 86891

號函頒海龍替代藥劑自動滅火設備十項審查要點之異同處？何謂 NOAEL 及

LOAEL，在全區放射式之海龍替代藥劑自動滅火設備設計時有何意義? 以防護

建築物內電腦機房安全為例，現常選用鹵化烷化合物系列（如 FM-200【HFC- 227 

ea】、HFC-23【FE -13】、Novec 1230 等）或惰性氣體（如 INERGEN 系列 IG 541、

IG- 55、IG- 100 等）化學滅火系統為設計主流，請繪出其潔淨滅火系統之動作設

計流程圖、平面圖與昇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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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某建設公司擬蓋地上 12 層地下一層鋼筋混凝土構造（RC）之防火建築物一棟（基

地土地面積為 750 平方公尺，建築物各層面積如下：地下一層【B1F】樓地板面

積為 450 平方公尺，高度為 3.5 公尺，用途為：停車場、機房；地上第一層至第

十二層【1F~12F】：各層樓地板面積各為 400 平方公尺【長 20 公尺×寬 20 公尺】，

高度各為 3 公尺，用途各為：集合住宅；屋頂突出物【RF】樓地板面積為 50 平

方公尺，高度為 2.5 公尺，用途為：電梯機械室），於 2010 年 06 月 13 日向基地

管轄之某縣市政府申請「建築物建造執照」並於 2010 年 09 月 12 日審核通過並

核發建照，其第十二層之集合住宅，若配置密閉式一般反應型撒水頭之自動撒水

設備，其有關撒水頭配置位置如圖 1 所示，已知： 

1.撒水頭數量：1F~12F 等合計 144 個（每層各設置有 12 個撒水頭） 

2.自幫浦至頂層撒水頭之高度為：37 公尺(不計底閥至幫浦之高度) 

 自底閥至幫浦之高度為：2 公尺 

    3.經計算結果，其所需之配管摩擦損失水頭為：2 公尺 

    4.消防幫浦效率：65%  

    5.連結係數：1.1 

    6.本棟自動撒水設備之配管及配件為碳鋼鋼管並符合中國國家標準 

 CNS 6445 規定  

試求： 

(1)在不考慮隔間、樑柱條件下，試求 AB 之長度 

(2)消防幫浦出水量 

(3)所需水源容量 

(4)消防幫浦全揚程 

(5)消防幫浦直結電動機容量應為多少 KW？ 

(6)並述此計算公式之由來依據？ 

 (7)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置標準」第 59 條規定，至少應設幾個送水口？ 
 

 

 

 

 

 

 

 

 

 

 

 

 

   A          B 

 

圖 1 第十二層辦公室之撒水頭配置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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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 0 1 年消佐班第 1 6 期招生考試試題 

科 目：消防安全設備 

注 

意 

事 

項 

1.本試題共分兩部分，第一部分為單一選擇題，第二部分為申論題。 

2.單一選擇題共 25 題，每題各有 4 個備選答案，其中只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請將正確

或最適當的答案選出，然後用 2B 鉛筆，將答案卡上同一題號答案位置的長方格範圍塗黑，

答對者每題得 2 分，答錯或不答者以 0 分計。(答案卡上自第 26 題至第 80 題，空著不用，

備選答案 E 請勿劃記。) 

3.申論題共 2 題，每題 25 分，請在「答案卷」上作答，可不抄題，但須註明題號。 

4.本試題共 4 頁。 

ㄧ、單一選擇題(共 50 分) 

1. 依「各類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之規定，有關二氧化碳滅火設備，何者敘述為錯誤？  

(A) 二氧化碳滅火設備採移動放射方式，其皮管接頭至防護對象任一部分之水平距離在 15 公

尺以下 

(B) 充填比在高壓式為 1.5 以上 1.9 以下 

(C) 二氧化碳噴頭之放射壓力，其滅火藥劑以常溫儲存者之高壓式為每平方公分 12 公斤以上 

(D) 啟動用氣體容器之內容積應有 1 公升以上，其所儲存之二氧化碳重量在 0.6 公斤以上，且

其充填比在 1.5 以上 

2. 依「各類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之規定，有關公共危險物品等場所消防設計及消防安全

設備之敘述，何者為錯誤？  

(A) 第四種滅火設備係指大型滅火器 

(B) 電氣設備使用之處所，每 100 平方公尺（含未滿）應設置第五種滅火設備一具以上 

(C) 公共危險物品製造或處理場所之建築物，外牆為防火構造者，設置第五種滅火設備者，總

樓地板面積每 100 平方公尺 (含未滿)有一滅火效能值 

(D) 公共危險物品儲存場所之建築物，外牆為防火構造，設置第五種滅火設備者，總樓地板面

積每 100 平方公尺（含未滿）有一滅火效能值 

3. 依「各類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之規定，有關室內消防栓之敘述，何者錯誤？  

(A) 幫浦出水量，第一種消防栓每支每分鐘之水量在 130 公升以上 

(B) 室內消防栓設備之消防立管管系竣工時，應做加壓試驗，試驗壓力不得小於加壓送水裝置

全閉揚程 1.5 倍以上之水壓 

(C) 消防栓箱內，配置口徑 38 毫米或 50 毫米之消防栓一個 

(D) 設置第一種消防栓時，各層任一點至消防栓接頭之水平距離在 25 公尺以下 

4. 依「各類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有關用途分類規定，老人文康機構係屬何類場所？  

(A) 甲               (B) 乙               (C) 丙               (D) 丁 

5. 依「各類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有關簡易自動滅火設備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A) 防護範圍內之噴頭，應一齊放射 

(B) 排油煙管內風速超過每分鐘 10 公尺，應在警戒長度外側設置放出藥劑之啟動裝置及連動

閉鎖閘門 

(C) 儲存鋼瓶及加壓氣體鋼瓶設置於攝氏 40 度以下之位置 

(D) 簡易自動滅火設備所稱之警戒長度，係指煙罩與排油煙管接合處往內 5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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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依「各類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下列何場所不得免設置緊急照明設備？  

(A) 在避難層，由居室任一點至通往屋外出口之步行距離在 30 公尺以下之居室 

(B) 集合住宅之居室 

(C) 保齡球館球道以防煙區劃之部分 

(D) 地下停車空間 

 

7. 依「各類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裝置面高度超過 20 公尺者，可選擇何種探測器

設置？ 

(A) 偵煙式探測器      (B) 光電式分離型偵煙探測器 

(C) 差動式分布型探測器 (D) 火焰式探測器 

 

8. 依「各類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集會堂之觀眾席設有固定座部分，且撒水頭裝置

面高度在多少公尺以上者，得免設撒水頭？  

(A) 4     (B) 6 (C) 8 (D) 10 

 

9. 連結送水管之出水口，應設於建築物第三層以上各層樓梯間或緊急昇降機間，且各層任一點至

出水口之水平距離應在多少公尺以下？ 

(A) 25     (B) 40 (C) 50 (D) 70 

 

10. 下列設置於公共危險物品之製造、儲存或處理場所之室外消防栓，其設置規定何者錯誤？  

(A) 口徑在 50 毫米以上 

(B) 與建築物一樓外牆各部分之水平距離在 40 公尺以下，且設置兩支以上 

(C) 瞄子出水壓力在每平方公分 3.5 公斤以上 

(D) 放水量在每分鐘 450 公升以上 

 

11. 供「各類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十二條第一款第六目所定長期照顧機構、身心障礙福

利機構使用之場所，未設其他自動滅火設備時，樓地板面積在多少平方公尺以上，就必須設置

自動撒水設備?  

(A) 300     (B) 500 (C) 1,000 (D) 1,500 

 

12. 公共危險物品等場所設置第一種或第二種滅火設備時，其緊急電源除準用「各類場所消防安全

設備設置標準」第三十八條規定外，其供電容量最少應供其有效動作多少時間以上？  

(A) 30 分鐘     (B) 45 分鐘 (C) 60 分鐘 (D) 90 分鐘 

 

13. 為防誤報，受信總機、中繼器及偵煙式探測器，有設定蓄積時間時，依規定其蓄積時間之合計，

每一火警分區在 M 秒以下，使用其他非偵煙探測器時，在 N 秒以下，請問 M+N 為多少?   

(A) 20     (B) 40 (C) 60 (D) 80 

 

14. 依「各類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泡沫滅火設備不適用下列哪種公共危險物品之防

護？  

(A) 鹼金屬過氧化物     (B) 硫化磷 

(C) 第四類公共危險物品 (D) 第五類公共危險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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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依「各類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三編，關於泡沫滅火設備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A) 局部放射時，高發泡放出口之泡沫水溶液放射量，防護面積每 1平方公尺在每分鐘 2公升以上 

(B) 泡水噴頭放射量在每分鐘 75 公升以上 

(C) 放射區域內任一點至泡沫噴頭之水平距離在 2.8 公尺以下 

(D) 合成界面活性泡沫液之泡沫噴頭樓地板面積每平方公尺之放射量為 8 公升/分鐘以上 

 

16. 有關自動撒水設備裝置流水檢知裝置，下列何者有誤？  

(A) 各樓層之樓地板面積在 5,000 平方公尺以下者，裝設一套 

(B) 無隔間之樓層內，得增為 10,000 平方公尺，裝設一套 

(C) 撒水頭或一齊開放閥開啟放水時，即發出警報 

(D) 附設制水閥，並應於明顯易見處設置標明制水閥字樣之標識 

 

17. 室內停車空間設置水霧滅火設備，有關排水設備之要求，下列何者錯誤？ 

(A) 車輛停駐場所地面坡度不得小於百分之二 

(B) 車輛停駐場所，面臨車道端，應設高 10 公分以上之境界堤 

(C) 車道之中央或兩側應設置排水溝 

(D) 滅火坑應具有油水分離裝置 

 

18. 下列有關泡沫原液儲槽之敘述，何者為錯誤？ 

(A) 可先按比例與水混合以備不時之需 

(B) 應設置於 40℃以下之環境，且無日光曝曬之處 

(C) 平時在加壓狀態者，應附設壓力表 

(D) 應設置有便於確認藥劑量之液面計 

 

19. 依「各類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關於避難逃生設備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 緊急照明設備連接緊急電源，採蓄電池設備與緊急發電機併設方式時，其容量應能分別使

其持續動作分別為 10 分鐘及 20 分鐘以上 

(B) 地下建築物，其總樓地板面積在 1,000 平方公尺以上者，主要避難路徑出口標示燈及避難

方向指示燈之緊急電源應使用蓄電池設備，其容量應在 60 分鐘以上，並得採蓄電池設備

及緊急發電機併設方式 

(C) 緊急照明燈在地面之水平面照度，使用低照度測定用光電管照度計測得之值，在地下建築

物之地下通道，其地板面應在 2 勒克司以上 

(D) 避難方向指示燈設於樓梯或坡道者，在樓梯級面或坡道表面之照度，應在 10 勒克司以上 

 

20. 下列有關光電式分離型探測器之規定，何者正確？  

(A) 設在與探測器光軸平行牆壁距離 30cm 以上、7m 以下之位置 

(B) 探測器之受光器及送光器，設在距其背部牆壁 1m 範圍內 

(C) 設在天花板高度 15m 以下之場所 

(D) 探測器之光軸高度，在天花板等高度百分之六十以上之位置 

 

21. 低壓式二氧化碳滅火設備之壓力下降警報設定壓力為多少？  

(A) 19 kgf/㎝ 2
    (B) 21 kgf/㎝ 2

 (C) 23 kgf/㎝ 2
 (D) 25 kgf/㎝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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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有關特別安全梯或緊急昇降機間排煙室之排煙設備設置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不正確？  

(A) 排煙機及進風機連接緊急電源，其供電容量應供其有效動作 30 分鐘以上 

(B) 兼用時排煙口之開口面積在 1.5 平方公尺以上 

(C) 排煙風管內部斷面積在 6 平方公尺以上 

(D) 排煙、進風風管貫穿防火區劃時，應在貫穿處設防火閘門 

 

23. 依「各類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關於二氧化碳滅火設備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不正確？  

(A) 全區放射方式所需滅火藥劑量，在電信機械室為 1.2 kg/m
3
 

(B) 移動放射方式每一具噴射瞄子所需滅火藥劑量在 90 公斤以上 

(C) 局部放射方式依所核算之滅火藥劑量應於 60 秒內全部放射完畢 

(D) 全區及局部放射方式之緊急電源，其容量應能使該設備有效動作 60 分鐘以上 

 

24. 建築物高度超過 60 公尺者，連結送水管應採用濕式，其中繼幫浦之設置，下列何者正確？ 

(A) 中繼幫浦出水量在每分鐘 2,000 公升以上 

(B) 屋頂水箱有 0.25 立方公尺以上容量 

(C) 中繼水箱有 1 立方公尺以上容量 

(D) 全閉揚程與押入揚程合計在 170 公尺以上時，增設幫浦使串聯運轉 

 

25. 依「各類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高架儲存倉庫之樓層高度超過 10 公尺，且未設

置水霧、泡沫、二氧化碳、乾粉等滅火設備時，樓地板面積在多少平方公尺以上者，應設置自

動撒水設備？  

(A) 100    (B) 300 (C) 500 (D) 700 

 

 

二、申論題(共 50 分) 

 (一) 排煙設備雖然列在消防搶救上必要設備，但保護對象仍以內部使用人員為主，

但考量主、被動防火系統互補等工程效益，因此有免設的規定，試問：不同規

模建築物之被動防火系統性能需符合何種要求，方可免設排煙系統？ 

 

 

（二）我國「各類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有關室內消防栓之規範，有第一種與

第二種之區分，但實務上幾乎很少看到使用第二種室內消防栓。試比較二者之

性能？另哪些場所在設置室內消防栓時，應以第二種室內消防栓做為優先考量

並說明主要理由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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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2 年消佐班第 17 期第 1、2 類招生考試試題 

科 目：消防安全設備 

注 

意 

事 

項 

1.本試題共分兩部分，第一部分為單一選擇題，第二部分為申論題。 

2.單一選擇題共 25 題，每題各有 4 個備選答案，其中只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請將正確

或最適當的答案選出，然後用 2B 鉛筆，將答案卡上同一題號答案位置的長方格範圍塗黑，

答對者每題得 2 分，答錯或不答者以 0 分計。(答案卡上自第 26 題至第 80 題，空著不用，

備選答案 E 請勿劃記。) 

3.申論題共 2 題，每題 25 分，請在「答案卷」上作答，可不抄題，但須註明題號。 

4.本試題共 5 頁。 

ㄧ、單一選擇題(共 50 分) 

1. 可燃性高壓氣體場所設置冷卻撒水設備，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四編規定，

何者敘述為錯誤？ 

(A)使用配管穿孔方式者，符合國家標準 CNS  一二八五四之規定，孔徑在四毫米以上 

(B)送水區域距加壓送水裝置在三百公尺以內者，得免設遠隔啟動裝置 

(C)水源容量在加壓送水裝置連續撒水三十分鐘之水量以上 

(D)撒水量為防護面積每平方公尺每分鐘二公升以上 

2. 設於直徑五十公尺之內浮頂儲槽之固定式泡沫滅火設備，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

準」第四編規定，應設置幾支何種類泡沫放出口？ 

(A)十支特殊型泡沫放出口   (B)八支Ⅳ型泡沫放出口 

(C)七支Ⅱ型泡沫放出口 (D)六支Ⅰ型泡沬放出口 

3. 加氣站之滅火器設置，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四編規定，何者敘述為錯誤？ 

(A)儲氣槽區設置三具以上 

(B)加氣機每臺一具以上 

(C)每具滅火器對普通火災具有四個以上之滅火效能值，對油類火災具有十個以上之滅火效能

值 

(D)建築物每層樓地板面積在一百平方公尺以下設置二具，超過一百平方公尺時，每增加（含

未滿）一百平方公尺增設一具 

4.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四編規定，第二種滅火設備不適用下列哪種公共危險

物品之防護？ 

(A)鹼金屬過氧化物 (B)硫化磷 (C)爆竹煙火 (D)第五類公共危險物品 

5. 儲存第四類公共危險物品場所設置水霧滅火設備，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四

編規定，何者敘述為錯誤？ 

(A)放射區域，每一區域在一百五十平方公尺以上，其防護對象之面積未滿一百五十平方公尺

者，以其實際面積計算之 

(B)水源容量在最大放射區域，全部水霧噴頭繼續放水三十分鐘之水量以上。其放射區域每平

方公尺每分鐘放水量在二十公升以上 

(C)最大放射區域水霧噴頭同時放水時，各水霧噴頭之放射壓力在每平方公分二點七公斤以上

或 0.27MPa 以上 

(D)水霧滅火設備之緊急電源之供電容量應供其有效動作四十五分鐘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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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地下建築物之地下通道每 M 平方公尺應以防煙壁

區劃。在防煙區劃之範圍內，任一位置至排煙口之水平距離在 N 公尺以下，排煙口設於天花

板或其下方 S 公分範圍內，除直接面向戶外，應與排煙風管連接。排煙口無法以自然方式直接

排至戶外時，應設排煙機。其總排煙量應在每分鐘 W 立方公尺以上，防煙壁應自天花板下垂

Y 公分以上，其中 M、N、S、W、Y 為何？ 

(A) M＝100、N＝45、S＝50、W＝500、Y＝100 

(B) M＝300、N＝30、S＝80、W＝600、Y＝80 

(C) M＝500、N＝20、S＝50、W＝600、Y＝50 

(D) M＝600、N＝25、S＝100、W＝300、Y＝80 

7.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緊急電源插座應從主配電盤設專用回路，各層至

少設 X 回路以上之供電線路，且每一回路之連接插座數在 Y 個以下。試問 X、Y 分別為何？ 

(A) X＝1、Y＝7      (B) X＝2、Y＝10 (C) X＝3、Y＝15 (D) X＝4、Y＝20 

8.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當設置四十五立方公尺（m
3
）消防專用蓄水池

且採機械方式引水時，若非為例外規定，則應設置 X 具出水量為 Y 公升/分鐘（ℓ/min) 之加壓

送水裝置，試問 X、Y 分別為何？ 

(A) X＝1、Y＝1100 (B) X＝2、Y＝1100 (C) X＝2、Y＝2200 (D) X＝1、Y＝3300 

9.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無線電通信輔助設備使用洩波同軸電纜，該電纜

適合傳送或輻射 M 百萬赫（MHz），且其標稱阻抗為 N 歐姆，請問 M+N 為多少？ 

(A) 150    (B) 200 (C) 250 (D) 300 

10.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防災中心樓地板面積應在 X 平方公尺以上，其

出入口至屋外任一出入口之步行距離在 Y 公尺以下，試問 X、Y 分別為何？ 

(A) X＝60、Y＝50   (B) X＝40、Y＝30 (C) X＝25、Y＝40   (D) X＝35、Y＝25 

11. 各類場所於增建、改建或變更用途時，其增建或改建部分，以「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

準」中華民國 X 年 Y 月 Z 日修正條文施行日起，樓地板面積合計逾一千平方公尺或占原建築

物總樓地板面積二分之一以上時，該建築物之消防安全設備設置適用增建、改建或變更用途後

之標準，試問 X、Y、Z 分別為何？ 

(A) X＝74、Y＝11、Z＝29               (B) X＝78、Y＝9、Z＝1 

(C) X＝85、Y＝3、Z＝13                 (D) X＝85、Y＝7、Z＝1 

12.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下列何場所應設置火警自動警報設備? 

