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
考試及105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

30110-30710 
50110-51310 
70110-71010

全一張

（正面）

考 試 別 ：一般警察人員考試、警察人員考試、鐵路人員考試 

等 別 ：三等考試、高員三級考試

類 科 別 ：各類別、各類科

科 目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考試時間 ： 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請接背面） 

 

甲、作文與公文部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由左至右橫式作答，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不得於試卷上書寫姓名或入場證號。

一、作文：（60 分） 
無論從事何者職務，皆有其應盡的責任與義務。所謂稱職，就是指自己的才能
足夠勝任所擔負的職務。但是有一個不可忽略的關鍵是：能否清楚認識到什麼
是應盡的責任與義務？請以「本分」為題，作文一篇，闡述自己對於工作的態
度與期待。

二、公文：（20 分） 
諾羅病毒為一群病毒，可感染人類而引起腸胃道發炎，在國外已迭有發生。其
主要感染途徑為食入被病毒感染之食物、飲水，或接觸被感染者之排泄物、嘔
吐物等。衛生福利部編印有《學校病毒性腸胃炎防治手冊》，可供參考。試擬衛
生福利部致教育部、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教育局函，請各機關轉知所屬各
級學校加強諾羅病毒防治宣導，以維護學生身體健康。

乙、測驗部分：（20 分） 代號：1301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1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下列語句，用詞完全適當的選項是：
張先生榮升處長已近一個月，處內同仁特別為他舉辦彌月慶祝餐會
王老師年前轉職至本校任教，在他任教百日時，校方決定予以彌留
百貨公司的行銷策略之一，就是在開館週年期間推出大型促銷活動
公車上備有多個博愛座椅，目的是讓身懷甲子的準媽媽們安全乘車

「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
於此耶？豈不以有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使海內豪俊，奔走而歸之。一登龍門，則聲價十
倍；所以龍蟠鳳逸之士，皆欲收名定價於君侯。君侯不以富貴而驕之，寒賤而忽之，則三千
賓中有毛遂，使白得脫穎而出，即其人焉！」（李白〈與韓荊州書〉）上文內容屬於那一類
的應用文寫作？
平行公文 保證契約 徵才廣告 自薦書信

下列選項中的「君子」，何者強調有品德操守之人？
冉冉孤生竹，託根中谷卑。結髮事君子，江蘺近華池
我今幸北轅，又念眾君子。懷哉千金軀，博此五斗米
何以延君子，唯有滿牀書。何以解君頤，淡句無足娛
丈夫無苟求，君子有素守。不能垂竹帛，正可死隴畝

「人性本善」是孟子的中心思想，下列選項，何者是孟子闡述性善的言論？
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梁

惠王下〉
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離

婁上〉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

孺子之父母也〈公孫丑上〉
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

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梁惠王上〉

105三等消防警察特考考古題庫懶人包-三等警察特考內軌考試專用-高見公職整理
專辦警察特考、警大二技、警佐、消佐、警大研究所考試(07)2233812



105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
考試及105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

30110-30710 
50110-51310 
70110-71010

全一張

（背面）

考 試 別 ：一般警察人員考試、警察人員考試、鐵路人員考試 

等 別 ：三等考試、高員三級考試

類 科 別 ：各類別、各類科

科 目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華歆、王朗俱乘船避難，有一人欲依附，歆輒難之。朗曰：「幸尚寬，何為不可？」後賊追