(A)地下層供俱樂部使用之場所，樓地板面積在一百平方公尺以上者 

(B)二層建築物供幼稚園使用之場所，任何一層之樓地板面積在二百平方公尺以上者 

(C)六層建築物供集合住宅使用之場所，任何一層樓地板面積在二百平方公尺以上者 

(D)四層建築物供學校教室使用之場所，任何一層樓地板面積在三百平方公尺以上者 

13.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下列樓地板面積為三百五十平方公尺之場所，何

者不適合設置泡沫滅火設備？ 

(A)屋頂直昇機停機場（坪）           (B)印刷機房  

(C)鍋爐房       (D)飛機修理廠 

14.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有關定溫式線型探測器規定，何者敘述為正確？  

(A)探測器設在裝置面下方四十公分範圍內 

(B)非防火構造建築物探測器在各探測區域，使用第一種探測器時，裝置在自裝置面任一點起

水平距離四點五公尺以內 

(C)防火構造建築物探測器在各探測區域，使用第一種探測器時，裝置在自裝置面任一點起水

平距離五公尺以內 

(D)非防火構造建築物探測器在各探測區域，使用第二種探測器時，裝置在自裝置面任一點起

水平距離一公尺(防火構造建築物為三公尺)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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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有關用途分類規定，傢俱展示販售場係屬何類場所？  

(A) 甲               (B) 乙               (C) 丙               (D) 丁 

16. 依「緊急電源容量計算基準」有關輸出容量計算規定，何者敘述為正確？ 

(A)於兩種以上之消防安全設備同時啟動時，設有能按次序逐次於十秒內供給消防安全設備電

力之裝置 

(B)發電機輸出量 G （kVA）= 0.8 ×［發電機輸出係數 RG（kVA／kW）］×［負載輸出量合計 K

（kW）］ 

(C)發電機輸出量與原動機輸出量之整合率應大於 0.736。而最適當之組合應於其整合率值為未

滿 1.5 

(D)原動機輸出係數（RE），先算出定態負載輸出係數、容許轉數變動輸出係數、容許最大輸

出係數等三種係數，取其最大值 

17. 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規定，緊急用昇降機之每座昇降機間之樓地板面積不得小

於 X 平方公尺。機間在避難層之位置，自昇降機出口或昇降機間之出入口至通往戶外出入口

之步行距離不得大於 Y 公尺。戶外出入口並應臨接寬 Z 公尺以上之道路或通道，試問 X、Y、

Z 分別為何？ 

(A) X＝8、Y＝25、Z＝6               (B) X＝10、Y＝30、Z＝4 

(C) X＝20、Y＝40、Z＝8                 (D) X＝30、Y＝50、Z＝20 

18. 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及「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地下建築物

之地下通道設置緊急照明設備，於地下通道之地板面，應具有平均 X 勒克斯以上照度，其光

源之燈罩及其他類似部份之最下端，應在天花板面下 Y 公分內之範圍，試問 X、Y 分別為何？ 

(A) X＝10、Y＝50   (B) X＝8、Y＝50   (C) X＝2、Y＝40   (D) X＝1、Y＝30 

19. 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規定，高層建築物地板面高度在五十公尺以上或十六層以

上之樓層應設置緊急昇降機間，緊急用昇降機載重能力應達 M 人（N 公斤）以上，其速度不

得小於每分鐘 S 公尺，且自避難層至最上層應在 W 分鐘內抵達為限，其中 M、N、S、W 為何？ 

(A) M＝20、N＝1360、S＝65、W＝5 (B) M＝17、N＝1150、S＝60、W＝1 

(C) M＝15、N＝1000、S＝50、W＝3  (D) M＝10、N＝850、S＝60、W＝2 

20. 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有關高層建築物規定，何者敘述為錯誤？ 

(A)高層建築物通達地板面高度五十公尺以上或十六層以上樓層之直通樓梯，均應為特別安全

梯 

(B)高層建築物每一樓層均應設置火警自動警報設備，其十一層以上之樓層以設置偵煙型探測

器為原則 

(C)高層建築物之配管立管應考慮層間變位，一般配管之容許層間變位為二百分之一，消防、

瓦斯等配管為百分之一 

(D)高層建築物之防災設備所使用強弱電之電線電纜應採用強電二十分鐘、弱電十五分鐘以上

防火時效之配線方式 

21. 依「消防幫浦加壓送水裝置等及配管摩擦損失計算基準」之有關加壓送水裝置等規定，何者敘

述為錯誤？ 

(A)與幫浦相連接之配管系中所使用之凸緣須使用國家標準 CNS 七九Ｏ、七九一及七九二等鐵

金屬製管凸緣基準尺度 

(B)幫浦本體必須能耐最高水壓之 1.5  倍以上，且加壓 3 分鐘後，各部位仍無洩漏現象才算合

格 

(C)呼水槽底與呼水管逆止閥中心線間距離在 1 公尺（m） 以下時，呼水管管徑須為 15A （毫

米（mm））以上 

(D)控制盤之表示燈應易於辨認，並區分為電源表示燈（白色）、啟動表示燈（紅色），呼水槽

減水表示燈（橘黃色），電動機電流超過負載表示燈（橘黃色），操作回路中使用電磁開關

者之電源表示燈（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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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依「消防機關辦理消防安全檢查注意事項」之規定，消防機關應成立專責檢查小組執行消防安

全檢查之第一種檢查，針對應列管場所建立消防安全檢查列管對象基本資料及各類場所消防安

全檢查紀錄清冊，且應以消防署或地方消防機關之消防安全檢查列管電子化系統（以下簡稱安

管系統）使用資料庫方式管理。相關檢查資料及違規處理情形由專責檢查小組彙整，並於檢查

完畢多少時間內輸入安管系統管制？ 

(A)四十八小時     (B)七日 

(C)每月終了後之翌月十日前       (D)每三個月 

23. 於中華民國一Ｏ一年三月十日建築完工使用之地下建築物（地下一層用途為餐廳、廚房，面積

為 1234.56 平方公尺，高度為 3.5 公尺），其廚房使用瓦斯場所之瓦斯漏氣檢知器損壞無法動作，

依「各級消防主管機關辦理消防安全檢查違法案件處理注意事項」規定，該轄區消防主管機關

應依違反事實及法規認定開立消防安全檢（複）查不合規定限期改善通知單，其限期改善期限

以 M 日為原則，審酌個案給予適當改善期限，如一時無法判定，得以書面通知該場所管理權

人於 N 日內陳報改善計畫書，消防機關應依改善計畫書內容，實際審核該場所改善期限，並

以書面通知。若該建築物經通知限期改善，逾期仍不改善，應立即舉發，必要時得通知陳述意

見。經複查仍不合規定時，按違規情形，依「消防法」規定第一次裁罰金額為 S，第三次裁罰

金額為 W，其中 M、N、S、W 為何？ 

(A) M＝15、N＝5、S＝新台幣一萬八千元以下、W＝三萬元以下 

(B) M＝20、N＝7、S＝新台幣一萬二千元以下、W＝二萬四千元以下 

(C) M＝30、N＝7、S＝新台幣九千元以下、W＝三萬元以下 

(D) M＝90、N＝20、S＝新台幣六千元以下、W＝二萬四千元以下 

24. 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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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安全設備圖說審查及

竣工查驗之期限，以受理案件後 X 至 Y 日內結案為原則。但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或構造複雜者，

得視需要延長，並通知申請人，最長不得超過 Z 日，試問 X、Y、Z 分別為何？ 

(A) X＝3、Y＝7、Z＝30             (B) X＝7、Y＝10、Z＝20  

(C) X＝7、Y＝14、Z＝30         (D) X＝15、Y＝30、Z＝60 

25. 依「建築法」規定，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收到起造人申請建築物建造執照書

件之日起，應於 M 日內審查完竣，合格者即發給執照，但供公眾使用或構造複雜者，得視需

要予以延長，最長不得超過 N 日。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應自接到起造人會同

承造人及監造人申請建築物使用執照之日起，S 日內派員查驗完竣，其主要構造、室內隔間及

建築物主要設備等與設計圖樣相符者，發給使用執照，並得核發謄本；不相符者，一次通知其

修改後，再報請查驗，但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查驗期限，得展延為 W 日，其中 M、N、S、W

為何？ 

(A) M＝10、N＝30、S＝10、W＝20   (B) M＝10、N＝30、S＝10、W＝30 

(C) M＝15、N＝30、S＝20、W＝60       (D) M＝30、N＝120、S＝30、W＝90 

二、申論題(共 50 分) 

（一）試繪圖說明連結送水管之設置方式有哪幾種？（10 分）請問中繼幫浦設計之

目的為何？（5 分）何謂中繼幫浦之旁通管及其功用為何？（5 分）某一大學

於中華民國一 O 二年三月四日新建高層建築物，若該建築物設置連結送水管，

其消防水帶摩擦損失水頭為 4 公尺（m）、配管摩擦損失水頭為 10.6 公尺（m）、

落差高度為 35.4 公尺（m）。請試算其中繼幫浦之送水設計壓力？（5 分） 

 



消防安全設備 5 

（二）某一第五類危險物品製造工廠之室外消防栓系統，已知幫浦效率 ηp= 0.67，傳

動係數 K=1.1，管徑如圖一所示，使用國家標準 CNS 六四四五配管用碳鋼鋼

管，管採螺紋式接頭，長 20 公尺（m）口徑 63 毫米（mm）橡皮水帶兩條，

A-B 管徑大小為 125 毫米（mm），B-D 管徑大小為 100 毫米（mm），D-E 管

徑大小為 80 毫米（mm）。假設配管摩擦損失水頭為 20.82 公尺（m）。 

試求: 

（1）所需之水源容量（立方公尺﹙m
3﹚）？ 

（2）水帶摩擦損失水頭（公尺﹙m﹚）？ 

（3）全揚程 H（公尺﹙m﹚）？ 

（4）電動機所需馬力（kW）？  

（5）若瞄子口徑為 63 毫米（mm），實測放水壓力為 5.3 kgf/cm
2，實際放水

量（公升/分鐘﹙ℓ/min﹚）為多少？ 

 

表一： 橡皮水帶之摩擦損失水頭（每 100 m）  單位：m 

口徑別 

流量(ℓ/min) 

水      帶      直      徑 

25 mm 38 mm 50 mm 63 mm 

60 16 2   

130  9 3  

260  36 9  

350    6 

450    9 

600    15 

 

 

 

 

 

 

圖一： 室外消防栓系統昇位圖 

幫浦 

消防栓 水帶 
(最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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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 0 2 年警佐班第 3 3 期、消佐班第 1 7 期各科試題解答修正版 
 

消佐班第 17 期 

 

 
消防安全設備  試題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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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2 23 2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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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3 年消佐班第 18 期第 1、2 類招生考試試題 

科 目：消防安全設備 

注 

意 

事 

項 

1.本試題共分兩部分，第一部分為單一選擇題，第二部分為申論題。 

2.單一選擇題共 25 題，每題各有 4 個備選答案，其中只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請將正確

或最適當的答案選出，然後用 2B 鉛筆，將答案卡上同一題號答案位置的長方格範圍塗黑，

答對者每題得 2 分，答錯或不答者以 0 分計。(答案卡上自第 26 題至第 80 題，空著不用，

備選答案 E 請勿劃記。) 

3.申論題共 2 題，每題 25 分，請在「答案卷」上作答，可不抄題，但須註明題號。 

4.本試題共 3 頁。 

ㄧ、單一選擇題(共 50 分) 

1. 下列何者依規定應設置火警自動警報設備？ 

(A)3 層樓之失智症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建築物 

(B)總樓地板面積為 500 平方公尺之複合用途建築物(供舞廳使用面積為 200 平方公尺) 

(C)地下層樓地板面積為 200 平方公尺之托育中心 

(D)2 樓(樓地板面積為 200 平方公尺)供理容院使用之 5 層建築物 

2. 下列那一種探測器不適合裝設在地下停車場(排放廢氣大量滯留場所)？ 

(A)火焰式探測器   (B)差動式局限型二種  (C)定溫式局限型二種  (D)補償式局限型一種 

3. 室內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之垂直距離，每多少公尺應單獨設定一廣播分區？ 

(A)30 公尺 (B)45 公尺 (C)50 公尺 (D)55 公尺 

4. 某一醫療機構病房內有 150 床病床、有 50 名從業員工，各候診室之樓地板面積合計為 1200 平

方公尺，則其避難收容人數為何？ 

(A)600 人 (B)700 人 (C)800 人 (D)900 人 

5. 若消防幫浦之額定出水量為 0.9 m
3
/min，額定全揚程為 84m，幫浦效率為 0.6，傳動係數為 1.1，

試問其電動機所需之馬力(KW)約為多少？ 

(A)12.4KW  (B) 22.6KW (C) 25.6KW (D) 28.4KW 

6. 某位於地面一層之汽車修理廠，樓地板面積 500 平方公尺，設置水霧滅火設備時，其每平方公

尺放水量不得小於每分鐘多少公升？ 

(A)10 公升  (B) 20 公升 (C) 30 公升 (D) 40 公升 

7. 某設置有二氧化碳滅火設備(採全區放射方式)之立體機械停車空間，長 10 公尺、寬 6 公尺及高

12 公尺，其開口可自動關閉，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所需滅火藥劑量至少為何？ 

(A)135Kg  (B) 356Kg (C) 576Kg (D) 656Kg 

8. 有關移動式泡沫滅火設備，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同一樓層各泡沫瞄子放射量，應在每分鐘 100 公升以上 

(B)泡沫瞄子放射壓力應在每平方公分 3 公斤以上 

(C)移動式泡沫滅火設備之泡沫原液，應使用中發泡 

(D)在水帶接頭 3 公尺範圍內，設置泡沫消防栓箱，箱內配置長 15 公尺水帶及泡沫瞄子 1 具 

9. 有關泡沫頭之規定，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下列何者錯誤？ 

(A)飛機庫，使用泡水噴頭，並樓地板面積每 8 平方公尺設置一個 

(B)汽車修理廠，使用泡沫噴頭，並樓地板面積每 9 平方公尺設置一個 

(C)放射區域內任一點至泡沫噴頭之水平距離在 2.3 公尺以下 

(D)室內停車空間有複層式停車設施者，其最上層上方之裝置面設泡沫噴頭，並延伸配管至車

輛間 

 



消防安全設備 2 

10. 某面積 210 平方公尺之鍋爐房，其所設置滅火器核算之最低滅火效能值應為多少？ 

(A) 6 (B) 7  (C) 8 (D) 9 

11. 某一儲存棉花之高架儲存倉庫，樓地板面積 1500 平方公尺，設置密閉式快速反應型撒水頭之

自動撒水設備時，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其水源容量不得小於幾個撒水

頭繼續放水 20 分鐘之水量？ 

(A) 12 個 (B) 15 個 (C) 24 個 (D) 30 個 

12. 有關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之安裝，下列何者錯誤？ 

(A)安裝於寢室、旅館客房或其他供就寢用之居室 

(B)裝置於牆面者，距天花板或樓板下方 30 公分以上 60 公分以下 

(C)距離出風口 1.5 公尺以上 

(D)以裝置於居室中心為原則 

13. 依據「消防幫浦認可基準」規定，下列有關消防幫浦之性能試驗要求內容，何者正確？ 

(A)幫浦在額定出水量時，在其性能曲線上之全揚程應為額定全揚程之 90%以上、125%以下 

(B)額定出水量時之全揚程應在設計值之＋10%～－10%內 

(C)幫浦之出水量在額定出水量之 150%時，其全揚程應為額定出水量在性能曲線上全揚程之

50%以上 

(D)全閉揚程應為額定出水量在性能曲線上全揚程之 140%以下 

14. 有關室外消防栓之規定，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下列何者正確？ 

(A)口徑在 63 毫米以上，與建築物一樓外牆各部分之水平距離在 25 公尺以下 

(B)瞄子出水壓力在每平方公分 1.7 公斤以上，出水量在每分鐘 130 公升以上 

(C)於其 6 公尺範圍內附設水帶箱 

(D)室外消防栓開關位置，不得高於地面 1.5 公尺，並不得低於地面 0.6 公尺 

15. 室內加油站一面開放且其上方樓層供其他用途使用者，屬於下列哪一場所？ 

(A)顯著滅火困難場所  (B)一般滅火困難場所 

(C)其他滅火困難場所  (D)視情況而定 

16.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四編規定，直徑 40 公尺之外浮頂儲槽之固定式泡沫

滅火設備，應設置幾支何種類泡沫放出口？ 

(A)6 支特殊型泡沫放出口  (B)4 支Ⅰ型泡沬放出口 

(C)5 支Ⅳ型泡沫放出口  (D)5 支特殊型泡沫放出口 

17. 有關加氣站防護面積之計算，下列何者正確？ 

(A)加氣機每臺 3 平方公尺 (B)壓縮機每臺 3.5 平方公尺 

(C)幫浦每臺 3 平方公尺 (D)氣槽車卸收區每處 30 平方公尺 

18. 可燃性高壓氣體場所之滅火器設置，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四編規定，何者

敘述為錯誤？ 

(A)製造、儲存或處理場所設置二具。但樓地板面積 200 平方公尺以上者，每 50 平方公尺（含

未滿）應增設一具 

(B)儲存場所任一點至滅火器之步行距離在 20 公尺以下 

(C)每具滅火器對普通火災具有四個以上之滅火效能值 

(D)設於屋外者，滅火器置於箱內或有不受雨水侵襲之措施 

19. 有關瓦斯漏氣檢出器之設置位置(瓦斯對空氣之比重未滿一時)，應距瓦斯燃燒器具或瓦斯導管

貫穿牆壁處水平距離 X 公尺以內，但樓板有淨高 Y 公分以上之樑或類似構造體時，應設於近

瓦斯燃燒器或瓦斯導管貫穿牆壁處。試問 X、Y 分別為何？ 

(A) X＝2、Y＝30      (B) X＝4、Y＝40 (C) X＝6、Y＝30 (D) X＝8、Y＝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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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乾粉不可用為下列哪一公共危險物品之滅火劑？ 

(A)乙醛 (B)丙烯 (C)丙酮 (D)苯氨 

21. 有關顯著滅火困難場所應配置滅火設備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A)公共危險物品製造場所設置第一種、第二種或第三種滅火設備 

(B)火災時有充滿濃煙之虞之室外儲存場所設置第一種滅火設備 

(C)儲存硫磺之室內儲槽場所設置第三種滅火設備之水霧滅火設備  

(D)室內加油站設置第三種滅火設備之固定式泡沫滅火設備 

22. 依「火警探測器認可基準」規定，定溫式探測器之不動作試驗，應用較標稱動作溫度低 X ℃

而以 1 m/sec 之風速垂直吹向時，在 Y 分鐘內不動作。試問 X、Y 分別為何？ 

(A) X＝10、Y＝10 (B) X＝5、Y＝10 (C) X＝5、Y＝5  (D) X＝10、Y＝5 

23. 某一建築物高度超過十層樓以上部分之最大一層樓地板面積為 5000 平方公尺，依「建築技術

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規定，其至少應設置幾座緊急用昇降機？ 

(A) 1 座 (B) 2 座 (C) 3 座 (D) 4 座 

24. 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有關高層建築物規定，高層建築物在 2 層以上，X 層或地

板面高度在 Y 公尺以下之各樓層，應設置緊急進口。試問 X、Y 分別為何？ 

(A) X＝10、Y＝30  (B) X＝15、Y＝45 (C) X＝16、Y＝50  (D) X＝20、Y＝60 

25.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下列哪一場所之主要避難路徑上，所設置出口標

示燈及避難方向指示燈之緊急電源容量應在 60 分鐘以上？ 

(A)總樓地板面積在 3 萬平方公尺之建築物 

(B)總樓地板面積在 2 萬平方公尺之高層建築物 

(C)總樓地板面積在 1 千平方公尺之地下建築物 

(D)總樓地板面積在 5 百平方公尺之複合用途建築物 

二、申論題(共 50 分) 

（一）高齡化乃台灣社會未來不可避免之發展趨勢，面對此一充滿多數避難弱者之高

齡社會環境，消防署近三年來在消防安全設備之法令上，有何重要修改內容？ 

（二）右圖為一旅館用途建築物，試問： 

1. 此建築物依法應配置何種滅火設備？依據

內容為何？(15 分) 

2. 其火警分區最少為何？(10 分) 

  （每一層樓高度為 3.5 m） 

                             

 

 

 

 

  

 

 6F:200 m
2
 

 5F:200 m
2
 

 4F:1000 m
2
  

 3F:1000 m
2
  

 2F:1000 m
2
  

 1F:1000 m
2  

 B1F:1000 m
2
  

 B2F:1000 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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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央 警 察 大 學 1 0 3 年 警 佐 班 第 3 4 期 、 消 佐 班 第 1 8 期 各 科 測 驗 題 解 答 
 

消佐班第 18 期 

消防安全設備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A C B A B B C A C D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C B D D A A D B D A 
21 22 23 24 25      
B A C C C      

 

 

 

立即 Google 搜尋〝警察特考中心〞 

了解更多警察考試資訊、警察函授課程優惠和上榜心得 

每年最新課程七月全面開課 

全國唯一專辦警消考試的線上函授補習班 

高見公職-警察特考補習班-聯絡資訊 

連絡電話：07-2233812 

聯絡地址：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二路 222 號 3 樓之 2 

LINE 帳號：godtrain 

以上考卷題答和試題疑義等資源來自於中央警察大學官網整理 

高見公職預祝各位考生金榜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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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4 年消佐班第 19 期第 1、2 類招生考試試題 

科 目：消防安全設備 

ㄧ、單一選擇題(共 50 分) 

1.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之規定設置之消防幫浦，若幫浦關閉運轉時之出力為

10KW，試求其防止水溫上升用排放裝置之排放水量應為多少？ 

(A)3.45 公升/分     (B)3.82 公升/分 (C)4.36 公升/分 (D)4.78 公升/分 

 

2. 某大樓設有室內消防栓設備，使用第一種室內消防栓，若該室內消防栓之瞄子壓力經檢測為 

3 ㎏/㎠，試問在這種壓力下，其放水量為每分鐘多少公升？ 

(A)170     (B)190 (C)210 (D)230  

 

3. 某旅館設有室內消防栓設備，若每一層樓之室內消防栓數量為 5 支，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

備設置標準」之規定，其所需之水源容量至少應為多少立方公尺以上？ 

(A)2.6     (B)5.2 (C)7.8 (D)10.2 

 

4. 某工廠基地有五萬平方公尺，且任何一層樓地板面積在一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上，若其第一層及

第二層樓地板面積合計為三萬平方公尺，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之規定，其所

需之消防專用蓄水池有效水量至少應為多少立方公尺以上？ 

(A)20 (B)40 (C)80 (D)120 

 

5.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之規定，有關緊急電源插座之設置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A)專用回路應設漏電斷路器  

(B)保護箱蓋標示緊急電源插座字樣，每字在二平方公分以上  

(C)保護箱長邊及短邊分別為二十五公分及二十公分以上  

(D)各插座設容量一百一十伏特、十五安培以上之無熔絲斷路器 

 

6.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之規定，無開口樓層樓地板面積多少平方公尺以上者要

設排煙設備？ 

(A)100     (B)300 (C)500 (D)1000  

 

7. 某一工廠屬無開口樓層，若設有六區之防煙區劃，且最大之防煙區劃面積為 300 平方公尺，試

問其排煙機之排煙量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之規定，至少應為每分鐘多少立方

公尺以上？ 

(A)300     (B)600 (C)900 (D)1200  

 

注 

意 

事 

項 

1.本試題共分兩部分，第一部分為單一選擇題，第二部分為申論題。 

2.單一選擇題共 25 題，每題各有 4 個備選答案，其中只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請將正確

或最適當的答案選出，然後用 2B 鉛筆，將答案卡上同一題號答案位置的長方格範圍塗黑，

答對者每題得 2 分，答錯或不答者以 0 分計。(答案卡上自第 26 題至第 80 題，空著不用，

備選答案 E 請勿劃記。) 

3.申論題共 2 題，每題 25 分，請在「答案卷」上作答，可不抄題，但須註明題號。 

4.本試題共 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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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之規定，高層建築物應設連結送水管，試問在全閉揚程

與押入揚程合計多少公尺以上時，要增設幫浦使串聯運轉？ 

(A)150     (B)160 (C)170 (D)180 

 

9.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之規定，若出口標示燈為 A 級，未顯示避難方向符號

且其標示面之縱向尺度為 0.5 公尺，試問該出口標示燈之有效範圍為多少公尺？ 

(A)10     (B)30 (C)50 (D)75 

 

10. 各類場所於增建、改建或變更用途時，其消防安全設備之設置，適用增建、改建或用途變更前

之標準，但建築物增建或改建部分，自民國八十五年七月一日起，符合下列何項條件者，應適

用增建、改建後之標準？ 

(A)樓地板面積合計逾五百平方公尺或占原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三分之一以上時 

(B)樓地板面積合計逾五百平方公尺或占原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二分之一以上時 

(C)樓地板面積合計逾一千平方公尺或占原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三分之一以上時  

(D)樓地板面積合計逾一千平方公尺或占原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二分之一以上時 

 

11.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之規定，符合應設泡沫滅火設備之丙酮儲槽，應使用下

列何種泡沫？ 

(A)耐酒精型泡沫     (B)蛋白質泡沫 (C)水成膜泡沫 (D)合成界面活性泡沫 

 

12.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之規定，儲槽使用之各型泡沫放出口，以下列何者所需

之泡沫水溶液量為最少？ 

(A)Ⅰ型泡沫放出口    (B)Ⅱ型泡沫放出口 (C)Ⅲ型泡沫放出口 (D)Ⅳ型泡沫放出口 

 

13.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之規定，某一柴油儲槽其水平斷面積為 500 平方公尺，

若使用Ⅱ型泡沫放出口，應設多少個連結送液口？ 

(A)一個     (B)二個 (C)三個  (D)四個 

 

14.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之規定，火焰式探測器之標稱監視距離範圍，是指距樓

地板面多少範圍內之空間？ 

(A)1 公尺    (B)1.2 公尺 (C)1.5 公尺 (D)2 公尺 

 

15.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之規定，火警自動警報設備其定址式探測器與受信總機

間之配線，係使用下列何種電線？ 

(A)耐燃保護電線 (B)耐熱保護電線 (C)同軸電纜 (D)一般配線 

 

16. 對水損要求較高之場所，為有效避免誤動作造成困擾，以選用下列何種自動撒水設備較為適

用？ 

(A)密閉濕式 (B)密閉乾式 (C)預動作式 (D)開放式 

 

17. 某室內停車空間使用泡沫噴頭，若其泡沫原液使用蛋白質泡沫液，則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

備設置標準」之規定，每一泡沫噴頭之放射量約為每分鐘多少公升？ 

(A)75     (B)60 (C)35 (D)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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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某場所設置二氧化碳滅火設備，若使用全區放射方式，其滅火藥劑量經計算之結果需 600 ㎏，

若使用充填比為 1.5（內容積為 60 公升）之儲存容器，試問需要多少支儲存容器？ 

(A)15     (B)12 (C)10 (D)7 

 

19. 某鍋爐房設置全區放射方式之二氧化碳滅火設備，該鍋爐房之長、寬、高分別為 20m×15m×4m，

而在牆壁 3m 以上之部分設有開口部，且該開口部未設自動關閉裝置，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

設備設置標準」之規定，請計算此開口部之總面積不得超過多少平方公尺？ 

(A)120     (B)110  (C)99 (D)88 

 

20.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之規定，受信總機、中繼器及偵煙式探測器，有設定蓄

積時間時，其蓄積時間之合計每一火警分區應在多少秒內？ 

(A)10     (B)20 (C)30 (D)60 

 

21. 樓梯、斜坡通道、昇降機之昇降路及管道間等場所設置火警分區，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

設置標準」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A)在水平距離四十五公尺範圍內，且其頂層相差在二層以下時，得為一火警分區 

(B)在水平距離四十五公尺範圍內，且其頂層相差在三層以下時，得為一火警分區 

(C)在水平距離五十公尺範圍內，且其頂層相差在二層以下時，得為一火警分區 

(D)在水平距離五十公尺範圍內，且其頂層相差在三層以下時，得為一火警分區 

 

22.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之規定，餐廳樓地板面積多少平方公尺以上者，其廚房

排油煙管及煙罩應設簡易自動滅火設備？ 

(A)100     (B)200  (C)300 (D)500 

 

23.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之規定，對於長期照顧機構（長期照護型、養護型、失

智照顧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限照顧植物人、失智症、重癱、長期臥床或身心功能退化者）、

護理之家機構使用之場所，下列何者應設置自動撒水設備？ 

(A)樓地板面積合計在三百平方公尺以上者     (B)樓地板面積在三百平方公尺以上者 

(C)樓地板面積合計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者 (D)樓地板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者 

 

24. 某公共危險物品場所設有室外消防栓設備，若其全部室外消防栓數量為八支，試問依「各類場

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之規定，其所需之水源容量至少應為多少立方公尺以上？ 

(A)36     (B)45 (C)54 (D)68 

 

25.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之規定，公共危險物品等場所之滅火設備有其分類，下

列何者屬於第三種滅火設備？ 

(A)水霧、泡沫、二氧化碳或乾粉滅火設備    (B)自動撒水設備 

(C)室內或室外消防栓設備 (D)大型滅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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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論題(共 50 分) 

（一）一般消防設備使用之幫浦是由電動機(馬達)所帶動，在計算完額定出水量與額

定全揚程後，應帶入公式計算電動機之額定馬力，試問該計算式為何？若消防

幫浦額定全揚程為 65 公尺，額定出水量為 800 公升/分，幫浦效率為 0.55，求

其電動機所需馬力為多少？(25 分) 

 

（二）若某儲槽區其最大儲槽，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之規定，應設

置冷卻撒水設備，試問其撒水量、水源容量、選擇閥與啟動裝置之規定為何？

若其要防護之槽壁總防護面積為 600 平方公尺，求其水源容量應為多少立方公

尺以上？(25 分) 

 

 

中央警察大學 1 0 4 年警佐班第 3 5 期、消佐班第 1 9 期各科測驗題解答修正版 
 

消佐班第 19 期 

消防安全設備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D B B C A D B C D D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A A C B B C B A D D 
21 22 23 24 25      
C C B C A      

 

立即 Google 搜尋〝警察特考中心〞 

了解更多警察考試資訊、警察函授課程優惠和上榜心得 

每年最新課程七月全面開課 

全國唯一專辦警消考試的線上函授補習班 

高見公職-警察特考補習班-聯絡資訊 

連絡電話：07-2233812 

聯絡地址：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二路 222 號 3 樓之 2 

LINE 帳號：godtrain 

以上考卷題答和試題疑義等資源來自於中央警察大學官網整理 

高見公職預祝各位考生金榜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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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 0 0 年消佐班第 1 5 期招生考試試題 

科 目：消防法規 

注 

意 

事 

項 

1.本試題共分兩部分，第一部分為單一選擇題，第二部分為申論題。 

2.單一選擇題共 25題，每題各有 4個備選答案，其中只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請將正確

或最適當的答案選出，然後用 2B鉛筆，將答案卡上同一題號答案位置的長方格範圍塗黑，

答對者每題得 2分，答錯或不答者以 0分計。(答案卡上自第 26 題至第 80 題，空著不用，

備選答案 E請勿劃記。) 

3.申論題共 2題，每題 25分，請在「答案卷」上作答，可不抄題，但須註明題號。 

4.本試題共 4頁。 

ㄧ、單一選擇題(共 50分) 

1. 依「災害防救法」規定，鄉（鎮、市）災害防救會報之任務，下列何者正確？ 

(A) 研擬各該鄉（鎮、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B) 研擬重要災害防救措施及對策 

(C) 督導、考核轄區內災害防救相關事項 

(D) 推動疏散收容、災情通報、環境清理等災害緊急應變及整備措施 

2. 依「消防法」規定，違反供公眾使用建築物，非經場所之管理權人申請主管機關許可，使用以

產生火焰、火花或火星等方式，進行表演性質之活動時，主管機關應如何裁處？ 

(A) 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並按次處罰及強制執行檢查、複查 

(B) 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經處罰鍰後仍不改善者，得連續處罰 

(C) 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D) 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經處罰鍰後仍不改善者，得連續處罰 

3. 依「消防法」規定，液化石油氣零售業者應備置容器儲存場所管理等相關資料，並定期向轄區

消防機關申報，該零售業者應至少保存該等資料多久，以備查核？ 

(A) 6個月    (B) 9個月 (C) 1年 (D) 2年 

4. 下列何者非屬「災害防救法」所稱收支移緩濟急之原則？ 

(A) 受預算法第六十二條及第六十三條規定之限制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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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由各機關在原列預算範圍內檢討調整支應 

(D) 由行政院或直轄市、縣（市）政府視需要情形在總預算機關間調整支應 

5. 依「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規定，下列何者每五年應就相關減災、整備、災害應變、災後復原

重建、科學研究成果、災害發生狀況、因應對策等，進行勘查、評估，檢討災害防救基本計畫？ 

(A) 中央災害防救會報 (B) 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 

(C)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D) 行政院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 

6. 依「爆竹煙火管理條例」規定，下列何者屬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之權責？ 

(A) 爆竹煙火安全管理業務之規劃、自治法規之制（訂）定、修正、廢止及執行  

(B) 一般爆竹煙火認可相關業務辦理 

(C) 爆竹煙火監督人講習、訓練之規劃及辦理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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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下列何者非屬內政部依「消防法施行細則」公告增列應實施防火管理之場所？ 

(A) 長期照護機構  (B) 托育機構 (C) 安養機構 (D) 產後護理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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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規定，有關走廊寬度，下列何者正確？ 

(A) 供醫療照護之場所，其他走廊：1.0公尺以上 

(B) 各類補習教育及課後輔導之場所供教室使用部分，其他走廊：1.2公尺以上 

(C) 供醫療照護之場所，走廊二側有居室者：1.6公尺以上 

(D) 各類補習教育及課後輔導之場所供教室使用部分，走廊二側有居室者：1.8公尺以上 

9. 依「氣象預報警報統一發布辦法」規定，當中央氣象局偵測到台灣沿岸及近海發生地震之規模

及震源深度屬於下列何者時，應發布近海地震所引起海嘯之海嘯警報？ 

(A) 規模 5.5以上，震源深度淺於 20公里之淺層地震時 

(B) 規模 6.0以上，震源深度淺於 25公里之淺層地震時 

(C) 規模 6.5以上，震源深度淺於 30公里之淺層地震時 

(D) 規模 7.0以上，震源深度淺於 35公里之淺層地震時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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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六類物品製造場所及一

般處理場所之構造、設備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A) 窗戶及出入口不需設置 30分鐘以上防火時效之防火門窗 

(B) 有積存可燃性蒸氣或可燃性粉塵之虞之建築物，應設置將蒸氣或粉塵有效排至室外距地面

4公尺以上高處之設備 

(C) 六類物品之加熱或乾燥設備，應採直接用火加熱之構造 

(D) 設置於室外之製造或處理液體六類物品之設備，應在周圍設置距地面高度在 10 公分之圍

阻措施 

11. 下列何者非屬「災害緊急通報作業規定」所稱其他災害之主管機關？ 

(A) 職業災害：經濟部 (B) 海洋污染災害：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C) 輻射災害：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D) 動植物疫災：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2. 依「內政部主管災害緊急應變警報訊號之種類內容樣式方法及其發布時機公告」規定，救護車

警報訊號之內容，下列何者正確？ 

(A) 直（交）流電子警報器以低頻頻率 650赫茲至 750赫茲，高頻頻率 1450赫茲至 1550赫茲，

由低頻升至高頻時間 1.5秒，再由高頻降至低頻為 3.5秒，並視實際狀況持續發布之 

(B) 直（交）流電子警報器以低頻頻率 650赫茲至 750赫茲，高頻頻率 900赫茲至 1000 赫茲，

低頻持續時間 0.8 秒，高頻持續時間 0.2 秒，高、低頻二者交替進行，並視實際狀況持續

發布之 

(C) 直（交）流電子警報器以低頻頻率 650赫茲至 750赫茲，高頻頻率 900赫茲至 1000 赫茲，

低頻持續時間 0.4 秒，高頻持續時間 0.6 秒，高、低頻二者交替進行，並視實際狀況持續

發布之 

(D) 直（交）流電子警報器以低頻頻率 650赫茲至 750赫茲，高頻頻率 1450赫茲至 1550赫茲，

由低頻升至高頻時間 0.23秒，再由高頻降至低頻為 0.1秒，並視實際狀況持續發布之 

13. 依「液化石油氣容器定期檢驗基準」規定，實施耐壓膨脹試驗，下列何者正確？ 

(A) 以受檢容器設計壓力之 5／3以上壓力作膨脹測定試驗 

(B) 膨脹測定試驗，使用水槽式試驗者，所用膨脹指示計精密度須在 2％～3％範圍以內     

(C) 使用同位式水位計試驗者，最小刻度為 1ml 

(D) 加壓試驗時，將容器施以耐壓試驗壓力以上之壓力，保持 20 秒鐘以上，不得有洩漏或異

常現象 

14. 下列何者非屬「結合民防及全民防衛動員準備體系執行災害整備及應變實施辦法」所稱直轄

市、縣（市）為聯合演練、資源使用、災害整備、緊急應變等事項，應實施聯合運作，召開協

調辦理會議之會報？ 

(A) 直轄市、縣（市）災害防救會報 (B) 鄉（鎮、市）災害防救會報 

(C) 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業務會報 (D) 全民戰力綜合協調會報  

 



消防法規 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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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室外儲槽場所儲槽儲存

第四類公共危險物品者，其防液堤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A) 同一地區設有 2 座以上儲槽者，其周圍所設置防液堤之容量，應為帄均之儲槽容量 110％

以上 

(B) 儲槽容量合計超過 20萬公秉者，高度應在 1公尺以上 

(C) 室外儲槽之直徑達 15公尺以上者，防液堤與儲槽壁板間之距離，不得小於儲槽高度之 1/3 

(D) 儲槽容量均在 200公秉以下，且儲存物之閃火點在攝氏 200度以上者，得設置 20座以下 

16. 依「國軍協助災害防救辦法」規定，國軍於災害潛勢地區先期完成預置兵力之救災應變部隊，

應於受命後多久，出發執行救災任務？ 

(A) 6小時 (B) 3小時 (C) 1小時 (D) 10分鐘  

17. 依「防焰性能試驗基準」規定，防焰物品或其材料之防焰性能，其餘焰時間之規定，下列何者

正確？ 

(A) 地毯等地坪鋪設物類不得超過 20秒 

(B) 薄纖維製品（每帄方公尺質量 450公克以下者）不得超過 5秒 

(C) 厚纖維製品（每帄方公尺質量超過 450公克者）不得超過 10秒 

(D) 展示用廣告版不得超過 15秒 

18. 依「內政部風災震災勘災標準作業程序」規定，勘災之分組及權責機關，下列何者正確？ 

(A) 應變作為調查組：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主政 

(B) 收容安置勘查組：內政部社會司主政 

(C) 水電管線勘查組：經濟部能源局主政 

(D) 環境衛生勘查組：行政院衛生署主政 

19. 依「液化石油氣容器認可及合格標示規費收費標準」規定，型式認可相關作業收費金額，下列

何者正確？ 

(A) 每一型式之型式認可試驗費為新臺幣 17,400元 

(B) 型式認可補正試驗，每一項目試驗費為新臺幣 1,800元 

(C) 型式認可申請延期，每一型式之審查費為新臺幣 2,000元 

(D) 核發、變更或補發型式認可書每份為新臺幣 600元  

20. 依「電波傳輸障礙防止區域建築物改善或使用補償辦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直轄市、縣(市)政府受理電波傳輸障礙防止區域內之建築物起造人建築許可申請時，發現

有妨礙防救災專用微波傳輸之虞，應送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審核 

(B) 中央主管機關對於起造人損失補償之申請，應即進行協議，並應於收受申請書之次日起十

日內完成協議 

(C) 中央主管機關對於起造人損失補償之申請，應即進行協議，於協議完成次日起十日內將協

議書送達起造人，並副知直轄市、縣(市)政府 

(D) 對於建築物改善或使用之補償費一次給付，或分期給付之首期給付，至遲應於直轄市、縣

(市)政府發給建築物使用執照或雜項執照之日起三個月內完成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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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使用液化石油氣容器連

接燃器設施之場所，其使用量不得超過 1000公斤，下列何者正確？ 

(A) 使用量在 80公斤以上尚未滿 120公斤者，場所之溫度應經常保持攝氏 40~45度範圍內 

(B) 使用量在 120公斤以上尚未滿 300公斤者，容器與用火設備保持 1.5公尺以上 

(C) 使用量在 300公斤以上尚未滿 600公斤者，容器放置於室外者，應設有柵欄或圍牆，其上

方應以輕質金屬板或其他輕質不燃材料覆蓋，並距離地面 2公尺以上 

(D) 使用量在 600 公斤以上 1000 公斤以下者，其容器與第二類保護物最近之安全距離應在

11.31公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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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規定，有關自樓面居室之任一點至樓梯口之步行距離（即

隔間後之可行距離非直線距離），下列何者正確？ 

(A) 特殊廠庫或一般廠庫有現場觀眾之電視攝影場不得超過 40公尺 

(B) 社會福利用途之建築物不得超過 50公尺 

(C) 非防火構造之建築物，不論任何用途，應將所規定之步行距離減為 40公尺以下 

(D) 建築物第 15層以上之樓層，依其使用用途，規定為 40公尺者減為 30公尺，50公尺者減

為 40公尺 

23. 依「義勇消防組織編組訓練演習服勤辦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僅從事協助防火教育宣導及緊急救護工作之義勇消防隊員，年齡為 60歲以下 

(B) 內政部消防署每 2年至少對義勇消防總隊實施考評、點閱各 1次 

(C) 基本訓練由消防局辦理，各大隊自行對新進人員施以 36小時以上之訓練 

(D) 常年訓練由消防局辦理，以分隊、中隊或大隊為單位，集中訓練，全年訓練時數應達 48

小時以上 

24. 依「爆竹煙火製造儲存販賣場所設置及安全管理辦法」規定，爆竹煙火製造場所之有火藥區內 

高空煙火及摔炮類一般爆竹煙火成品倉庫與廠區外鄰近場所之安全距離，其儲存總火藥量（公

噸）、儲存總重量（公噸）及安全距離（公尺），下列何者正確？ 

(A) 4＜儲存總火藥量＜5，20＜儲存總重量＜25，與第一類對象物之距離為 200公尺 

(B) 3＜儲存總火藥量＜4，15＜儲存總重量＜20，與第二類對象物之距離為 130公尺 

(C) 2＜儲存總火藥量＜3，10＜儲存總重量＜15，與第三類對象物之距離為 85公尺 

(D) 1.7＜儲存總火藥量＜2，8.5＜儲存總重量＜10，與第四類對象物之距離為 30公尺 

25. 下列何者非屬「內政部消防署支援各級消防機關火災原因調查鑑定規定」所指消防署得不待申

請，主動支援調查鑑定之情形？ 

(A) 燒燬供人使用之建築物且面積達三十帄方公尺以上建築物（包含違章建築）之火警 

(B) 具有影響社會重大治安之火災 

(C) 財物損失達新臺幣 500萬元以上之火災 

(D) 火勢燃燒 2小時以上，損失、傷亡一時難以估計，唯可預期災害損失甚大者 

 

二、申論題(共 50 分) 

(一)近年來，國內頻頻發生爆竹煙火製造儲存販賣場所及運輸過程之重大爆炸等社會

公共安全事件，為預防類似事件再次發生，試論述消防機關於配合上級機關之規

劃及轄內發生重大災害事故時，所辦理之消防安全檢查方式。（5分）其次，由轄

區分隊針對該爆竹煙火製造儲存販賣場所之執行項目為何？（20分） 

(二)日本於 2011 年 3 月 11 日發生規模 9.0 之大規模地震海嘯等複合型災害，導致生

命及財產嚴重損失。世界銀行早於 2005 年明確指出台灣為可能遭受 2 種以上災

害之高風險地區，更加促使國內行政院所屬各相關部會積極研擬複合型災害之災

害防救管理對策。因此，若地方政府無法因應地震災害採取緊急應變作為，主動

向中央政府提出支援災害協助之申請時，試論述中央災害主管機關對於直轄市、

縣（市）之支援程序，（10 分）及若上述複合型大規模災害發生時，我國中央災

害應變中心之處理模式。（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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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 0 0 年警佐班第 3 1 期第 2 類、消佐班第 1 5 期各科試題解答 
 

消佐班第 15期 

消防法規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D C D A B A B C D B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A C A B B D A B C C 
21 22 23 24 25      
D B A C A      

 

 

立即 Google 搜尋〝警察特考中心〞 

了解更多警察考試資訊、警察函授課程優惠和上榜心得 

每年最新課程七月全面開課 

全國唯一專辦警消考試的線上函授補習班 

高見公職-警察特考補習班-聯絡資訊 

連絡電話：07-2233812 

聯絡地址：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二路 222 號 3 樓之 2 

LINE 帳號：godtrain 

以上考卷題答和試題疑義等資源來自於中央警察大學官網整理 

高見公職預祝各位考生金榜題名 

 