至，王欲捨所攜人。歆曰：「本所以疑，正為此耳；既已納其自託，寧可以急相棄邪？」遂

攜拯如初。世以此定華、王之優劣。依照文意，當時的人從這個事件中，所做的優劣判斷是：

華歆謀事深遠，優於王朗 華歆三心二意，劣於王朗

王朗慈悲為懷，優於華歆 王朗見異思遷，劣於華歆

承上題，下列那一個選項是這個故事給我們最主要的啟示？

所託非人，反而招致傷害 自私自利，終將遭人唾棄

行善助人，應該思慮周延 兩相激發，讓事情更完善

把麵包拿到嘴邊是個簡單的動作，如果肚子餓還是件好事，既對身體提供糧食，也讓農夫受

益。不過可能最得利的是有些人，懂得從鐮刀到牙齒之間，如何插手搬來運去與囤積，這就

是生財之道。下列那個選項最可能是本段文字討論的重點？

大人家有糧食的，囤住了不肯出糶

鐮刀指盜匪公然搶糧，牙齒喻商人舌燦蓮花

坐商囤積居奇，轉易牟利，致穀價貴二三倍餘

旱澇不時，當思囤積穀秕、轉運糧食，庶無欠缺懸隔之憂

「縣人冉氏，有狗而猛，遇行人輒搏噬之，往往為所傷。傷則主人躬詣請罪，出財救療，如

是者數矣。冉氏以是頗患苦狗，然以其猛也，未忍殺，故置之。居數月，冉氏之鄰至，問其

狗，曰：『烹之矣。』驚而詰其故，曰：『日者冉氏有盜，主人覺之，呼二子起，操械共逐

之，盜驚而遁。主人疑狗之不吠也，呼之不應，遍索之無有也。將寢，聞臥床下若有微息者，

燭之則狗也。卷曲蹲伏，不敢少轉側，垂頭閉目，若惟恐人之聞其聲者。主人曰：「嘻！吾

向之隱忍不之殺也，為其有倉卒一旦之用也，惡知其搏行人則勇，而見盜則怯乎哉？」以是

故，遂烹之也。』」（崔述《崔東壁遺書．冉氏烹狗》）下列最適合用來形容「冉氏之狗」

的選項是：

畫地自限 欺善怕惡 樹大招風 為虎作倀

「『一髮』是最小境界，『五湖』是廣大境界。能把一髮溪水，當作五湖般觀看，那個『作』

的工夫，就不等閒。千萬不要以為是『做作』的『作』，也不要殘忍解為『自我欺騙』，而

是處於狹窄侷促的現實裏，心境的恒常廣大。

在荒謬的世代，淨土何處？五湖何處？誰能天天安躲淨土？誰能日日浪遊五湖？於是只有『作』

了。

心境是自己的，可以狹窄得殺死自己，殺死別人，也可以寬廣得容下世界，容下宇宙。是憂

是樂，由人自取。市塵蔽眼處，我心裏依然有一片青天；喧聲封耳地，我心裏依然有半簾岑

寂。狹如一髮之溪，能作五湖看，則對現今世界，當作如是觀，當作如是觀。」本篇文章所

闡揚的境界，與下列那一個選項所論相同？

對負面的人生，做不平衡的反省，會使你沮喪

只要看看我們在閒暇時如何不甘寂寞，就知道我們的內心多空虛了

心就是一座花園，我們想什麼，它就長什麼。或雜草叢生，或鮮花滿園

我們的一生必須睡掉三分之一，因為我們整天喜歡這個，不喜歡那個，把自己搞得筋疲力盡

承上題，下列那一個選項的詩句也呈現了相近的境界？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悵恨獨策還，崎嶇歷榛曲。山澗清且淺，可以濯吾足

且求容立錐頭地，免似漂流木偶人。但道吾廬心便足，敢辭湫隘與囂塵

日日抄書懶出門，小窗弄筆到黃昏。丫頭婢子忙勻粉，不管先生硯水渾



類科名稱：

105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105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
105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

科目名稱：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試題代號：1301)

測驗式試題標準答案

考試名稱：

行政警察人員、警察資訊管理人員、國境警察人員、交通警察人員交通組、公共安全人員、警察法制人員、行政管理人員、消防警察
人員、外事警察人員(選試英語)、刑事警察人員、刑事鑑識人員、犯罪防治人員預防組、水上警察人員、地政、運輸營業、機械工程
、電子工程、資訊處理、會計、土木工程、事務管理、材料管理、電力工程、外事警察人員(選試日語)