消防法規 1 

中央警察大學 1 0 1 年消佐班第 1 6 期招生考詴詴題 

科 目：消防法規 

注 

意 

事 

項 

1.本詴題共分兩部分，第一部分為單一選擇題，第二部分為申論題。 

2.單一選擇題共 25題，每題各有 4個備選答案，其中只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請將正確

或最適當的答案選出，然後用 2B鉛筆，將答案卡上同一題號答案位置的長方格範圍塗黑，

答對者每題得 2分，答錯或不答者以 0分計。(答案卡上自第 26 題至第 80 題，空著不用，

備選答案 E請勿劃記。) 

3.申論題共 2題，每題 25分，請在「答案卷」上作答，可不抄題，但須註明題號。 

4.本詴題共 4頁。 

ㄧ、單一選擇題(共 50分) 

1. 依據「消防法施行細則」之規定，下列哪些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無須再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

即應製定消防防護計畫？○1 總樓地板面積 250帄方公尺之超級市場、○2 總樓地板面積 450帄方

公尺之餐廳、○3 總樓地板面積 180帄方公尺的養老院、○4 總樓地板面積 120帄方公尺的指壓按

摩場所 

(A) ○2 ○3 ○4  (B) ○1 ○3 ○4  (C) ○1 ○2 ○4  (D) ○1 ○2 ○3   

2. 依據「消防法」之規定，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消防安全設備圖說，應由何機關在許可開工前審

查完成？ 

(A) 內政部營建署 (B) 內政部消防署 

(C) 直轄市、縣（市）建管機關 (D) 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 

3. 依據「消防法」有關民力運用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各消防分隊應編組義勇消防組織 

(B) 義勇消防組織應執行天然災害之減災 

(C) 義勇消防組織之編組、訓練、演習、服勤辦法，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訂之 

(D) 義勇消防組織所需裝備器材之經費，由內政部補助之 

4. 依據「消防法」之規定，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為消防安全設備不實檢修報告者，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 

(A) 處新台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 

(B) 處新台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C) 處新台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D) 處新台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5. 依據「消防法施行細則」之規定，下列哪些機關得封鎖火災現場？○1 消防機關、○2 警察機關、

○3 建管機關、○4 檢察機關 

(A) ○1 ○3  (B) ○3 ○4  (C) ○1 ○2 ○4  (D) ○2 ○3 ○4   

6. 依據「消防法」及「消防法施行細則」有關山林、田野引火燃燒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田野引火燃燒不得以開墾為事由申請許可 

(B) 森林區域引火者，應於上午六點至下午六點間為之 

(C) 在森林保護區引火者，須於一日前向當地消防機關申請許可 

(D) 在森林區域引火者，經當地消防單位許可，得免通知森林主管機關 

7. 依據「爆竹煙火管理條例」及其他相關法令有關一般爆竹煙火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其不得供一般民眾使用，僅能由專業人員施放 

(B) 其不得以郵購方式販賣 

(C) 得向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後，以自動販賣之方式為之 

(D) 販賣沖天炮給兒童，處新台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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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依據「爆竹煙火管理條例」之規定，直轄市、縣（市）有關爆竹煙火管理之權責不包括下列何

點？ 

(A) 取締及處理違法製造爆竹煙火者 

(B) 爆竹煙火監督人講習、訓練之規劃及辦理 

(C) 爆竹煙火製造場所之設備檢查及安全管理 

(D) 爆竹煙火製造之許可、變更、撤銷及廢止  

9. 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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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

竹煙火製造場所○1 應選任爆竹煙火監督人、○2 由場所負責人訂定安全防護計畫、○3 其安全防護

計畫應包含場所位置圖、逃生避難圖及帄面圖、○4 安全防護計畫須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審

議，並報請內政部消防署備查 

(A) ○1 ○2 ○3  (B) ○1 ○3 ○4  (C) ○1 ○3  (D) ○1 ○4   

10. 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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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何者非屬該辦

法所規範之公共危險物品？ 

(A) 氧化性固體，如過錳酸鹽類 (B) 易燃固體，如硫磺 

(C) 易燃液體，如丙酮   (D) 放射性物質，如碘 131 

11. 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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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公共危險物品

製造場所，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不得設於距古蹟 100公尺處 

(B) 若有良好的通風，得設於建築物之地下層 

(C) 開工前，其位置、構造及設備圖說，已經直轄市、縣（市）建管機關審查者，得不送消防

機關審查 

(D) 應有充分之採光、照明及通風設備 

12. 依據「緊急醫療救護法」之規定，直轄市、縣（市）消防主管機關應依轄區內之下列哪些特性，

劃分救護區？○1 人口分布 ○2 地理環境 ○3 建築結構特性 ○4 交通及醫療設施狀況 

(A) ○1 ○2 ○3  (B) ○1 ○2 ○4  (C) ○1 ○3 ○4  (D) ○1 ○2 ○3 ○4   

13. 依據「緊急醫療救護法」之規定，消防分隊執行緊急救護業務，每隊至少應配置救護車輛 X

輛及救護人員 Y名，其中專職人員不得少於半數，下列有關 X、Y的數量何者正確？ 

(A) X=1，Y=7 (B) X=2，Y=10  (C) X=1，Y=10 (D) X=2，Y=7 

14. 依據「緊急醫療救護法」之規定，救護技術員可在下列哪些地點施行緊急救護？○1 緊急傷病之

現場 ○2 大量傷病患之現場 ○3 送醫途中 ○4 抵達送醫目的醫療機構，但醫護人員尚未處置前 

(A) ○1 ○2 ○3  (B) ○1 ○2 ○4  (C) ○1 ○3 ○4  (D) ○1 ○2 ○3 ○4   

15. 依據「緊急救護辦法」之規定，有關救護車輛及裝載物品之消毒或去污處理，下列敘述何者正

確？ 

(A) 每兩個月定期消毒一次 

(B) 當日有三次以上使用，應於當日消毒一次 

(C) 每次運送受化學污染之傷病患後，進行去污處理 

(D) 運送輻射物質污染之傷病患，每三次消毒一次 

16. 依據「緊急救護辦法」之規定，救護人員實施緊急救護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若緊急傷病患或家屬拒絕接受運送，應要求其於紀錄表中簽名後，不予運送 

(B) 若緊急傷病患拒絕接受運送，仍應強制運送 

(C) 除疑有法定傳染病之緊急傷病患外，應強制運送 

(D) 若緊急傷病患或家屬拒絕接受運送，應與急救醫院聯繫後，不予運送，無須要求病患或家

屬於紀錄表中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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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依「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火場指揮及搶救作業要點」之規定，有關警戒指揮官之擔任或任務，

下列何者正確？ 

(A) 協調轄區警察局派員擔任 

(B) 必要時協調鄰近之軍、憲、民間團體或其他有關單位，協助維持現場秩序 

(C) 劃定火場警戒區 

(D) 指揮火警現場之刑事偵防工作 

18. 依據「災害防救法」之規定，我國最高的災害防救組織為？該組織的召集人為？ 

(A) 行政院災害防救會報/行政院副院長 (B)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總統 

(C) 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行政院副院長 (D) 中央災害防救會報/行政院院長 

19. 依據「災害防救法」及「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之規定，縣市制定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時，下列

何者敘述有誤？ 

(A) 應依據災害防救基本計畫、相關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擬定 

(B) 應送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核定後實施 

(C) 應依據地區災害潛勢特性擬定 

(D) 每二年應進行檢討，必要時得隨時辦理之 

20. 依據「災害防救法」之規定，為了執行災後復原重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各級政府得成立任務編組之重建推動委員會，時限為三年 

(B) 為了安置受災居民，得簡化行政程序，並得排除部分都市計畫法、建築法、環境影響評估

法、水土保持法的限制 

(C) 中央政府應設置復原重建基金，不少於 1200億元，專款專用於各項災後重建工作 

(D) 若為地震災害，由消防署協調金融機構，就災區民眾所需重建資金，予以低利貸款 

21. 依據「災害防救法」之規定，下列有關縣市災害應變中心之描述何者有誤？ 

(A) 由消防局長擔任指揮官 

(B) 參與編組機關首長應依規定親自或指派權責人員進駐 

(C) 應有固定之運作處所 

(D) 應充實災害防救設備並作定期演練 

22. 依據「災害防救法」第 43 條之規定，縣市政府實施災害防救之經費，若有不敷支應災害發生

時之應變措施所需，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得利用民間捐助提供災民救助之款項，支應災害應變之行政事務或業務費用 

(B) 編列特別預算予以支應 

(C) 視需要調整當年度收支移緩濟急支應 

(D) 應報請中央政府全額補助 

23. 依據「災害防救法」及各類災害潛勢資料公開辦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土石流災害潛勢公開辦法由內政部訂之 

(B) 為避免影響地價，造成社會紛擾，淹水潛勢圖僅供災害防救業務相關機關申請 

(C) 桃園縣復興鄉公所應依災害潛勢特性，擬定該鄉之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D) 災害防救基本計畫應詳載全國各直轄市、縣（市）之各類災害潛勢圖 

24. 某民宅帄常有一對無子女的夫婦居住。在某次颱風時，該民宅遭暴漲溪水沖走，土地亦滅失，

其親屬未能聯絡到該夫婦，但亦未發現其屍體。依據「災害防救法」及相關救助標準之規定，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檢察機關得在有事實足以認其確已因災死亡，核發死亡證明書 

(B) 其父母須待一年後，才符合領取死亡救助金之資格 

(C) 戶籍及實際居住均在外縣市的父母，得領取安遷救助金 

(D) 若該夫婦之ㄧ為中華民國國民，另一為在台灣合法居留的外籍配偶，則該外籍配偶不適用

災害救助標準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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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依據「災害防救法」之規定，為了有效執行災害應變措施，各級政府應依權責實施之整備事項

包含下列哪些項目？○1 治山、防洪 ○2 災害防救之訓練、演習 ○3 災害防救設施、設備之整備及

檢查 ○4 災害監測、預報、警報發布及其設施之強化 ○5 住宅、公共建築物之補強 

(A) ○2 ○3 ○4  (B) ○2 ○3 ○4 ○5  (C) ○1 ○2 ○3 ○4  (D) ○1 ○2 ○3 ○5  

 

二、申論題(共 50 分) 

（一）台北交九轉運站位於台北車站北側，樓高 18 層，總樓板面積超過 24萬帄方公

尺，是集合長途客運車站、購物商場、飯店等不同類型設施的大型複合式交通

設施，分屬不同單位管理，並有地下通道連接地下街、台北捷運、台鐵與高鐵。

依據消防法規定，交九轉運站的各管理權人，應如何制定相關消防防護計畫？

在相關消防防護計畫中，應包含哪些內容？ 

（二）台灣位於環太帄洋地震帶上，地震的風險相當高，如十餘年前發生的九二一大

地震，即造成 2 千 5 百餘人死亡或失蹤，約 10 萬家戶的住宅全倒或半倒。面

對台灣高地震風險的環境特性，政府有必要依法推動相關事務，來降低地震災

害的影響。依災害防救法第三條規定，有關地震災害預防、應變及復原重建之

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為內政部。從災害防救法所列相關規定，詴說明內

政部所屬的哪些單位，可分別推動哪些減災事務與整備事務，來促進地震的災

害預防？ 

 

中央警察大學 1 0 1 年警佐班第 3 2 期第 2 類、消佐班第 1 6 期各科詴題解答 
 

消佐班第 16期 

消防法規  詴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A D D C C B B B C D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D B A D C A A D B B 
21 22 23 24 25      
A C C A A      

 

立即 Google 搜尋〝警察特考中心〞 

了解更多警察考試資訊、警察函授課程優惠和上榜心得 

每年最新課程七月全面開課 

全國唯一專辦警消考試的線上函授補習班 

高見公職-警察特考補習班-聯絡資訊 

連絡電話：07-2233812 

聯絡地址：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二路 222 號 3 樓之 2 

LINE 帳號：godtrain 

以上考卷題答和試題疑義等資源來自於中央警察大學官網整理 

高見公職預祝各位考生金榜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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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2 年消佐班第 17 期第 1、2 類招生考試試題 

科 目：消防法規 

注 

意 

事 

項 

1.本試題共分兩部分，第一部分為單一選擇題，第二部分為申論題。 

2.單一選擇題共 25 題，每題各有 4 個備選答案，其中只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請將正確

或最適當的答案選出，然後用 2B 鉛筆，將答案卡上同一題號答案位置的長方格範圍塗黑，

答對者每題得 2 分，答錯或不答者以 0 分計。(答案卡上自第 26 題至第 80 題，空著不用，

備選答案 E 請勿劃記。) 

3.申論題共 2 題，每題 25 分，請在「答案卷」上作答，可不抄題，但須註明題號。 

4.本試題共 4 頁。 

ㄧ、單一選擇題(共 50 分) 

1. 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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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有關公共危險物品室

內儲槽場所，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儲槽專用室內設置 2 座以上之儲槽時，儲槽相互間隔距離應為 50 公分以上 

(B)壓力儲槽應設置通氣管 

(C)儲槽專用室出入口應設置 15 公分以上之門檻 

(D)外牆有延燒之虞之儲槽專用室，其出入口應設置常時關閉式 30 分鐘以上防火時效之防火門 

2. 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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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製造、儲存或處理六

類物品至少達管理量幾倍以上之場所，應由管理權人選任管理或監督層次以上之幹部擔任保安

監督人，擬定消防防災計畫？ 

(A) 10    (B) 20 (C) 30 (D) 50 

3. 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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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液化石油氣儲存場所管

理要點」規定，有關儲存場所之證明申請、核發及安全管理，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A)由管理權人於取得儲存場所使用執照 3 個月內，填具申請書檢附相關文件，向直轄市、縣

（市）政府申請核發證明書 

(B)液化石油氣販賣場所與儲存場所不在同一直轄市、縣（市）者，證明書應由販賣場所所轄

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核發，並副知儲存場所轄區直轄市、縣（市）政府 

(C)儲存場所位置與液化石油氣販賣場所距離不得超過 5 公里 

(D)儲存場所單獨設立，僅供一家瓦斯行使用者，得全日委請合法立案之保全公司負責監控管

理 

4. 依據「爆竹煙火管理條例」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針對取得爆竹煙火製造許可後，撤銷

或廢止其許可、並註銷許可文件之情形，下列敘述何者正確？○1 爆竹煙火製造場所，違反本條

例相關規定，經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2 爆竹煙火許可資料有重大不實○3 爆竹煙火製造場所發

生重大公共意外事故○4 爆竹煙火製造場所一部或全部提供他人租用或使用，進行爆竹煙火製

造、加工作業 

(A)○1 ○3           (B)○2 ○4  (C)○2 ○3 ○4         (D)○1 ○2 ○3 ○4  

5. 依據「爆竹煙火管理條例」規定，專業爆竹煙火應於運出儲存地點前，將相關資料報請當地與

臨時儲存場所及施放地點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後，始得運出儲存地點。某

業者未報請主管機關備查，即自行運出儲存地點，應如何裁罰？ 

(A)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B)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 

(C)中央主管機關停止其輸入爆竹煙火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 

(D)中央主管機關停止其輸入爆竹煙火六個月以上三年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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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依據「老人及身心障礙社會福利機構等場所自衛消防編組演練暨驗證實施計畫」規定，某一般

護理之家設有 ABC 乾粉滅火器及第一種消防栓等滅火設備，實施夜間自衛消防編組演練時，

該樓層值班人員有護理師 1 名及照護人員 4 名，分別使用滅火器及室內消防栓時（不實際放出

滅火藥劑或射水）進行初期滅火演練，應維持擺出滅火器放出動作(X) 秒及消防栓射水姿勢(Y)

秒，下列有關 X、Y 的數量何者正確？  

(A) X=10,Y=15    (B) X=15,Y=30        (C) X=20,Y=45        (D) X=25,Y=60 

7. 依據「消防法」規定，某業者非經該管主管機關許可，並於都會區舉行施放天燈等易致火災之

節慶活動，應如何裁罰？ 

(A)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B)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C)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D)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下罰鍰 

8. 依據「消防法」規定，違反應設置並維護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之管理權人，應如何裁罰？ 

(A)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下罰鍰 

(B)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C)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D)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9. 依據「消防法」及「消防法施行細則」規定，有關消防栓之設置，下列敘述何者正確？○1 所需

費用由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全額補助○2 消防栓以採用地下雙口式為原則，

附近應設置明顯標示○3 消防栓之保養、維護由自來水事業機構負責○4 轄內消防栓設置不足之地

區，應籌建或整修蓄水池或其他水源，並由當地鄉（鎮、市）公所列管檢查 

(A)○3   (B)○1 ○4  (C)○2 ○3  (D)○2 ○3 ○4  

10. 依據「各級消防機關救災救護指揮中心作業規定」規定，指揮中心值勤人員為隨時瞭解並掌握

災害事故狀況，迅即採取應變措施，下列何者災害事故應即時通報內政部消防署？○1 地震：地

震強度 3 級以上○2 爆炸：死亡 2 人以上或受傷 5 人以上○3 溺水：死亡或失蹤 1 人以上○4 重大車

禍：死亡 3 人以上，死傷合計 10 人以上或受傷 15 人以上 

(A)○4     (B)○2 ○3  (C)○1 ○3 ○4             (D)○1 ○2 ○3 ○4  

11. 依據「消防法」規定，有關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車輛、裝備及其人力配置標準，下列敘

述何者正確？○1 不滿 3 萬人之鄉（鎮）配置消防車 2 輛○2 勤務機車：依消防機關編制員額每滿

5 人配置 1 輛○3 水庫消防車：配置 6 或 7 人○4 排煙車：每車配置 2 人 

(A)○2 ○3      (B)○1 ○4  (C)○2 ○3 ○4  (D)○1 ○2 ○3 ○4  

12. 依據「消防機關外勤消防人員超勤加班費核發要點」規定，有關超勤時數核計方式及作業規定，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1 不同時段未滿 1 小時或超過 1 小時之餘數，得合併計算○2 因特殊狀況經

核定停止輪休或外宿者，按實際超勤時數核支○3 人事單位：審核加班時數、時薪之合法性及正

確性○4 災害搶救單位：審查勤務執行有無落實及確實 

(A)○1 ○2 ○3 ○4      (B)○1 ○2 ○4  (C)○1 ○3 ○4  (D)○2 ○3  

13. 依據「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火場指揮及搶救作業要點」規定，有關抵達火場後之人命搜救任務，

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A)搜救小組應以 2 人以上為 1 組，以起火層及其直上層為優先搜救目標 

(B)入室搜索前應先登錄管制搜索小組「姓名」、「人數」、「時間」、「氣瓶壓力」 

(C)入室搜索應使用 LED 光繩導引，且預留緊急脫離路線，無須伴隨水線掩護 

(D)設有電梯處所發生火警時，應立即將所有電梯管制至地面層，以防止民眾誤乘電梯，並協

助避難 

 

 



消防法規 3 

14. 依據「各級消防機關災害搶救消防力調度支援作業要點」規定，有關支援單位受理並同意他單

位之支援申請後，第一梯次必須在 M 分鐘內完成人員車輛裝備集結、第二梯次應在 N 小時內

完成集結出動，並向內政部消防署救災救護指揮中心回報相關資訊，下列有關 M、N 的數量何

者正確？ 

(A) M＝30，N＝3     (B) M＝20，N＝2 (C) M＝15，N＝1.5 (D) M＝10，N＝1 

15. 依據「災害防救法」有關民力運用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申請登錄協助救災之災害防救團體成員在 20 人以上 

(B)參加協助救災編組人員應接受 16 小時以上之基本訓練，每二年複訓 8 小時以上 

(C)協助救災編組人員可參加民防團隊、災害防救團體或災害防救志願組織等 1 種以上編組 

(D)經撤銷或廢止登錄之災害防救志願組織，自撤銷或廢止登錄之日起，3 年內不得申請登錄 

16. 依據「災害防救法」規定，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就其主管災害防救業務之權責，下列何

者正確？○1 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之核定○2 災害防救基本計畫訂定與修正之研擬○3 災害防救工作

之支援、處理○4 災害防救相關法規修訂之建議○5 災害區域涉及海域、跨越二以上直轄市、縣（市）

行政區，或災情重大且直轄市、縣（市）無法因應時之協調及處理 

(A)○1 ○3 ○5     (B)○2 ○3 ○4  (C)○3 ○5  (D)○1 ○4  

17. 依據「災害防救施行細則」規定，各級政府應充實災害應變中心（含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異地備

援應變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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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

每 M 月實施功能測試一次，至少每 N 月舉辦演練一次，並得隨時為之，下列有關 M、N 的數

量何者正確？ 

(A) M＝1，N＝6      (B) M＝1，N＝12      (C) M＝3，N＝6     (D) M＝3，N＝12 

18. 依據「災害防救法」及「中央對各級政府重大天然災害救災經費處理辦法」規定，直轄市及縣

市，應參考前幾年度辦理災害搶險及搶修工作之實際規模，事先與廠商簽訂相關開口契約，辦

理搶險與搶修工作，下列何者正確？ 

(A) 1 年              (B) 2 年               (C) 3 年              (D) 5 年 

19. 依據「災害緊急通報作業」規定，災害達甲級災害規模時，應通報之層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總統府 

(B)行政院 

(C)內政部消防署及災害防救主管機關 

(D)直轄市、縣（市）政府消防局及災害權責相關機關（單位） 

20. 依據「災害防救法」及「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之規定，有關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帄時作

業及成立之相關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A)因震災或海嘯併同發生核能事故災害時，會報召集人原則指定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主任委

員為指揮官，內政部長擔任協同指揮官 

(B)風災開設時機：應變中心一級開設時機為中央氣象局發布陸上海上颱風警報，預測颱風暴

風圈將於 24 小時內接觸陸地 

(C)應變中心依各類型災害應變所需，設參謀、訊息、作業及行政等群組，各群組下設功能分

組，處理各項災害應變事宜 

(D)為掌握應變中心開設時機，帄日由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結合內政部消防署、行政院國家

搜救指揮中心及行政院衛生署空中轉診審核人員，共同因應災害緊急應變處置 

21. 依據「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規定，核子事故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應考慮採行疏散措施之干

預基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可減免劑量於 2 天內達 10 毫西弗以上 

(B)可減免劑量於 7 天內達 50 至 100 毫西弗以上 

(C)可減免甲狀腺約定等價劑量於達 100 毫西弗以上 

(D)30 天之預期輻射劑量達 30 毫西弗以上 



消防法規 4 

22. 依據「災害防救法」及「國軍協助災害防救辦法」規定，針對國軍協助災害防救事項之敘述，

下列何者正確？○1 國防部於帄時應劃分國軍協助災害防救作戰區及救災責任分區，與跨區增援

事宜○2 國軍於災害潛勢地區先期完成預置兵力之救災應變部隊，應於受命後一小時出發執行救

災任務○3 發生重大災害時，國軍應主動派遣兵力協助災害防救，並立即通知直轄市、縣（市）、

鄉（鎮、市）及中央災害應變中心○4 國軍常備部隊兵力無法滿足災害防救時，國防部得運用民

間災害防救志願組織，編成救災部隊，納入作戰區指揮調度，協助災害防救 

 (A)○1 ○3            (B)○2 ○4              (C)○2 ○3 ○4          (D)○1 ○2 ○3 ○4  

23. 依據「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規定，核子事故支援中心應辦理之事項，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實施人員、車輛及環境等之輻射偵測 

(B)研判事故程度與影響範圍、民眾輻射劑量評估及防護行動建議作業 

(C)核子事故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核子反應器設施內緊急應變作業有關之支援、協調及建議 

(D)協助地方災害應變中心執行民眾掩蔽、疏散（運）、疏散民眾收容、緊急醫療救護、碘片

發放、交通管制、警戒及秩序維持 

24. 依據「災害防救法」及「水災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災害救助種類及標準」規定，有關

災害救助金核發標準，下列何者有誤？ 

(A)死亡救助：每人發給新臺幣二十萬元 

(B)重傷救助：每人發給新臺幣十萬元 

(C)安遷救助：住屋毀損達不堪居住程度，依受災戶戶內人口數發放，每人以新臺幣二萬元計

算，最高以二十萬元為限 

(D)住屋受災救助：每戶最高發給新臺幣二萬元，由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依據轄區自然環境

條件、財政狀況及受災損害情形自行發放 

25. 依據「災害防救法」及「中央對各級政府重大天然災害救災經費處理辦法」規定，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辦理各項復建工程，如因災情擴大等原因，致須外追加撥補經費超過行政院原核定

復建經費金額在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者，應報由下列何者審查後，並將審查結果報行政院專案

核定？ 

(A)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B)行政院主計處 

(C)內政部       (D)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 

二、申論題(共 50 分) 

（一）近年來，國內外皆發生夜店(Night Club)重大人命傷亡之火災案例，深究釀災

肇因皆為舞台區從事明火表演，不慎引燃其上方之吸音泡棉，迅速擴大燃燒，

及逃生動線、出口數量不足所致。試說明欲進行明火表演場所之相關申請規定

為何？及若經主管機關許可明火表演之場所應符合之規定為何？（10 分）其

次，該表演場所防火管理人所規劃安全防護措施計畫中，針對表演當日之安全

整備內容為何？（15 分） 

（二）莫拉克颱風期間，高雄縣小林村因未能提早採取疏散撤離措施，導致滅村之重

大人命傷亡及損失，為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或防止災害擴大，直轄市、縣

（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於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應勸告或強

制其撤離，並作適當之安置，試說明土石流警戒預報(Alert)之發布時機及通報

方式為何？（10 分）以及直轄市、縣（市）災害應變中心協助鄉（鎮、市、區）

災害應變中心辦理土石流警戒區民眾疏散避難與收容工作為何？（15 分）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F009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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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 0 2 年警佐班第 3 3 期、消佐班第 1 7 期各科試題解答修正版 
 

消佐班第 1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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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最新課程七月全面開課 

全國唯一專辦警消考試的線上函授補習班 

高見公職-警察特考補習班-聯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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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考卷題答和試題疑義等資源來自於中央警察大學官網整理 

高見公職預祝各位考生金榜題名 

 



消防法規 1 

中央警察大學 103 年消佐班第 18 期第 1、2 類招生考試試題 

科 目：消防法規 

注 

意 

事 

項 

1.本試題共分兩部分，第一部分為單一選擇題，第二部分為申論題。 

2.單一選擇題共 25題，每題各有 4個備選答案，其中只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請將正確

或最適當的答案選出，然後用 2B鉛筆，將答案卡上同一題號答案位置的長方格範圍塗黑，

答對者每題得 2分，答錯或不答者以 0分計。(答案卡上自第 26 題至第 80 題，空著不用，

備選答案 E請勿劃記。) 

3.申論題共 2題，每題 25分，請在「答案卷」上作答，可不抄題，但須註明題號。 

4.本試題共 4頁。 

ㄧ、單一選擇題(共 50分) 

1. 依「消防法」及「消防法施行細則」規定，管理權人應定期檢修消防安全設備，其方式包含哪些？ 

(A)書面檢查、性能檢查、綜合檢查 (B)外觀檢查、性能檢查、綜合檢查 

(C)書面檢查、外觀檢查、綜合檢查 (D)書面檢查、外觀檢查、性能檢查 

2. 依「消防法」及「消防法施行細則」規定，下列有關消防防護計畫應包括事項之敘述，何者正確？ 

(A)自衛消防編組，若員工 50人以下者，應包含滅火、通報、避難引導、安全防護及救護班 

(B)防火避難設施，每月至少檢查 3次，檢查結果遇有缺失，應報告管理權人立即改善 

(C)每年應舉辦 1次滅火、通報及避難訓練，每次不得少於 4小時 

(D)防災應變之教育訓練 

3. 依「消防法」規定，下列有關民力運用之描述，何者正確？  

(A)直轄市、縣（市）得編組義勇消防組織 

(B)直轄市、縣（市）應補助義勇消防組織所需裝備器材之經費  

(C)直轄市、縣（市）制定義勇消防組織編組、訓練、演習、服勤辦法 

(D)義勇消防編組之人員接受訓練，其所屬機關（構）、學校、團體、公司、廠場應給予事假 

4. 依「消防法」規定，下列有關罰則之描述，何者正確？  

(A)毀損消防、救護設備者，處 1年以上 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罰金 

(B)毀損無線電塔臺，處 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得併科罰金 

(C)謊報火警者處新台幣 3000元以上 15000元以下罰鍰 

(D)未依規定設置消防安全設備或維護之場所發生火災致人於死，其管理權人處 6 月以上 5 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罰金 

5. 依「消防法」及「消防法施行細則」規定，下列有關火災調查與鑑定之描述，何者為非？  

(A)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得派員進入有關場所勘查及採取、保存相關證物，以調查、鑑

定火災原因 

(B)火災原因鑑定書應於火災發生後 30日內完成，必要時得再延長 30日 

(C)直轄市、縣（市）政府，得聘請有關單位代表及學者專家，設火災鑑定委員會 

(D)直轄市、縣（市）政府火災鑑定委員會組織，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定之 

6. 依「消防法」規定，下列有關消防安全設備專業維護制度之描述，何者正確？  

(A)消防設備師之資格與管理，由中央主管單位以辦法定之 

(B)消防設備士設計、監造消防安全設備 

(C)依法應設置消防安全設備場所，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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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檢修結果報請當地消防機關審查及派員複查 

(D)高層建築物或地下建築物消防安全設備之定期檢修，其管理權人應委託中央主管機關審查

合格之專業機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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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依「消防法」及「消防法施行細則」規定，下列有關易致火災之行為管理描述，何者正確？   

(A)田野引火燃燒採報備制  

(B)森林區引火應在上午 6時至下午 6時之間為之 

(C)若任意施放天燈，處新台幣 3千元以上罰鍰 

(D)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室內明火表演許可、安全防護、審核辦法，由直轄市、縣 (市) 政府訂之 

8. 依「消防法」及「消防法施行細則」規定，下列有關災害搶救之描述，何者正確？  

(A)直轄市、縣（市）政府，為消防需要，應會同自來水事業機構選定適當地點，設置消防栓  

(B)消防栓之保養、維護，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負責 

(C)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視消防需要，設置報警專用電話設施 

(D)警察人員，對火災處所周邊，應劃定警戒區，限制人車進入，並疏散或強制疏散區內人車 

9. 依「消防法」、「爆竹煙火管理條例」、「消防法施行細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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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下列有關防火管理制度之描述，何者正確？  

(A)歌廳、夜總會應由管理權人遴用保安監督人，責其制定消防防護計畫 

(B)製造、儲存或處理六類危險物品達管制量 20倍之場所，應由防火管理人擬訂公共危險物品

防災計畫 

(C)爆竹煙火製造場所應選任爆竹煙火監督人，責其訂定安全防護計畫 

(D)保安監督人、防火管理人、爆竹煙火監督人在選任後 30日內應報請當地消防機關備查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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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下列有關六類物品製造
場所或一般處理場所之構造、設備的描述，何者正確？ 

(A)得設於採光、照明、通風良好的地下層   

(B)牆壁開口有延燒之虞者，應設置 30分鐘防火時效之常時關閉式防火門 

(C)有積存可燃性粉塵之虞之建築物，應設置將粉塵有效排至屋簷以上或室外距地面 4 公尺以

上高處之設備 

(D)設於防火安全處所的加熱或乾燥設備，應採不直接用火加熱之構造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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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下列有關名詞定義的描
述，何者正確？ 

(A)高閃火點物品係指閃火點在攝氏 130度以上之第五類公共危險物品 

(B)可燃性高壓氣體處理場所，共計包含販賣場所、容器檢驗場所 2種 

(C)公共危險物品儲存場所，共計包含室外儲存場所、室內儲存場所、室外儲槽場所、室內儲

槽場所 4種 

(D)該辦法所指的保留空地，以具有土地所有權或土地使用權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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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下列有關儲存第四類公
共危險物品室外儲槽場所的描述，何者正確？ 

(A)單座儲槽周圍所設置防液堤之容量，應為該儲槽容量 110%以上 

(B)同一地區設有多座儲槽者，周圍所設置防液堤之容量，應為儲槽容量總和之 110%以上 

(C)防液堤應以鋼筋混泥土造或鋼材造 

(D)防液堤應設置道路並與區內道路連接，唯一的例外則為周圍設置道路確有困難  

13. 依「爆竹煙火管理條例」及其相關公告規定，下列有關兒童施放爆竹煙火之描述，何者正確？  

(A)自動販賣無法辨識購買者年齡，一般爆竹煙火不得以此方式為之 

(B)兒童在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之人陪同下，得施放沖天炮 

(C)兒童在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之人陪同下，得施放摔炮 

(D)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之人未陪同其施放煙火，處新臺幣 3萬元以上 15萬元以

下罰鍰 

14. 依「爆竹煙火管理條例」規定，除中央主管機關特設消防機關之特定區域外，下列何者為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之權責？○1 爆竹煙火製造之許可、變更、撤銷及廢止 ○2 爆竹煙火監督
人講習、訓練之辦理 ○3 爆竹煙火安全管理業務之規劃 ○4 輸入一般爆竹煙火之封存 

(A) ○1 ○2 ○3  (B) ○1 ○3○4  (C) ○1 ○3  (D)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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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依「緊急醫療救護法」規定，下列描述何者有誤？  

(A)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公告之公共場所，應置有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或其他必要之緊急救

護設備 

(B)場所管理權人或法人負責人於購置上述設備後，應送衛生主管機關備查後，登錄於救災救

護指揮中心 

(C)救護人員執行勤務時，為免除他人生命之急迫危險，使用緊急救護設備或施予急救措施者，

適用民法、刑法緊急避難免責之規定 

(D)救護車應裝設車廂內外監視錄影器 

16. 從「災害防救法」的立法沿革及架構來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1 採全災害取向(all-hazard 

approach) ○2內容述及總則、災防組織、災害防救計畫、災害預防、應變措施、復原重建、罰
則、經費籌措及災後救助等附則事項 ○3 該法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 ○4立法目的之一為確保
人民生命安全 ○5 莫拉克颱風的發生促成其立法設置 

(A) ○2 ○3 ○4  (B) ○2 ○3○4 ○5  (C) ○1 ○2○3 ○4  (D) ○1 ○2 ○3○5  

17. 依「災害防救法」之規定及設計架構來看，下列有關災害防救組織之描述，何者正確？  

(A)行政院設行政院災害防救會報 

(B)當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中央應召開其災害防救會報 

(C)災害防救組織架構採中央—直轄市、縣（市）二級制 

(D)各級政府應設災防專職人員，但鄉（鎮、市、區）公所在未置專職人員前，得置兼職人員 

18. 依「災害防救法」規定，下列有關災害防救計畫之描述，何者正確？ 

(A)災害防救基本計畫之內容，涵蓋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之重點事項 

(B)災害防救基本計畫由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擬定 

(C)行政院每二年應將災害防救白皮書送交立法院 

(D)鄉（鎮、市、區）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應送所屬直轄市、縣（市）之災害防救會報核定 

19. 依「災害防救法」及各類災害救助種類及標準之規定，下列有關救災經費及災害救助之描述，
何者正確？ 

(A)政府運用民間捐助救災之捐款，應專款專用，行政事務或業務費用最高不得逾 15% 

(B)地震之災害救助包含死亡、失蹤、重傷救助計三種 

(C)地震之死亡救助金，每人發給新臺幣 20萬元 

(D)某甲為中國大陸人士，與居住於臺灣的中華民國國民結婚，並合法居留、共同生活於臺灣，

但未取得臺灣戶籍。若其因颱風災害而重傷，不適用於災害救助 

20. 依「災害防救法」規定，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為達災害防救之目的，得採取哪些必要措
施，並向立法院報告？ 

(A)法律、國防及財政金融 (B)法律、行政及國防 

(C)法律、行政及財政金融 (D)國防、行政及財政金融 

21. 依「災害防救法」規定，有關「災害防救之訓練、演習」、「災害監測、預報、警報發布設施之
強化」，分別屬： 

(A)減災事項、整備事項 (B)整備事項、整備事項 

(C)整備事項、緊急應變事項 (D)減災事項、緊急應變事項 

22. 依「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規定，在一般狀況下，災害防救基本計畫應每 X 年檢討，災害防
救業務計畫應每 Y年檢討，直轄市、縣（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應每 Z年檢討。試問 X、Y、
Z分別為： 

(A)X＝2、Y=2、Z=2 (B)X＝5、Y=2、Z=2 (C)X＝5、Y=5、Z=2 (D)X＝5、Y=5、Z=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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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依「災害防救法」及「國軍協助災害防救辦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國防部帄時應制定國軍協助災害防救計畫  

(B)發生重大災害時，國軍在收到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申請後，協助災害防救  

(C)國軍協助災害防救工作之人員酬勞，由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支應  

(D)國軍協助災害防救以各作戰區為主，其中各作戰區係依直轄市、縣（市）轄區劃分 

24. 依「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規定，下列有關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運作機制之描述，何者正確？  

(A)各類型災害之進駐機關（單位、團體）均相同 

(B)各機關進駐應變中心之任務設計乃採全災害取向(all-hazard approach) 

(C)因颱風伴隨發生水災及土石流災害時，原則指定經濟部、農委會首長之任一為指揮官 

(D)因地震或海嘯產生災害，並導致核子事故之初期，原則指定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主任委員

為指揮官，內政部部長為協同指揮官 

25. 依「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辦法」規定，下列有關颱風災害得發布停止上班及上課基準
的描述，何者正確？ ○1 依據氣象預報，颱風暴風半徑於 6 小時內可能經過之地區，其陣風可
達 7級以上時 ○2 臺灣本島直轄市、縣（市），依據氣象預報 24小時帄地降雨量達 200mm ○3因
受地形、雨量影響，致交通、水電供應中斷或供應困難，影響通行、上班上課安全或有致災之
虞時 

(A) ○1      (B) ○2   (C) ○3  (D) ○1 ○2 ○3  

二、申論題(共 50 分) 

（一）莫拉克颱風是臺灣近年來發生的重大災害之一，在颱風發生後，部分社會人士

建議政府應頒布緊急命令。政府經初步評估後，認為「災害防救法」已可因應

莫拉克颱風災害後的短期復原重建工作，故未如九二一地震後發布緊急命令。

請針對「災害防救法」中有關災害復原重建之規定，說明發生重大颱風災害後，

各級政府在組織、行政權宜措施、經費支應上，得採取哪些作為，以利重建之

進行（15 分）？另請申論：政府在災後 1 個月內快速通過「莫拉克颱風災後

重建特別條例」，是否意味著「災害防救法」在面對重大災害的短、中、長期

復原重建仍有某些不足，這些不足處可能為何（10 分）？ 

（二）預防火災是「消防法」重要的立法目的之一。「消防法」規定，管理權人為依

法令或契約對各該場所有實際支配管理權責者；其屬法人者，為其負責人。請

說明：依「消防法」規定，各類場所之管理權人，應負哪些火災預防的

責任（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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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央 警 察 大 學 1 0 3 年 警 佐 班第 3 4 期 、 消 佐 班 第 1 8 期 各 科 測 驗 題 解答 
 

消佐班第 18期 

消防法規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B D A C B D B A C C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D A A B C A D A C C 
21 22 23 24 25      
B B A B C      

 

中央警察大學 103年警佐班第 34期、消佐班第 18期招生考試試題 

標準答案釋疑結果 

【消防法規】 

第 11題：【考生 97102提】 

1.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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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02年 11月 21日修正）第 7

條規定：可燃性高壓氣體處理場所，指下列場所：一、販賣場所。二、容器檢驗場所。三、容器串接

使用場所。答案選項(B)僅包含一、販賣場所及 二、容器檢驗場所，而未包含三、容器串接使用場所，

故其非正確選項。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D)無誤 

 

 

立即 Google 搜尋〝警察特考中心〞 

了解更多警察考試資訊、警察函授課程優惠和上榜心得 

每年最新課程七月全面開課 

全國唯一專辦警消考試的線上函授補習班 

高見公職-警察特考補習班-聯絡資訊 

連絡電話：07-2233812 

聯絡地址：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二路 222 號 3 樓之 2 

LINE 帳號：godtrain 

以上考卷題答和試題疑義等資源來自於中央警察大學官網整理 

高見公職預祝各位考生金榜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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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4 年消佐班第 19 期第 1、2 類招生考試試題 

科 目：消防法規 

注 

意 

事 

項 

1.本試題共分兩部分，第一部分為單一選擇題，第二部分為申論題。 

2.單一選擇題共 25 題，每題各有 4 個備選答案，其中只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請將正確

或最適當的答案選出，然後用 2B 鉛筆，將答案卡上同一題號答案位置的長方格範圍塗黑，

答對者每題得 2 分，答錯或不答者以 0 分計。(答案卡上自第 26 題至第 80 題，空著不用，

備選答案 E 請勿劃記。) 

3.申論題共 2 題，每題 25 分，請在「答案卷」上作答，可不抄題，但須註明題號。 

4.本試題共 4 頁。 

ㄧ、單一選擇題(共 50 分) 

1. 依「消防法」及「消防法施行細則」規定，有關設置消防安全設備之定期檢修及申報規定，下列

何者正確？ 

(A)消防安全設備之設計、監造應由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為之 

(B)定期檢修消防安全設備之方式，包括外觀檢查、性能檢查及書面審查 

(C)甲類場所每次檢修時間間隔不得少於 6 個月 

 (D)消防機關得視需要派員進行確認性複查，其複查時間及次數，應於每年 1～2 月及 7～8 月

各複查乙次 

2. 依「消防法」及「消防法施行細則」規定，一定規模以上供公眾使用場所製定之消防防護計畫書

及報請消防機關核備程序，下列何者正確？ 

(A)現有建築物施工中之消防防護計畫，應於實際開工日期 3 天前，報請消防機關備查 

(B)消防機關受理消防防護計畫提報後次日起，15 日內完成審查，並回覆提報人 

(C)防火避難設施之自行檢查，每月至少檢查一次，檢查結果遇有缺失，應報告防火管理人立

即改善 

(D)共同消防防護計畫書應由各防火管理人互推一人為召集人協議製定之 

3. 依「消防法」及「消防法施行細則」規定，液化石油氣零售業者應定期向轄區消防機關申報之用

戶安全檢查資料中，下列何者為非？ 

(A)用戶地址 (B)安全技術人員姓名  

(C)檢測項目 (D)檢測結果 

4. 依「消防法」及「各級消防機關救災救護指揮中心作業規定」之規定，指揮中心內所設總值日官

之職掌，下列何者正確？ 

(A)機關之安全維護                 (B)執勤人員之勤務分配 

(C)全般災情狀況之分級陳報         (D)受命救災救護之指揮、調度及聯繫 

5. 依「消防法」規定，下列何者發現或獲知公共危險物品、高壓氣體等顯有發生火災、爆炸之虞

者，得劃設警戒區，限制人車進入，強制疏散，並得限制或禁止該區使用火源？ 

(A)直轄市、縣（市）災害應變中心           (B)直轄市、縣（市）災害防救辦公室 

(C)鄉鎮市（區）災害應變中心 (D)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 

6. 依「消防法」規定，有關民力運用之組織及各項請領給付、補償等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A)直轄市、縣（市）應補助義勇消防組織所需裝備器材之經費  