單選題數：10題 單選每題配分：2.00分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第1題

C

第2題 第3題 第4題 第5題 第6題 第7題 第8題 第9題 第10題

第11題 第12題 第14題 第15題 第16題 第17題 第18題 第19題 第20題

第21題 第22題 第23題 第24題 第25題 第26題 第27題 第28題 第29題 第30題

第31題 第32題 第33題 第34題 第35題 第36題 第37題 第38題 第39題 第40題

第13題

第41題 第42題 第43題 第44題 第45題 第46題 第47題 第48題 第49題 第50題

第51題 第52題 第53題 第54題 第55題 第56題 第57題 第58題 第59題 第60題

第61題 第62題 第63題 第64題 第65題 第66題 第67題 第68題 第69題 第70題

第71題 第72題 第73題 第74題 第75題 第76題 第77題 第78題 第79題 第80題

第81題 第82題 第83題 第84題 第85題 第86題 第87題 第88題 第89題 第90題

第91題 第92題 第93題 第94題 第95題 第96題 第97題 第98題 第99題 第100題

D D C A C C B C A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標準答案：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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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
考試及105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試題 

考 試 別：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 別：消防警察人員

科 目：中華民國憲法與消防警察專業英文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代號：50620 
頁次：4－1 

甲、申論題部分：（25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一、中譯英：（10 分） 
在著手開始他們的任務之前，消防警察得宣誓他們會憑藉他們的最佳能力，公正無
私而且忠實地履行責任，方能取得資格。

二、英文作文：（15 分） 
你受邀到臺北美國學校，跟（小學）低年級的小朋友宣導防災的重要性。請說明你
如何設計此次演講活動，方能夠引起學童的興趣和關注，達到宣導的效果。

乙、測驗題部分：（75 分） 代號：2506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60題，每題1.25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關於民主與共和之概念，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國家元首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者為民主國；由人民間接選舉產生者為共和國
國家權力擁有者為人民者為民主國；國家權力擁有者為國家元首者為共和國
民主涉及者為政體問題；共和涉及者為國體問題
民主國家必然為共和國；共和國未必是民主國家

2 文之規定，下列何者無法案提案權？依憲法及憲法增修條

地方自治團體中，下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四分之一 三分之一 二分之一

7 官解釋意旨， 界限，下列敘

屬修憲之界限

司法院大法官宣告，該條文自始無效
8  
依據刑事訴訟法對

行員

9 ？
賠償義務機關與被害人民協議不成

機關之上級機關陳情

總統 考試院 監察院 司法院
3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何者屬於憲法第 22 條所保障之其他自由權利？ 
財產權 集會自由 應考試服公職之權 契約自由

4 列何者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
縣議會之議長 直轄市之區長 鄉鎮之村里長 縣轄市副市長

5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關於教育、科學、文化之經費，設有如何之規定？ 
不受憲法第 164 條規定之限制 在中央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百分之三十五
在省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百分之十五 在市、縣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百分之十五

6 12 條之規定，擬訂憲法修正案，至少須經過立法委員下列何者比例之提議，始得交付決議？ 
五分之一 
依司法院大法 有關修憲之 述何者錯誤？
我國憲法及增修條文並無關於修憲界限之明文規定
憲法中具有本質重要性而為規範秩序存立之基礎者，
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屬修憲之界限
逾越修憲界限之憲法修改條文，不待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下列何者非屬憲法第 8 條第 1 項所稱之警察機關？

被告執行拘提之司法警察
依據行政執行法執行拘提管收之行政執行處執
依據刑事訴訟法對通緝犯逕行逮捕之司法警察官
依據刑事訴訟法對現行犯進行逮捕之一般人
被害人民提起國家賠償訴訟之必要前提要件為何
必須已經過訴願程序
被害人民必須先向賠償義務 被害人民必須先向監察院舉發



代號： 50620
頁次：4－2

10 員，係違反下列何
種原則？

則 民主原則 大學自治原則
11 第 10 條 住及遷徙自由

選擇其居住處所之權利

12 
審理總統彈劾案 一般人民團體違憲之解散事項

13 由之保障， ？ 

，非屬公權力行為
14 

聽審請求權 正當法律程序
15 603 號解釋，原戶籍法關於按捺指紋後始核發國民身分證之規定，違憲之理由為何？ 

16 物品進出口逾公告數額者處以刑罰，管制物品
與數額則由行政院公

正當程序原則
17 號解釋 制費，係 關係之國民所 ，必須

特別公課 一般公課
18 字第 371 號解釋 官於審理案件時 之法律，依其 認為有牴觸

憲法之疑義者，應許
釋憲

聲請釋憲

19 
法行之

出
權 

該選舉區之選舉人
20 

同一政黨，不得推
推薦

，達該次選舉有效票總和百


21 吊違規停放車輛。如乙拖吊時，當場受甲機關之公務員丙

22 
不信任案若通過，

長及政務委員應即總辭

23 
行

不得停止執行
因國家重大政策變更因而停止執行預算者，應使立法院有參與決策權

依司法院釋字第 450 號解釋，大學法及同法施行細則規定大學應設置軍訓室並配置人

法律保留原則 比例原
下列何者非屬憲法 保障之人民居 之內涵？
人民享有經營私人居住生活不受干預之權利 人民享有
人民享有任意移居或旅行各地之權利 人民享有尊嚴適足居住環境之權利
下列何者非屬大法官之職掌事項？

審理
解釋憲法 統一解釋命令
依司法院釋字第 709 號解釋，關於居住自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居住自由為人民有選擇其居住處所，營私人生活不受干預之自由
為促進都市土地之利用，得無條件強制人民遷離處所
都市更新係屬私法自治領域，國家不得介入
都市更新主管機關依法核准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憲法上訴訟權保障之範圍，不及於下列何者？

適時審判之權利 三級三審之審級制度 
依司法院釋字第
憲法保障資訊隱私權係屬絕對保障，不得以法律加以限制
為防止冒領身分證之目的而強制錄存指紋，其手段仍屬過當
國家強捺指紋並錄存之目的，與防止冒領身分證欠缺關聯性
錄存指紋用以比對個人身分之真實性，非屬於世界趨勢
依司法院釋字第 680 號解釋，懲治走私條例規定私運管制

告。系爭規定違反下列何種原則？
授權明確性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比例原則
司法院釋字第 426 所稱之空氣污染防 對於有特定 課徵之公法上負擔
專款專用，此稱之為下列何者？
所得稅 營業稅
依司法院釋 之意旨，法 ，對於應適用 合理之確信，

其作下列何種處理？
提請所屬法院法官會議審議，如認有牴觸憲法，以法院名義聲請
提請所屬之最高層級法院法官會議審議，如認有牴觸憲法，以法院名義
由法官以裁定告知當事人，當事人憑此裁定所附具體理由聲請釋憲
由法官裁定停止訴訟，提出確信違憲之具體理由聲請釋憲
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公職人員選舉，以普通、平等、直接及記名投票之方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依政黨名單投票選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 18 歲，除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外，有選舉
有選舉權人在各該選舉區繼續居住 6 個月以上者，為公職人員選舉各
有關政黨推薦總統、副總統候選人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薦二組以上候選人
經政黨推薦為總統、副總統候選人者，其推薦之政黨，不得撤回其
最近任何一次總統、副總統或立法委員選舉，其所推薦候選人得票數之和
分之五以上之政黨，得向中央選舉委員會推薦總統、副總統候選人
二個以上政黨，不得共同推薦一組候選人