(B)參加編組人員因接受訓練而致傷殘者，請領傷殘給付所需費用，應由消防機關報請內政部

核發 

(C)調度之裝備於調度、運用期間致裝備耗損者，應按時價給付 

(D)被調度之救災人員於接受調度、運用期間，應按調度、運用時，其服務機關所給付之報酬

標準 1.5 倍給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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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依「緊急醫療救護法」規定，救護車之設置應向所在地哪一機關申請許可登記？ 

(A)直轄市、縣（市）公路監理機關 (B)直轄市、縣（市）衛生主管機關 

(C)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          (D)直轄市、縣（市）警察機關 

8. 依「緊急醫療救護法」及「緊急醫療救護法施行細則」規定，設有急診科之醫院，為有效調度

人力及設備，所應建立緊急傷病患處理作業流程及內部協調指揮系統之敘述，下列何者為非？ 

(A)院內指揮組織架構與人員執掌 

(B)假日及夜間時段之應變措施 

(C)建置區域內災害醫療資源之資料庫 

(D)因應大量傷患事故之人力、設備或設施調度原則 

9. 依「緊急醫療救護法」及「緊急救護辦法」規定，緊急傷病患之運送就醫服務，應送至急救責

任醫院或就近之適當醫療機構，下列何者為急救責任醫院之應辦理事項？ 

(A)緊急醫療救護訓練 (B)即時監控區域內災害有關緊急醫療之事件 

(C)緊急醫療救護資源規劃及實施方案之諮詢 (D)緊急傷病患救護程序之諮詢 

10. 依「緊急醫療救護法」及「救護直昇機管理辦法」規定，擔任救護直昇機之空中救護人員，下

列何者為非？ 

(A)護理人員 (B)高級救護技術員 

(C)中級救護技術員          (D)初級救護技術員 

11. 依「緊急醫療救護法」及「緊急傷病患轉診實施辦法」規定，有關緊急傷病患之轉診，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 

(A)醫院辦理轉診，應由消防機關聯繫後送醫院，後送醫院不得拒絕接受其轉診 

(B)醫院無法提供適切治療，於協助傷病患辦理轉診時，應將轉診調度情形，並登載於病歷 

(C)醫院辦理轉診，僅須將其原因與風險口頭告知傷病患本人及其親屬 

(D)轉診毒性化學物質傷害之傷病患，應於送達後送醫院後，方進行除污處理 

12. 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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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下列何者為可燃性高壓

氣體（常用溫度下）？○1 甲烷 ○2 乙炔 ○3 丙烯 ○4 戊烷 

(A)○1 ○4  (B)○3 ○4  (C)○2 ○3 ○4  (D)○1 ○2 ○3  

13. 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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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六類物品製造場所，其

外牆或相當於該外牆之設施外側，與廠區外鄰近場所之安全距離應在 20 公尺以上者，下列何者

屬之？ 

(A)天然氣儲槽         (B)收容人員在 300 人以上之展覽館 

(C)古蹟              (D)收容人員在 20 人以上之護理之家 

14. 依據「爆竹煙火管理條例」及「專業爆竹煙火施放作業及人員資格管理辦法」規定，施放組合盆

花等單支火藥紙管或其組合產品及舞臺煙火產品，應以幾支火藥紙管換算一發施放數量？  

(A)3 (B)5 (C)6 (D)10 

15. 依據「爆竹煙火管理條例」及「爆竹煙火管理條例施行細則」規定，爆竹煙火製造場所之負責人

選任爆竹煙火監督人，應經中央主管機關或其認可之專業機構施以 M 小時以上之訓練，並領得

合格證書，始得充任之，任職期間至少 N 年應定期接受複訓乙次，下列何者正確？ 

(A)M=16，N=1 (B)M=16，N=2 (C)M=24，N＝1 (D)M＝24，N=2 

16. 依「災害防救法」及「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設置要點」規定，該委員會設置之執行長，由下列何

者擔任？ 

(A)內政部長 (B)行政院政務副秘書長 

(C)行政院秘書長 (D)行政院政務委員 



消防法規 3 

17. 依「災害防救法」及「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規定，下列何者每五年應就相關減災、整備、災害

應變、災後復原重建、科學研究成果、災害發生狀況、因應對策等，進行勘查、評估，檢討災害

防救基本計畫？ 

(A)中央災害防救會報          (B)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 

(C)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D)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 

18. 依「災害防救法」規定，鄉（鎮、市）災害防救會報之任務，下列何者正確？○1 核定各該鄉（鎮、

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2 核定重要災害防救措施及對策 ○3 督導、考核轄區內災害防救相關事項 

○4 推動疏散收容安置、災情通報、災害緊急搶通、環境清理等災害緊急應變及整備措施 

(A)○1 ○2 ○3 ○4  (B)○1 ○3 ○4  (C)○2 ○3 ○4  (D)○1 ○2 ○4  

19. 依「災害防救法」及「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規定，所稱災害防救物資、器材，下列何者正確？

○1 急救用醫療器材及藥品○2 各種維生管線材料及搶修用器材、裝備○3 人命救助器材及裝備○4 營建

機具、建材 

(A)○1 ○2 ○4  (B)○1 ○2 ○3  (C)○1 ○3 ○4  (D)○2 ○3 ○4  

20. 依「結合民防及全民防衛動員準備體系執行災害整備及應變實施辦法」規定，下列何者屬於直轄

市、縣市應實施之會報？○1 直轄市、縣（市）災害防救會報 ○2 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業務會報 ○3 全

民戰力綜合協調會報 ○4 治安會報 

(A)○3 ○4  (B)○1 ○3 ○4  (C)○1 ○2 ○3  (D)○1 ○2 ○3 ○4  

21. 依「直轄市縣(市)政府災害防救相互支援協定作業規定」之規定，有關相互支援之類型及時機、

聯繫協調單位及支援單位後勤補給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1 跨區型聯防：係指直轄市、縣（市）

政府得考量人口、環境、地理及交通等特性，另行與災害防救屬性較為相近，物資及人力配置較

為近似之直轄市、縣（市）政府簽訂相互支援協定 ○2 相互支援時機：係指直轄市、縣（市）受

災地區因地理位置、地形地勢及交通狀況等因素，需由鄰近直轄市、縣（市）政府支援，始得即

時有效進行搶救或控制者 ○3 聯繫協調單位：平時為直轄市、縣（市）政府所屬之災害防救辦公

室 ○4 支援單位之後勤補給：係指支援單位之食宿、通訊及交通後勤補給事宜，應自行維持至少

七十二小時 

(A)○1 ○2 ○3  (B)○2 ○3 ○4  (C)○1 ○3  (D)○2 ○4  

22. 依「災害防救法」及「風災震災火災爆炸災害救助種類及標準」規定，有關災害救助種類之敘述，

下者何者為非？ 

(A)死亡救助：因災致重傷，於災害發生之日起十五日內死亡者 

(B)失蹤救助：因災致行蹤不明者 

(C)重傷救助：未致重傷，必須緊急救護住院治療，自住院之日起十五日內（住院期間）所發

生自行負擔之醫療費用總額達重傷救助金金額者 

(D)安遷救助：因災致住屋毀損達不堪居住程度者 

23. 依「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及「內政部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前進協調所作業規定」之規定，

當前進協調所與受災地方災害應變中心協調救災支援事宜，並將處理結果回報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時，其應辦理事項，下列何者正確？ 

(A)提出人力、物資、裝備機具支援需求 

(B)回報受災地方災害應變中心災害現場狀況 

(C)掌握支援單位之人員聯絡資料、出勤動態  

(D)確認災害現場之收容安置處所 

24. 依「直轄市、縣（市）危險區域（村里、部落）因應天然災害緊急救濟民生物資儲存作業要點」

規定，離島、山地村（里）、孤立地區，其糧食及民生用品之安全存量為幾日份？ 

(A)3 日 (B)7 日 (C)14 日 (D)30 日 

25. 依「內政部執行災情查報通報措施」規定，下列何者為執行災情查報、通報任務人員？ 

(A)土石流通報專員 (B)村（里）幹事 (C)防汛通報志工 (D)超商店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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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論題(共 50 分) 

（一）防範住宅火災及降低民眾傷亡率為消防機關長久關注的施政重點，分析內政部

消防署 2004─2014 年火災統計資料，顯示住宅火災佔建築物火災之比例為

61.81％，其中獨立住宅與集合住宅的發生件數比例更從 1.73 倍不斷擴

大上升至 3.02 倍，且傷亡人員中為弱勢族群者也有逐年攀升之趨勢。如

何因應高齡社會的來臨，有效推動住宅防火管理，並聚焦在降低獨立住

宅火災以及提高弱勢族群的存活度上，實為消防機關首要政策。試請說

明：(25 分) 

1.現行推動住宅防火管理之相關具體規定為何？ 

2.檢討目前執行成效不彰之原因？  

（二）鑒於災害之頻率與強度日漸升高，且類型也趨於多元化，相關災害防救法規之

要求又有增無減，致消防人員的各項勤（業）務負擔愈趨繁重，導致近 2年來

因公殉職的消防人員已多達 19人，促使基層消防人員訴諸輿論以爭取自身合

理權益，並呼籲有關機關檢討現行消防人員之員額數及勤務規劃之合宜性。試

請說明：(25 分) 

1.現行消防機關救災及救護人員之員額設置基準為何？ 

2.其勤休方式為何？ 

3.改善現行不合理制度之具體對策為何？ 

 
中央警察大學 1 0 4 年警佐班第 3 5 期、消佐班第 1 9 期各科測驗題解答修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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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 Google 搜尋〝警察特考中心〞 

了解更多警察考試資訊、警察函授課程優惠和上榜心得 

每年最新課程七月全面開課 

全國唯一專辦警消考試的線上函授補習班 

高見公職-警察特考補習班-聯絡資訊 

連絡電話：07-2233812 

聯絡地址：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二路 222 號 3 樓之 2 

LINE 帳號：godtrain 

以上考卷題答和試題疑義等資源來自於中央警察大學官網整理 

高見公職預祝各位考生金榜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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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 0 0 年消佐班第 1 5 期招生考試試題 

科 目：消防實務 

注 

意 

事 

項 

1.本試題共分兩部分，第一部分為單一選擇題，第二部分為申論題。 

2.單一選擇題共 25題，每題各有 4個備選答案，其中只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請將正確

或最適當的答案選出，然後用 2B鉛筆，將答案卡上同一題號答案位置的長方格範圍塗黑，

答對者每題得 2分，答錯或不答者以 0分計。(答案卡上自第 26 題至第 80 題，空著不用，

備選答案 E請勿劃記。) 

3.申論題共 2題，每題 25分，請在「答案卷」上作答，可不抄題，但頇註明題號。 

4.本試題共 4頁。 

ㄧ、單一選擇題(共 50分) 

1. 根據「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火場指揮及搶救作業要點」之規定，轄區消防分隊長得擔任的火災

指揮官為何？ 

(A) 火場總指揮官 (B) 火場副總指揮官 (C) 救火指揮官 (D) 警戒指揮官 

2. 根據「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火場指揮及搶救作業要點」之規定，下列何者火場指揮官，必要時

由轄區消防機關通知協助保持火場現場完整，以利火場勘查及鑑定？ 

(A) 火場副總指揮官 (B) 救火指揮官 (C) 偵查指揮官 (D) 警戒指揮官 

3. 根據「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火場指揮及搶救作業要點」之規定，抵達火場的處置原則，下列何

者有誤？ 

(A) 三樓以上建築物火場正面空間，應留給高空作業車使用 

(B) 破壞前應有「測溫」動作，並注意內部悶燒狀況，以免因破壞行動使火勢擴大或引發

閃 (爆) 燃之虞 

(C) 第一梯次抵達火場之救災人、車，都應優先進行火勢撲滅任務 

(D) 搜救小組應以兩人以上為一組，以起火層及其直上層為優先搜救目標，樓梯、走道、窗邊、

屋角、陽台、浴廁、電梯間等，應列為搜救重點 

4. 下列有關「壓額抬下巴法」徒手打開呼吸道之描述，何者正確？ 

(A) 屬侵襲性技術 

(B) 適用於頸椎傷害的傷病患 

(C) 適用意識不清，呼吸道無法保持通暢的創傷病人 

(D) 操作時一手掌置於前額處，另一手指置於下顎骨處 

5. 救護技術員進行病患的「初步評估（Primary Survey）」時，判定病患屬「危急個案」的標準，

下列何者正確？ 

(A) 意識不清（GCS＞14分） (B) 呼吸每分鐘≧30次或＜10次 

(C) 50次＜脈搏每分鐘＜140次 (D) 微血管充填時間＜2秒 

6. 病患病情嚴重度判斷若屬「非危急個案」，即應開始進行二度評估。進行二度評估時，採用「葛

氏昏迷指數（Glasgow Coma Scale）」來評估。「葛氏昏迷指數」測量包含三個指標，不包含下

列何者？ 

(A) 聽覺反應 (B) 睜眼反應 (C) 言語反應 (D) 動作反應 

7. 溺水是造成死亡與失能的一項主要原因，有關溺水者獲救時可獲得較佳的預後，下列何者有

誤？ 

 (A) 溺水時間少於 5分鐘 (B) 急救少於 10分鐘 

(C) 獲得自發性循環 (D) 延遲 C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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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受理行為（精神）急症病患的處置，進行相關的精神狀態檢查，其中，列為病患的自殺危險因

子，下列何者有誤？ 

(A) 性別男 (B) 無社會支援 

(C) 19歲＜年齡＜45歲 (D) 獨居 

9. 四用氣體偵測器所適用氣體的氣味描述，下列何者有誤？： 

(A) 甲烷：無味或微甜油味 (B) 氰化氫：臭蛋氣味 

(C) 磷化氫：大蒜味 (D) 環氧乙烷：似醚氣味 

10. 利用化學戰劑檢知管，可判定空氣中是否有殘留異常的化學物質。當空氣中確定殘留有氯化氰

時，氯化氰檢知管的顏色變化，下列何者正確？ 

(A) 白色→紅色 (B) 黃色→藍綠色 (C) 白色→黃色 (D) 黃色→紅色 

11. 作業環境為侷限空間，而且氧氣濃度＜19.5％，作業方式將會浸入或接觸到毒性物質時，選用

何種化學防護衣較適當？ 

(A) A級防護衣 (B) B級防護衣 (C) C級防護衣 (D) D級防護衣 

12. 下列有關空氣呼吸器之操作要領與注意事項，何者有誤？ 

(A) 將面罩五爪扣環向前撥，可鬆脫面罩 

(B) 鬆脫時「公」接頭向後拉，「母」接頭套頭向前壓，即可分開各高壓導管 

(C) 使用氣瓶後或長時間儲存氣瓶，應將氣瓶開關關閉並保持氣瓶瓶體內壓力不低於 20psi，

以防止空氣水分進入氣瓶內 

(D) 氣瓶放置時，應將瓶身以氣瓶閥向上垂直站立或橫放長期存放氣瓶 

13. 下列有關移動式油壓破壞組之操作要領與注意事項，何者正確？ 

(A) 液壓油箱需隨時保持滿量，每隔 10000小時操作時間，即需更換液壓油 

(B) 引擎使用汽油燃料，因此不需要每周啟動保養 

(C) 為確保油壓管路之清潔，當操作使用完畢後，必頇將油壓軟管接頭處之蓋子蓋上，以延長

油壓工具之壽命 

(D) 最好每 10年更換油壓管 1次，以避免油壓管老化 

14. 下列有關油壓開門器之操作要領與注意事項，何者有誤？ 

(A) 使用開門器開啟門鎖時，應將楔型腳座敲入門鎖附近，越接近越好 

(B) 開啟門時操作手應立在門前，才可有效施力 

(C) 每年頇更換 1次液壓油，以確保器材隨時處於最佳狀態 

(D) 使用結束應讓楔型腳座完全縮回才可拆卸 

15. 下列有關移動式手提泵浦之操作要領與注意事項，何者有誤？ 

(A) 吸水管底閥至少應深入水中 30公分以上 

(B) 吸水後應慢慢打開出水口 

(C) 運轉中，應保持軸承溫度在 60℃以下 

(D) 運轉中，可隨時關閉出水口停止出水 

16. 下列有關混凝土切割器之操作要領與注意事項，何者有誤？ 

(A) 操作時冷卻水霧必頇開啟，最適當水壓不可高於 35psi（2.5bar） 

(B) 操作人員儘可能穿著長袖衣褲再搭配 3合 1安全帽操作 

(C) 切割時為避免擠壓導桿及鏈條，應最先切割開口的底部，然後側面，然後頂部 

(D) 機器啟動後，應使用運轉至少 15秒，並確保冷卻水正常出水，方可執行切割 

17. 在繩結的應用上，有關水帶運送繩結法，下列何者正確？ 

(A) 撐人結加半結 (B) 栓馬結加半結 

(C) 二重繫船結加帄結 (D) 布魯治克結加半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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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山難搜救時，方向與方位的判斷至為重要。若由觀測者所站立位置，以指北針對正目標，若測

出其角度為 210°時，此時，若觀測者於原目標處觀測原先站立之位置，測出的角度為何？ 

(A) 210° (B) 180° (C) 150° (D) 30° 

19. 下列有關「山區急症醫療技術」之描述，何者有誤？ 

(A) 高山症發生之誘因，係血液中的帶氧量減少所致 

(B) 急性高山病（AMS）致死率極高 

(C) 高山肺水腫（HAPE）鮮少發生在低於 2400公尺的地方，比較常發生在年輕男性的身上 

(D) 高山腦水腫（HACE）患者應儘速下撤到較低海拔，並給予 4-6公升流量的 100％純氧 

20. 繩索救難及搬運技術系統分為 3大部分，其中，省力系統（又稱下降和上升系統）主要是利用

省力之繩索系統移動救難人員或傷病患，1個省力系統至少需多少員救難人員操作，才可順利

執行救援工作？ 

(A) 3員 (B) 5員 (C) 8員 (D) 15員 

21. 下列有關處理電梯受困之操作要領與注意事項，何者正確？ 

(A) 新式電梯有 UPS緊急電源選配，電力通常足夠到達下一樓層並開門後 

(B) 從機械室的樓層指示器上判斷車廂所在樓層位置 

(C) 電梯鋼纜最大總承重必頇是車廂最大載重的 10倍，因此，鋼纜斷裂可能性相當小 

(D) 緊急升降機都會接有緊急電源，但消防啟動使用的開鎖鑰匙，各緊急升降機皆為各自獨立

專用 

22. 根據「各級消防單位處理涉及化學物質災害、工廠災害注意事項」之規定，相關參考資料適用

優先順序，第一優先為何？ 

(A) 緊急應變指南 (B) 毒性化學物質防救手冊 

(C) 物質安全資料表 (D) 消防人員戰技手冊 

23. 根據「各級消防單位處理涉及化學物質災害、工廠災害注意事項」之規定，採取行動方案時的

幾個重要觀念，下列何者有誤？ 

(A) 嚴禁冒然闖入 

(B) 化學物質災害之處理過程，處理的「快」比處理的「對」重要的多 

(C) 絕對不要在沒有適當、安全的個人防護裝備、器材下進入現場 

(D) 多方尋求支援，必要時「等待協助」才是對的決定 

24. 根據「火災成災標準及認定標準」之定義，下列何者屬於「火災」？ 

(A) 路旁燒垃圾或雜草，消防單位到達後，認為其不會有任何危險，未進行滅火而直接歸隊 

(B) 燒甘蔗園，消防單位到達後，因面積廣闊，並未滅火，僅於旁邊警戒，待其燒完 

(C) 燒垃圾或雜草，消防單位到達後，因面積廣闊，並未滅火，僅於旁邊警戒，待其燒完 

(D) 路邊燒垃圾，消防單位到達現場後，其已自行熄滅或燒光，未進行任何滅火動作 

25. 車內固定式氧氣組是含有較大容量(1000公升左右)的氧氣瓶，以提供病患於運送途中使用，當

氧氣瓶氣量低於多少 psi以下，需立即更換充氣？ 

(A) 200 (B) 400 (C) 500 (D) 600 

 

二、申論題(共 50 分) 

(一)心肺復甦術（C.P.R.）是經醫學證明，用於瀕死病患的處理，可大幅提昇病患的

存活率。根據美國心臟醫學會 2010 年所修訂的版本，試簡述： 

1.進行心肺復甦術的步驟？ 

2.執行高品質心肺復甦術的基本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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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消防機關的救護資源經常有被民眾濫用的情形，試就「消防法」與「緊急醫療救

護法」之相關法令規定，簡述： 

   1.消防機關執行「緊急救護」勤務的時機與對象？ 

   2.消防人員取得救護技術員資格後，必要時從事相關緊急救護技術，以哪些地點 

為限？ 

 

中央警察大學 1 0 0 年警佐班第 3 1 期第 2 類、消佐班第 1 5 期各科試題解答 
 

消佐班第 15期 

消防實務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C D C D B A D C B A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A B C B D A A D B C 
21 22 23 24 25      
D B B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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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 0 1 年消佐班第 1 6 期招生考試試題 

科 目：消防實務 

注 

意 

事 

項 

1.本試題共分兩部分，第一部分為單一選擇題，第二部分為申論題。 

2.單一選擇題共 25 題，每題各有 4 個備選答案，其中只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請將正確

或最適當的答案選出，然後用 2B 鉛筆，將答案卡上同一題號答案位置的長方格範圍塗黑，

答對者每題得 2 分，答錯或不答者以 0 分計。(答案卡上自第 26 題至第 80 題，空著不用，

備選答案 E 請勿劃記。) 

3.申論題共 2 題，每題 25 分，請在「答案卷」上作答，可不抄題，但須註明題號。 

4.本試題共 4 頁。 

ㄧ、單一選擇題(共 50 分) 

1. 老人及身心障礙社會福利機構等場所自衛消防編組演練暨驗證，所採用起火區界限時間計算，

下列何者非所需考慮的條件?   

(A) 內部裝修限制    (B) 自動撒水設備 (C) 各居室不燃化區劃 (D) 住民行動力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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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未設有防爆牆瓦斯行儲

存場所，面積為 16 平方公尺，由於鄰近古蹟，其外牆與場外附近古蹟的最小安全距離要求為

多少公尺？ 

(A) 12    (B) 18 (C) 24 (D) 28 

3. 依「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火場指揮及搶救作業要點」規定，如達重大火災層級時，地方消防局

局長抵達火場擔任火場總指揮官，應佩戴何色臂章？ 

(A) 紅色臂章   (B) 藍色臂章 (C) 黃色臂章 (D) 綠色臂章 

4. 依「消防人員戰技手冊」的操作方式，有關空氣呼吸器的卸下與排壓操作要領，下列何者不正

確？ 

(A) 進行排壓前，將開關打開，罩於臉上吐氣，即可將高壓管內空氣排除 

(B) 使用時如須暫停供氣，壓面罩停止鈕即可 

(C) 將面罩五爪扣環向前撥，可鬆脫面罩，不使用時可吊掛於頸部 

(D) 鬆脫面罩與空氣瓶時，「公」接頭向前壓，「母」接頭套頭向後拉，即可分開各高壓導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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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下列何者屬第三類發火

性液體、發火性固體及禁水性物質公共危險物品？ 

(A) 硫磺    (B) 鐵粉 (C) 鎂 (D) 鈉 

6. 依「液化石油氣容器定期檢驗基準」規定，有關液化石油氣容器出廠耐壓試驗日期為 94 年 2

月 28 日以前，下列檢驗年限規定何者不正確？  

(A) 20 公斤裝容器，未滿 9 年者，下次檢驗年限為 5 年 

(B) 20 公斤裝容器，10 年以上未滿 18 年者，下次檢驗年限為 2 年 

(C) 16 公斤裝容器，19 年以上未滿 40 年者，下次檢驗年限為 1 年 

(D) 16 公斤裝容器，40 年以上者，下次檢驗年限為半年 

7. 消防法施行細則第十三條第九款指定之供公眾使用場所應實施防火管理之場所不包括下列何

者？ 

(A) 收容人員 30 人之招待所     (B) 收容人員 30 人之幼稚園 

(C) 長期照護機構 (D) 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之撞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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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依「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成立消防救助隊指導要點」，消防人員參與救助人員培訓的資格，

下列何者正確？  

(A) 隊員之年齡在 40 歲以下，且服務消防機關外勤工作滿 2 年以上 

(B) 小隊長以上幹部年齡放寬至 45 歲 

(C) 體能要求達體能測定基準 70 分以上 

(D) 具 300 公尺以上游泳能力 

9. 依「消防機關災害現場人命救助作業原則」，有關現場救災指揮站編組之敘述，何者錯誤？  

(A) 指揮組的安全官負責協調其他支援救災單位人員 

(B) 作業組針對災害型態及支援救災單位性質，可細分如救助、醫療、滅火、警戒等小組 

(C) 後勤組：負責各項救災裝備、器材及其他物資之後勤補給事宜 

(D) 計畫組：掌握救災救護人員、車輛、裝備及器材資源及需求狀態 

10. 依「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火場指揮及搶救作業要點」，有關抵達火場進行火災搶救作業要領，

下列何者錯誤？  

(A) 室內佈線適用較低樓層 

(B) 如為四樓建築物火場並有正面空間，應考慮高空作業車部署 

(C) 水線部署應善用三叉接頭以省時省力 

(D) 車輛以「包圍部署」為原則 

11. 依「各級消防機關救災救護指揮中心作業規定」，下列何種情形未達到指揮中心執勤人員應即

時將災害事故通報內政部消防署之標準？  

(A) 發生五人受傷之重大職業災害     (B) 無人傷亡之核化事故災害 

(C) 發生一人溺水死亡事故 (D) 發生三人受傷之爆炸事故 

12. 下列何者非屬於「各級消防機關救災救護指揮中心作業規定」所稱之火災成災標準？ 

(A) 燒燬林木面積達二公頃（非雜草） 

(B) 燒燬供人使用之物價值達新臺幣三百萬元 

(C) 燒燬供人使用之建築物且面積達五十坪之建築物 

(D) 造成人命死亡或三人以上重傷 

13. 依「消防人員戰技手冊」的操作規範，有關雙(三)節梯操作及保養注意事項，下列何者不正確？  

(A) 梯子的架梯角度保持 75 度 

(B) 梯子作業原則以 1 人為主，但無法控制時，則每一節梯子可有 1 人，總計 3 人以內為原則 

(C) 金屬梯所有撐臂、升降索及傳動部份應予檢驗，每 6 個月應用溶劑清洗梯架，不可清除傳

動部份之耐水舊滑脂，以防鏽蝕 

(D) 金屬梯如曾經暴露在 149℃以上，應即予試驗有無毀損或變形之處 

14. 依「消防人員戰技手冊」的操作要求，有關拾取式泡沬瞄子操作注意事項，下列何者正確？  

(A) 操作泡沬瞄子時，瞄子出水口壓力不得大於 3.5 ㎏ f／㎝ 2
 

(B) 若送水壓力過高，則藥劑吸入量會太少，射程也會降低 

(C) 在冬季氣溫下降時，泡沬黏度會減低而增加吸入量，致發泡性能也降低，故低溫時，應減

少泡沬藥劑吸入量 

(D) 石油類滅火時，採向火焰處後面之牆壁、天花板等處噴射，而流下來覆蓋油面為原則 

15. 依「內政部消防署緊急救護勤務指導要點」規定，下列何者屬於救護人員抵達醫院時之勤務處

置？ 

(A) 傷病患病情評估回報與責任醫院橫向之聯繫 

(B) 隨行家屬、親友之安撫與指導協助 

(C) 傷病患之交接，病情評估與急救處置之說明 

(D) 車輛器材之清潔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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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依「消防人員常年訓練實施規定」，某消防局之 50 歲男性隊員，請問該員下列有關術科體能訓

練之要求，何者正確？  

(A) 單槓引體向上應有三次以上 

(B) 舉重二十公斤以上應有連續四次以上 

(C) 伏地挺身應有連續十次以上 

(D) 折返跑(六公尺距離內，定點觸地折返跑，限時九十秒內)應有十二次 

 

17. 依「火災調查鑑定標準作業程序」規定，有關現場調查的「跡證蒐集」、「損害調查」及「申請

支援」之相關規定，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 火災現場拍照及攝錄影，應依「火災現場照相及攝影作業要領」規定辦理 

(B) 火災現場採驗證物之程序、封緘及送驗，應依「火災案件證物採驗規範」規定辦理 

(C) 申請上級機關協助勘查，可依「內政部消防署支援各級消防機關火災原因調查鑑定」規定

辦理 

(D) 財物損失之損害調查，應依「火災原因調查實施要點」規定辦理 

18. 依「消防車輛裝備器材管理維護作業規範」之保養制度規定，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 各類裝備之潤滑，屬於一級保養工作範圍 

(B) 儀表校正或送修，屬於三級保養工作範圍 

(C) 主件、組合件或總成之修理更換，屬於四級保養工作範圍 

(D) 系統結構變更規劃與執行，屬於五級保養工作範圍 

19. 依「消防勤務實施要點」規定，消防勤務的實施時間，下列何者不正確？  

(A) 零時至八時為深夜勤，十八時至二十四時為夜勤，餘為日勤 

(B) 每日勤務時間為二十四小時 

(C) 服勤人員每日勤務八小時，每週合計四十四小時(週休二日四十小時)，必要時得酌情延長 

(D) 服勤人員服勤時間之分配，由消防局、港務消防隊視消防人力及轄區特性定之 

20. 依「火災調查鑑定標準作業程序」，有關災後勘查原則，下列何者不正確？  

(A) 先靜觀後動作     (B) 先挖掘後照相 (C) 先表層後逐層 (D) 先一般後重點 

21. 公司商號依「防焰性能作業規定」申請防焰性能認證合格證書，消防單位在實施抽購樣時，看

到登錄編號”ADE-01-0101”，其中代表廠商不得從事下列何種業別？  

(A) 製造     (B) 防焰性能加工處理 (C) 進口防焰物品 (D) 裁剪、縫製、安裝 

22. 依「消防人員戰技手冊」的操作規範，有關混凝土切割器安全注意事項，下列何者不正確？  

(A) 嚴禁於室內通風不良場所發動引擎 

(B) 機器啟動後，應使運轉至少 15 秒，並確保冷卻水正常出水，方可執行切割 

(C) 燃油應使用高級柴油 

(D) 操作時冷卻水霧必須開啟，最小水壓不可小於 35psi，最適當為 80psi 或以上 

23. 依「救護技術員管理要點」之規定，下列何者為中級救護技術員不得執行之救護範圍內？  

(A) 使用抗休克褲 

(B) 灌洗眼睛 

(C) 使用自動體外心律器 

(D) 周邊血管路徑之設置及維持，並得給予乳酸林格氏液或生理食鹽水 

24. 依「直轄市縣市消防車輛裝備及其人力配置標準」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雲梯消防車：每車配置八人至十人 

(B) 泡沫消防車、化學災害處理車：每車配置五人或六人 

(C) 排煙車、照明車：每車配置二人 

(D) 救助器材車、空氣壓縮車：每車配置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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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有關「各級消防機關災害搶救消防力調度支援作業要點」規定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各消防機關轄內發生災害，基於緊急需要，須調度轄內民營事業機構裝備時，可由其救災

救護指揮中心依規定調度派遣 

(B) 在隊服勤消防人員十名以下者，免預劃支援人力 

(C) 有關調度支援車輛部分，原則上各消防機關針對他轄申請災害支援需求進行車輛種類調

派，各分隊出動車輛數以一車至少四人作為各分隊派遣支援人車時之方式 

(D) 在受理並同意他單位之支援申請後，第一梯次必須在二十分鐘內完成人員車輛裝備器材的

集結，第二梯次應在一小時內完成集結出動 

二、申論題(共 50 分) 

(一) 化學工廠儲存之化學物質，大多具有毒性、爆炸等危險特性，當接獲化學工廠

火警通報出動搶救時，就途中、接近現場、到達現場、戰力佈署、指揮管制及

執行搶救等各作業階段，說明所應注意之安全相關事項。 

(二) 近年來，由於觀光的活絡，大型交通工具需求大幅提高，經常因發生人為疏失

或天然災害，造成大型客運車輛意外事故。面對類似上述之重大交通事故時，

預期會有大量受傷病患之狀況發生。試問：消防救災救護指揮官抵達現場時，

應立即採取哪些相關應變指揮作為？ 

 
中央警察大學 1 0 1 年警佐班第 3 2 期第 2 類、消佐班第 1 6 期各科試題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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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2 年消佐班第 17 期第 1、2 類招生考試試題 

科 目：消防實務 

注 

意 

事 

項 

1.本試題共分兩部分，第一部分為單一選擇題，第二部分為申論題。 

2.單一選擇題共 25題，每題各有 4個備選答案，其中只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請將正確

或最適當的答案選出，然後用 2B鉛筆，將答案卡上同一題號答案位置的長方格範圍塗黑，

答對者每題得 2分，答錯或不答者以 0分計。(答案卡上自第 26 題至第 80 題，空著不用，

備選答案 E請勿劃記。) 

3.申論題共 2題，每題 25分，請在「答案卷」上作答，可不抄題，但頇註明題號。 

4.本試題共 3頁。 

ㄧ、單一選擇題(共 50分) 

1. 多數消防作業的安全環境，是建構在三個要素的基礎之上：程序、設備和人員。有關人員的因

素部分，何者最難處理？  

(A)戰技     (B)體能 (C)態度 (D)經驗 

2. 操作空氣呼吸器充灌壓縮機的安全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充氣率應設定在 450公升／每分鐘以下 

(B)氣瓶的充氣工作壓力至少應為 300bar以上 

(C)氣瓶在充氣時會發熱，溫度不可超過 60℉ 

(D)氣瓶內應隨時保持至少有 20 bar以上之殘壓 

3. 運用水霧射水進行室內煙層溫度檢查的操作方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以 60度寛度水霧，每次射水時間約 0.5秒鐘，多次點放方式掃射射水 

(B)以 50度寛度水霧，射水時間持續 1分鐘 

(C)以 80度寛度水霧，連續點放水霧方式掃射射水直至發現水滴凝結 

(D)以 30度寛度水霧，3次點放方式進行掃射射水 

4. 下列何者為直線射水的使用時機？ 

(A)火場室內降溫 (B)殘火處理 (C)瞄子手防護 (D)控制火場煙層流動 

5. 有關熱影像儀（TIC）的操作原理與限制，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紅外線為不可見光，因此可輕易穿透水及玻璃 

(B)量測到的是物體的「絕對溫度」，因為所有物體理論上超過絕對零度時就會放射紅外線 

(C)消防用紅外線熱影像儀所偵測的紅外線光譜範圍，介於 8μm至 14μm之間 

(D)白天可以看見的距離比晚上遠 

6. 使用正壓排煙時應審慎小心，當火場發現下列情況時，何者應嚴禁用正壓排煙？ 

(A)已確定起火點 (B)火場內有待救人員 (C)起火處為木造建築 (D)現場濃煙密布 

7. 消防人員處理汽車火警時，為避免出現充滿液壓油的液壓保險桿系統或輪胎爆炸的危險，第一

線的消防人員進行滅火攻擊，應使用多少度寛度水霧射水？並以多少度角接近起火車輛？ 

(A)30；45 (B)45；90 (C)90；90 (D)90；45 

8. 救護技術員在現場完成孕婦第三期且呈休克狀態之處置後，應將該傷病患以何種適當姿勢後送

較佳？ 

(A)仰躺 (B)左側躺姿勢 (C)右側躺姿勢 (D)半坐臥姿 

9. 實施心肺復甦術（CPR）的四項基本要求，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用力壓 (B)快快壓 (C)胸回彈 (D)應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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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開始實施心肺復甦術（CPR）時，按壓與呼吸的比例（按壓：呼吸），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60：1     (B)30：1 (C)30：2 (D)15：2 

11. 有關自動體外電擊器（AED）的使用與注意事項，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必頇將患者移開濕處，並將胸前擦乾，才可使用 AED 

(B)病人倒下且心跳停止發生時間在 4分鐘內儘快使用 AED 

(C)AED的電擊片，必頇放置距體內心臟節律器至少 2.5公分處 

(D)8歲以下兒童不適合使用 AED 

12. 救護技術員進行病情嚴重度的判斷，根據消防署的操作定義，下列何者不屬於危急個案？ 

(A)昏迷指數＞14分     (B)脈搏每分鐘＞140下或＜50下 

(C)呼吸每分鐘≧30次或＜10次 (D)微血管充填時間＞2秒 

13. 關於脈搏的評估方式，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脈搏的強弱反應病患的脈搏壓，大致與心臟每一次收縮所輸出的血量成正比 

(B)貧血的病人可能出現較弱的脈衝 

(C)頸動脈摸得到代表收縮壓至少 60mmHg 

(D)脈搏正常的範圍速率為每分鐘 60次至 100次 

14. 欲攀爬到 4樓陽台進行室外水帶垂直佈線延伸，若採雙節梯加掛梯垂直佈線法，完成延伸佈線

後的射水方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瞄子出水壓力不可小於 2kg/㎝ 2，且最好採直線射水 

(B)瞄子出水壓力不可小於 2kg/㎝ 2，且最好採水霧射水 

(C)瞄子出水壓力不可大於 2kg/㎝ 2，且最好採直線射水 

(D)瞄子出水壓力不可大於 2kg/㎝ 2，且最好採水霧射水 

15. 部署消防車進水管吸取河川水流，作為救災用水時，應注意河面水位高度，以免水深不足時產

生漩渦，吸入空氣影響吸水。根據消防署頒的戰技手冊建議，進水管濾網與河川水面之距離至

少應有多少公分以上的水深，才不會影響吸水作業？ 

(A)10     (B)30 (C)50 (D)100 

16. 空氣呼吸器的操作要領與注意事項，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使用後應立即以酒精全面擦拭消毒 1次以上，尤以呼氣閥部分最重要 

(B)以氣瓶閥向下倒立姿勢放置氣瓶，可避免氣瓶內部積水 

(C)進入災區應組成至少 2人以上 1組之搜救小組，如殘壓警報響起，應即通知同伴退出災區 

(D)平日保養後應將背負架肩帶、腰帶完全放鬆，以利緊急時穿戴方便 

17. 操作電動油壓剪時，若是剪切器行程無法到達定位、剪切行程忽快忽慢，或是感到推擠行程較

平時吃力時，比較可能的原因為何？ 

(A)液壓油變質   (B)電壓不足 (C)電池接觸不良 (D)操作順序錯誤 

18. 高空作業車輛無法進入巷道時，常使用雙（三）節梯進入火場。當前員已順利攀登進入後，建

議應於適當處所以何種繩結固定梯子，放手解除確保？ 

(A)滑降結     (B)節結 (C)纏身結 (D)栓馬結 

19. 操作泡沫瞄子時，為確保穩定的發泡狀況，瞄子出水口壓力必頇保持在適當的壓力大小。下列

所述出水口壓力值，何者較為適當？ 

(A)0.5㎏/㎝ 2
   (B)2.5㎏/㎝ 2

 (C)4.5㎏/㎝ 2
 (D)6.5㎏/㎝ 2

 

20. 水驅動式排煙機的操作要領與注意事項，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排煙機應置於屋內 (B)排煙機向內不可向外 

(C)排煙機放置位置可隨火勢調整 (D)注意放水壓力，不可超過 5㎏/㎝ 2
 

21. 下列何者為常用的水帶運送結繩法？ 

(A)栓馬結加半結     (B)二重繫船結加平結 (C)纏身結加半結 (D)撐人結加半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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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運用梯子應用救出法，將待救者從高處緩慢吊下救出，應使用下列何種繩結？ 

(A)三重繫船結     (B) 8字活動結 (C)雙圈二結 (D)單套結 

23. 待救的登山客出現急性高山病（AMS），若無立即生命危險，除建議其在高度 2400 公尺地區

3-4天，做高度適應外，下列處置何者正確？ 

(A)給予病患每分鐘 4-6公升流量的 100％純氧 (B)喝足量的水以利腎臟排出重碳酸鹽 

(C)以每小時 250㏄的速度打上點滴 (D)以靜脈注射 250㏄到 500㏄的輸液 

24. 為確保救災過程中救災人員及傷患安全，操作繩索救難及搬運技術系統時，若現場只有小樹（樹

桿直徑小於 8吋）可以架設確保系統，可採用何種固定點架設？ 

(A)摩擦力固定點      (B)撐人結固定點 

(C)套結固定點     (D)小支點平衡力固定點 

25. 運用繩索橫渡角橫渡時，主繩需拉至適當之緊度，並與水流方向夾 45 度角。該渡河法是利用

何種動力原理將待救者推向對岸？ 

(A)人力     (B)機械動力 (C)水力 (D)高低差 

二、申論題(共 50 分) 

（一）102年初，新竹縣新埔鄉深夜火警，一老翁受困屋內，在媒體鏡頭前被大火吞

噬不幸身亡，輿論一片嘩然。假如您是第一線帶隊官，轄區又發生類似事件，

試從：(1)救災指揮（戰術）；與(2)火災搶救（戰技）兩部分，申論如何避免類

似的悲劇重演？ 

（二）第一線消防人員執行或處理涉及化學物質災害、工廠災害搶救時，有很高的安

全風險，應特別評量現場可能致命的風險因子以及自身的安全狀態。根據消防

署所頒「各級消防單位處理涉及化學物質災害、工廠災害注意事項」規定，在

採取相關行動方案前，有哪些重要觀念應優先考量並注意？ 

 

 

 

中央警察大學 1 0 2 年警佐班第 3 3 期、消佐班第 1 7 期各科試題解答修正版 
 

消佐班第 17期 

 
消防實務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C A D B C B A B D C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D A B D B C A D C A 

21 22 23 24 25      

D A B D C      

 

 

 

 

 

 



消防實務 4 

中央警察大學 102年警佐班第 33期、消佐班第 17期招生考試試題 

標準答案釋疑結果 

 

【消防實務】 

第 11題：【考生 97248提】 

1.依據「2010年民眾版之基本救命術比較表」，「1至 8歲的小兒建議使用小兒貼片，如無小兒貼片，使

用成人貼片；小於 1歲的嬰兒使用手動電擊器，如無手動電擊器，建議使用小兒貼片，如無小兒貼片，

使用成人貼片」。此外，行政院衛生署（2009）「初級救護技術員訓練教科書」第七章內容，也建議可

以適時使用（P.7-8）。 因此，在某些情況下，對 8歲以下兒童使用 AED，在特定的緊急狀況與限制下，

是被允許的。目前消防實務操作的建議（ 內政部消防署 99 年 3 月 22 日 0990700038 號函頒訂「使

用自動心臟電擊去顫器(適用於 1歲以上)」） 在緊急狀況下，還是建議使用 AED。 

2.「8歲以下兒童」用語是否恰當，如考生所述，兒少法用「年齡來區分」。本題並未在探究少年或兒童，

重點應該是在「8歲以下」，符合上述概念，特別說明。 

3.綜合前述，選項(D) 8 歲以下兒童不適合使用 AED，並不完全正確。 

4.故本題原公布答案(D)無誤 

 

立即 Google 搜尋〝警察特考中心〞 

了解更多警察考試資訊、警察函授課程優惠和上榜心得 

每年最新課程七月全面開課 

全國唯一專辦警消考試的線上函授補習班 

高見公職-警察特考補習班-聯絡資訊 

連絡電話：07-2233812 

聯絡地址：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二路 222 號 3 樓之 2 

LINE 帳號：godtrain 

以上考卷題答和試題疑義等資源來自於中央警察大學官網整理 

高見公職預祝各位考生金榜題名 

 



消防實務 1 

中央警察大學 103 年消佐班第 18 期第 1、2 類招生考試試題 

科 目：消防實務 

注 

意 

事 

項 

1.本試題共分兩部分，第一部分為單一選擇題，第二部分為申論題。 

2.單一選擇題共 25題，每題各有 4個備選答案，其中只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請將正確

或最適當的答案選出，然後用 2B鉛筆，將答案卡上同一題號答案位置的長方格範圍塗黑，

答對者每題得 2分，答錯或不答者以 0分計。(答案卡上自第 26 題至第 80 題，空著不用，

備選答案 E請勿劃記。) 

3.申論題共 2題，每題 25分，請在「答案卷」上作答，可不抄題，但頇註明題號。 

4.本試題共 4頁。 

ㄧ、單一選擇題(共 50分) 

1. 以下有關在隊待命安全注意事項之敘述，何者為是？ 

(A)出勤動線不可堆積障礙物     

(B)消防車停放車庫，應確實拉起手剎車但不可放入輪阻器，以免影響出動時效  

(C)水箱車的水箱至少要保持 2/3以上的水位        

(D) (A)和(B)都是                   

2. 在屋頂上佈線射水，應考慮： 

(A)頇防濕滑跌落或因屋頂（瓦片、石綿瓦）破裂人員墜落 

，但是不可為了便於行走而覆以掛梯（如圖一） 

(B)在石綿瓦上行走，應避免踩到釘子處 

(C)射水時儘量選擇脊樑等穩固適當之位置採坐姿射水 

(D)佈線時可由屋頂處將水帶之母接頭往下扔，以爭取時效    

                                     

 

 

 

 

3. 高空射水時，應該注意哪些安全事項？ 

(A)應適時做水柱防護射水，防止高溫影響雲梯車機械裝置      

(B)務必穿戴消防衣、帽、鞋、手套及空氣呼吸器，維護自身安全，並將手提無線電置於駕駛

室以免受潮或掉落  

(C)絕對避免將水射到高壓電線或電氣設施  

(D)應防射水產生之反作用力，影響雲梯之穩定性 

4. 一般救護車依照「救護車裝備標準及管理辦法」之規定，應有何裝備？ 

(A)手持式血氧濃度分析儀              (B)燒傷包一組                   

(C)血糖機一組                   (D)加護急救箱一組   

5. 依照「救護車裝備標準及管理辦法」之規定，下述何者不是救護車之使用範圍？ 

(A)運送傷病患及在場事故目擊者      

(B)緊急運送供移植之器官                   

(C)支援防疫措施                   

(D)支援衛生主管機關之救護有關工作        

6. 依照「救護技術員管理辦法」之規定，初級救護員可以實施何種救護項目？ 

(A)使用體外心律器  (B)使用自動心臟電擊器  

(C)灌洗眼睛  (D)協助硝化甘油舌下含片 

圖一 



消防實務 2 

7. 依照「救護技術員管理辦法」之規定，中級救護員不可以實施何種救護項目？ 

(A)使用體外心律器     (B)使用自動心臟電擊器  

(C)灌洗眼睛  (D)協助硝化甘油舌下含片 

8. 依照「緊急傷病患轉診實施辦法」之規定，辦理轉診應如何作為？ 

(A)後送醫院由中央主管機關指定     

(B)病患或家屬不可以要求將緊急傷病患轉診至非後送醫院  

(C)後送醫院不得拒絕接受轉診  

(D)後送醫院於緊急情事消失後，可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將傷病患轉回原診治醫院 

9. 搶救船舶火災的要領為： 

(A)船艙內構造極複雜且狹隘，若單獨進入甲板以下灌救時，應穿著消防衣、帽、鞋、手套及

攜帶空氣呼吸器、照明燈、救命器、繩索或簡易拆卸器材等防護救災裝備，進入後隨時與

指揮者保持聯繫  

(B)一旦登上起火船舶進行搶救時，盡量以水柱大量射水，但是要注意水源的持續供給量 

(C)一般油輪火災盡量以水為滅火劑，有必要時可汲取海水替代 

(D)搶救油輪火災，在必要時可用二氧化碳或海龍滅火系統 

10. 掛梯救災操作時，應注意： 

(A)當使用掛梯時，應將梯子上端勾子打開，卡榫確位並注意最好與梯子成四十五度角（必要

時才考慮呈直角狀態操作），在建築物上處，將勾子確實掛好      

(B)需掛成四十五度角，且欲掛掛梯於扶手欄杆或窗框時，應選擇有充分強度之處 

(C)在梯子上工作應至少就安全帶或鎖腿法選一項最適當的做法將身體扣牢 

(D)登梯時，必頇手、腕、腿、腳配合，眼睛望著梯尖，動作保持圓滑，帄穩而富節律，並由

1人將梯體扶好 

11. 混凝土切割鏈鋸組使用於受困者困於侷限空間中或身體某部分遭受建物壓住時，必頇注意： 

(A)如果無法找到水源供鏈條冷卻之用，就要以強力風機不斷吹向鏈條，以防過熱   

(B)燃料的補充以 92 或 95 無鉛汽油與二行程專用機油以 25：2 比例，先行在混合比例容器經

比例攪拌均勻，再注入燃料桶內並鎖緊油桶蓋 

(C)如果冷卻不足，將造成鏈條過度磨損，導致損壞  

(D)於室內通風不良場所發動引擎時，宜將冷卻用風機的進風口移至其他空間，以免影響鏈條

的冷卻 

12. 以下有關立坑救助作業之敘述，何者為是？ 

(A)首先要將空氣延伸組及緊急逃生用空氣呼吸器各 1組和救助手吊掛入坑（圖二及圖三）  

(B)救助手入坑後要立即啟動氣體偵測器，偵測是否有危險之物質  

(C)進行立坑或侷限空間搶救時，必頇預備 2 組以上搶救人員在附近待命或協助，以防現行操

作者陷入危險  

(D)缺乏對侷限空間的危機認識常是造成傷亡的主因 

 

  

                                             

 

 

 

 

圖三 圖二 

圖三 圖二 



消防實務 3 

13. 以下有關A級防護衣（圖四）之敘述，何者為是？ 

(A)於火災現場有致命物質外洩或狀況不明時使用     

(B)屬個人防護裝備，自行穿著時需要注意檢查所有安全防護 

檢測點，並自行調整空氣呼吸器至舒適的程度 

(C)可選擇站立或坐著，首先穿入雙腳並將防護衣提至腰部  

(D)在火場中使用時應避免接近火源或極凍液體  

  

 

 

 

 

14. 值班人員接獲火警通報時，應該依照何種程序處理？甲：詢問災害發生時間、地點和必要事項。
乙：調閱甲、乙種搶救圖或水源圖。丙：按下火警警鈴並開啟擴音設備。丁：聯繫警察、衛生、
電力、自來水、瓦斯公司。 

(A)甲→乙→丙→丁 (B)甲→丙→乙→丁 (C)丁→甲→丙→乙 (D)甲→丁→丙→乙  

15. 大量傷患救護時，檢傷分類卡的顏色優先次序為： 

(A)綠→黃→紅→黑 (B)黑→紅→黃→綠 (C)黃→紅→綠→黑 (D)紅→黃→綠→黑 

16. 水源的優先選擇次序為： 

(A)消防栓→消防蓄水池→游泳池→溪流 (B)消防栓→游泳池→消防蓄水池→溪流 

(C)消防栓→消防蓄水池→溪流→游泳池 (D)消防栓→游泳池→溪流→消防蓄水池 

17. 梯間垂直佈線的操作原則是： 

(A)以 5層樓換算一條水帶的長度，再以母接頭向上延伸 

(B)以 5層樓換算一條水帶的長度，再以公接頭向上延伸 

(C)以 4層樓換算一條水帶的長度，再以公接頭向上延伸 

(D)以 4層樓換算一條水帶的長度，再以母接頭向上延伸 

18. 梯間順梯佈線的操作原則是： 

(A)以 2.5層樓換算一條水帶的長度，再以公接頭向上延伸 

(B)以 2.5層樓換算一條水帶的長度，再以母接頭向上延伸 

(C)以 3.5層樓換算一條水帶的長度，再以公接頭向上延伸 

(D)以 4.5層樓換算一條水帶的長度，再以母接頭向上延伸 

19. 有關架梯救助之運用要領為： 

(A)通常運用於高樓建築 

(B)雙節梯和掛梯都可以應用，但為操作安全，禁止組合使用 

(C)架梯救援時，應佈署水線警戒防護 

(D)絕對禁止利用消防車之車頂帄台架梯以延伸救援高度 

20. 自然排煙的排煙效果，一般以何者較佳？ 

(A)垂直排煙   (B)水帄排煙 (C)水霧排煙 (D)負壓排煙 

21. 依照救助技術訓練的安全管理原則，當操作學員在進行錯誤且危險之操作和行動時，何人可以立
即制止其行為？ 

(A)總教官     (B)安全官  

(C)訓練教官  (D)全體人員（包含操作學員） 

圖三 

圖四 



消防實務 4 

22. 依照「救護技術員管理辦法」第 8條之規定，各級別救護員訓練及繼續教育課程之師資為： 

(A)醫師     

(B)護理人員  

(C)高級救護員  

(D)實際從事緊急醫療救護工作三年以上之中級救護員 

23. 可燃性氣體警報器用於偵測可燃性氣體（圖五），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按下左側紅鈕至嗶 1 聲後開機，溫機時間約需 10 秒     

(B)將裝備隨身攜帶，如有內襯口袋應置於內部以防止掉落  

(C)可偵測 25種可燃性或毒性氣體  

(D)若偵測到毒性、可燃性氣體及碳氫化合物，會連續發出高聲響 

 

 

 

24. 淺灘人員橫渡救難時，入水點的水位高度最高以何為限？ 

(A)肩膀   (B)頸部 (C)腰際 (D)胸部 

25. 操作橡皮艇救災時，萬一橡皮艇破裂漏氣無法划至岸邊時，應採取何種因應作為？ 

(A)立即棄艇逃生  

(B)跳入水中但是盡量與橡皮艇保持伸手可及的距離  

(C)跳入水中但是手要緊緊抓住勾環或繩索，最好套上繩節以防脫落  

(D)跳入水中但是手要緊緊抓住繩索盡量與橡皮艇保持伸手可及的距離 

二、申論題(共 50 分) 

（一）依照「精神衛生法」之規定，消防機關執行職務時，若發現何種情形應該通知

當地主管機關，並視需要要求協助處理或共同處理？ 

（二）「雙節梯加掛梯」的操作要領與注意事項為何？ 

 

中 央 警 察 大 學 1 0 3 年 警 佐 班第 3 4 期 、 消 佐 班 第 1 8 期 各 科 測 驗 題 解答 
 

消佐班第 18期 

消防實務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A C D A A B A C D D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C D C B D A B A C A 
21 22 23 24 25      
D D D C A      

 

 

 

 

 

 

 

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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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3年警佐班第 34期、消佐班第 18期招生考試試題 

標準答案釋疑結果 

【消防實務】 

第 3題：【考生 96579提】 

1.「絕對避免」的意思是指在斷電或確保無供電的高壓電線或電氣設施的情形下也不能去救人，但為了

救人，將水射到斷電或確保無供電的高壓電線或電氣設施，則是可行的。請參閱「消防人員救災安全

手冊」第七章第三節「高空作業車上射水安全注意事項」(p.17)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D)無誤 

第 4題：【考生 96583、96597 提】 

1.根據民國 97年 9 月 3日行政院衛生署公布施行的「救護車裝備標準及管理辦法」附表一所列項目只有

十八項，並無第二十一項。另該辦法附表二：有關「加護救護車裝備標準」之第八項才是「燒傷包一

組」。本題題旨已敘明依據的法規為「救護車裝備標準及管理辦法」，並非「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救護

車輛裝備人力配置標準」。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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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4 年消佐班第 19 期第 1、2 類招生考試試題 

科 目：消防實務 

注 

意 

事 

項 

1.本試題共分兩部分，第一部分為單一選擇題，第二部分為申論題。 

2.單一選擇題共 25 題，每題各有 4 個備選答案，其中只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請將正確

或最適當的答案選出，然後用 2B 鉛筆，將答案卡上同一題號答案位置的長方格範圍塗黑，

答對者每題得 2 分，答錯或不答者以 0 分計。(答案卡上自第 26 題至第 80 題，空著不用，

備選答案 E 請勿劃記。) 

3.申論題共 2 題，每題 25 分，請在「答案卷」上作答，可不抄題，但須註明題號。 

4.本試題共 3 頁。 

ㄧ、單一選擇題(共 50 分) 

1. 根據「消防機關火場指揮及搶救作業要點」之規定，指揮救護人員執行緊急救護係屬下列何者

之任務？ 

(A)警戒指揮官 (B)偵查指揮官 (C)救火指揮官 (D)救護指揮官 

2. 根據「消防機關火場指揮及搶救作業要點」之規定，無線電代號「七五」係指何種車輛？ 

(A)化學車 (B)空壓車 (C)排煙車 (D)照明車 

3. 根據「消防機關火場指揮及搶救作業要點」之規定，抵達火場的處置原則，下列何者錯誤？ 

(A)抵達火場後，應優先進行人命搜救任務 

(B)入室搜索應伴隨水線掩護，並預留緊急脫離路線 

(C)應立即將所有電梯管制至頂層，以防止民眾誤乘電梯 

(D)以起火層及其直上層為優先搜救目標 

4. 依「消防人員戰技手冊」之操作規範，有關掛梯操作注意事項，下列何者不正確？  

(A)須掛成 30 度角，並將勾子確實掛好 

(B)勿使梯子受重擊，或加在梯子荷重集中 1 處 

(C)在梯子上工作應配合安全帶或鎖腿法將身體扣牢 

(D)搬運梯子時應使用腿肌力 

5. 依「直轄市縣市消防車輛裝備及其人力配置標準」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勤務機車依消防機關編制員額每滿 3 人配置 1 輛 

(B)不滿 3 萬人之鄉（鎮）配置消防車 1 輛 

(C)排煙車及照明車，每車配置 2 人 

(D)大隊配置 1 輛或 2 輛救災指揮車 

6. 依「內政部消防署緊急救護勤務指導要點」之規定，下列何者屬於救護人員抵達救護現場階段

之作業處置？ 

(A)感染之控制 (B)隨行家屬、親友之安撫與指導協助 

(C)視需要開啟警報器、警示燈 (D)傷病患之交接，病情評估與急救處置之說明 

7. 下列有關混凝土切割器之操作要領與注意事項，何者錯誤？ 

(A)機器啟動後，應使用運轉至少 15 秒，並確保冷卻水正常出水，方可執行切割 

(B)操作人員儘可能穿著長袖衣褲再搭配 3 合 1 安全帽操作 

(C)燃油應使用 25:1 柴油/機油混合 

(D)操作時冷卻水霧必須開啟，最小水壓不可小於 35psi（2.5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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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下列有關空氣呼吸器之操作注意事項，何者錯誤？ 

(A)長時間儲存氣瓶，應保持氣瓶瓶體內不低於 20 psi 壓力 

(B)使用後不可以揮發性油脂擦拭 

(C)應放置於 40℃以下通風良好處蔭乾 

(D)氣瓶放置時，應以氣瓶閥向下方式放置氣瓶 

9. 救護人員未依規定填寫救護紀錄表，依「緊急醫療救護法」之規定，處救護人員新臺幣多少罰
鍰？  

(A)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 (B)1 萬元以上 5 萬元以下 

(C)5 千元以上 2 萬 5 千元以下 (D)3 千元以上 1 萬 5 千元以下 

10. 依「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成立消防救助隊指導要點」之規定，消防人員參與救助人員培訓
的資格，下列何者不正確？  

(A)隊員之年齡在 35 歲以下，且服務消防機關外勤工作滿 1 年以上 

(B)小隊長以上幹部年齡放寬至 40 歲 

(C)具 100 公尺以上游泳能力 

(D)體能要求達體能測定基準 60 分以上 

11. 依「各級消防機關救災救護指揮中心作業規定」之規定，下列何種情形未達指揮中心執勤人員
應即時將災害事故通報內政部消防署之標準？  

(A)造成三人重傷之火災 (B)山難 

(C)受傷十人之重大車禍 (D)地震強度三級之地震 

12. 依據「消防人員戰技手冊」之內容，下列何者為常用的斧頭運送結繩法？ 

(A)二重繫船結加平結 (B)撐人結加半結 (C)纏身結加半結 (D)栓馬結加半結 

13. 依據「消防人員救災安全手冊」之內容，有關搶救高層建築物火警安全注意事項，下列敘述何
者不正確？ 

(A)應於起火層下一層成立前進指揮站 

(B)進入搶救時分兩線相互配合 

(C)適時利用雲梯車昇梯敲破玻璃等開口，以助排煙 

(D)射水時應注意安全門之自動閉鎖裝置，以免受困而產生危險 

14. 有關操作泡沫瞄子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冬季氣溫下降時，泡沫黏度會上升，因此應減少泡沫藥劑吸入量 

(B)石油類火災滅火時，應朝火焰處後方之牆壁噴射，以使泡沫流下來覆蓋油面為原則  

(C)泡沫藥劑在使用前應加以攪拌 

(D)瞄子出水口壓力必須保持在 50~70 psi 

15. 心肺復甦術（CPR）的按壓速率應至少為每分鐘幾次？ 

(A)60 次 (B)80 次 (C)100 次 (D)200 次 

16. 當救護技術員進行病情嚴重度的判斷時，下列何者不屬於危急個案？ 

(A)突然昏迷 (B)體溫 30℃ (C)血糖值 50 mg/dl (D)收縮壓 190 mmHg  

17. 救護車非因情況緊急不得使用警鳴器及警示燈，違者可依「緊急醫療救護法」之規定，處新臺
幣多少罰鍰？ 

(A)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 (B)1 萬元以上 5 萬元以下 

(C)5 千元以上 2 萬 5 千元以下 (D)3 千元以上 1 萬 5 千元以下 

18. 下列何者為初級救護技術員不得執行之救護項目？ 

(A)急產接生 (B)血氧濃度監測  

(C)血糖監測 (D)使用自動心臟電擊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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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依「消防車輛裝備器材管理維護作業規範」之保養制度規定，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各類裝備之潤滑，屬於一級保養工作範圍 

(B)實施定期潤滑保養工作，屬於三級保養工作範圍 

(C)故障排除及單體故障抽換，屬於三級保養工作範圍 

(D)儀表校正或送修，屬於四級保養工作範圍 

20. 山難搜救時，若由觀測者所站立位置，以指北針對正目標，測出該目標為正東方，此時，若觀

測者於該目標處觀測原先站立之位置，則測出的角度為何？ 

(A)270° (B)180° (C)90° (D)30° 

21. 評估昏迷指數之主要指標不包括下列哪一項？ 

(A)睜眼反應 (B)言語反應 (C)運動反應 (D)溫度反應 

22. 依照事故指揮系統(Incident Command System)的架構，下列何者不屬於指揮幕僚？ 

(A)聯絡官(Liaison Officer) (B)資訊官(Information Officer) 

(C)安全官(Security Officer) (D)計畫官(Planning Officer) 

23. 操作繩索進行橫渡作業時，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繩索架設應使用雙股繩架設，並避免與確保繩相互擦觸 

(B)橫渡途中若體力不濟，可稍作停留，待體力恢復後再繼續進行 

(C)架設繩索時，應盡量將繩索拉平 

(D)繩索彈距不宜超過 150 公分 

24. 依據「消防人員救災安全手冊」之內容，有關高空作業車上射水安全注意事項，下列敘述何者

不正確？ 

(A)應適時做噴霧防護射水，防止高溫影響雲梯車機械裝置 

(B)起火樓層內部有人員進入搶救時，應由窗口向屋內盡量射水，以保護該人員 

(C)務必穿戴消防衣、帽、鞋、手套及空氣呼吸器，維護自身安全 

(D)未確定斷電狀況下，避免將水射到高壓電線或電氣設施 

25. 中級救護技術員(EMT-2)之訓練時數為 A 小時，執照有效期限為 B 年，3 年內完成 C 小時繼續

教育，並完成規定之訓練模組，請問 A、B、C各為多少？  

(A)A=280、B=3、C=72 (B)A=40、B=3、C=24 

(C)A=280、B=5、C=96 (D)A=280、B=5、C=24 

二、申論題(共 50 分) 

（一）桃園新屋保齡球館火災造成 6 名消防人員殉職，搶救此種大型鐵皮屋火災，如

何確保搶救人員生命之安全，又成了各界關注之議題。若你為當時之火場指揮

官，為防止類似憾事再次發生，你要如何處置？ 

（二）都市地區常因狹小通道致消防車無法進入救災，此時就必須使用移動式手提泵

浦，試問在操作移動式手提泵浦時，應注意哪些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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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 0 4 年警佐班第 3 5 期、消佐班第 1 9 期各科測驗題解答修正版 
 

消佐班第 19 期 

 
消防實務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C B C A B A C D C B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C D A A C D A C B A 
21 22 23 24 25      
D D B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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