甲機關與乙民間拖吊業者簽訂契約，委託乙拖
指揮監督，卻不慎刮傷受拖吊車輛。依國家賠償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因乙非受甲機關指揮監督，故甲機關不負國家賠償責任
因乙為民間業者，即使損害人民財產亦無國家賠償責任
因乙協助甲機關執行職務，故甲機關應負國家賠償責任
因乙受甲機關委託執行職務，故甲機關對乙不得有求償權
關於行政院之不信任案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行政院院長應即辭職，由行政院副院長繼任
不信任案若通過，除有任期者外，行政院院長、副院長、部會首
不信任案是人民對行政院施政滿意度之公民投票
不信任案類似於監察院對行政院施政之彈劾
有關法定預算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維持法定機關運作之經費，不得停止執
執行法定職務之經費，不得停止執行
預算經費涉及國家重大政策之變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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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條所保障應考試服公職權之違憲限制？

格
曾受刑之宣告者，

人員考試應試科目有一科成績為零分即不予及格之規定
事業特定職務

25 
德國基本法

26 
地原住民立法委員與山地原住民立法委員

與邊 委員 法委員與僑 法委員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待遇

28 ，行政院可經總統之核可退回覆議，覆議時立法院

立法委員至少三分之二以上之決議
全體立法委員至少

繼續審議，但何種類型議案不受此限制？

30 為不檢有 者正確？
違憲

有損師道而剝奪 ，無法達成改善 質之目的
教師因行為不檢有

終身再任教職，手段過當，違反比例原則
31 

制
32 均應以維護下列何者為目標？

33 敘述何者錯
條款 例

確定終局裁判所適
試院依法考選銓定？

用資格 員執業資格
技術人員執業資格

35 院已不具民 ？
權

監察院認為被彈劾人
送司法機關依法辦理

檢察官起訴後，向懲戒

機關依法辦理， 決有罪確定後， 提出彈劾案
地方政府民選首長之

民意代表 法官
38 

人格發展自由
39 

預算
40 屬於營業自由

商業廣告 人身自由 宗教結社自由
41 e fire was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下列何者係屬對於憲法第 18
要求原設籍大陸地區人民，須在臺灣地區設籍滿十年始有擔任公職之資

不得報考國防部預備士官班之招生簡章規定
專門職業及技術
禁止公務員於離職後三年內，擔任與其離職前五年內之職務直接相關之營利
一般論述「雙首長制」時，往往以那一國家憲法為例？
法國第五共和憲法 美國憲法 日本國憲法
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採政黨比例代表方式選出之立法委員係為：
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與山地原住民立法委員 平
全國不分區立法委員 疆民族立法 全國不分區立 居國外國民立

27 8 條之規定，下列有關立法委員報酬或待遇之敘述何者正確？ 
立法委員不得調整其報酬或待遇
立法委員得無條件以法律單獨增加其報酬或
立法委員之報酬或待遇，如係年度通案調整時，得自本屆起實施
立法委員增加報酬或待遇之規定，應一律自次屆起實施
行政院對於立法院議決之法案，如認為有窒礙難行時
應如何表決才能維持原決議？
全體立法委員至少二分之一以上之決議 全體

四分之三以上之決議 全體立法委員至少五分之四以上之決議
29 每屆立法委員任期屆滿時，尚未議決之議案，下屆不予

決算案 人事案 修憲案 條約案
依司法院釋字第 702 號解釋，關於教師法就行 損師道，不得聘任為教師之規定，下列敘述何
行為不檢有損師道之要件，意義難以理解，受規範之教師亦無法預見，已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而屬
行為不檢 教職之規定 國民整體素

損師道得予以解聘、停聘與不續聘，不符合信賴保護原則
行為不檢有損師道，禁止
依據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關於司法院大法官之任期，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不得連任 只能連任一次
可以連選連任，無次數之限制 大法官是終身職，無任期之限
依司法院釋字第 530 號解釋，司法自主性與司法行政監督權之行使，
國家高權 審判獨立 國家安全 公共利益
關於人民得以之為聲請釋憲對象者，下列 誤？
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私人契約 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地方自治條

用之判例 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最高法院決議
34 下列何者無須經考

公務人員任 專門職業人
公務機關雇員之任用資格 專門
依司法院釋字第 325 號解釋，修憲後監察 主國家國會之地位，但仍有下列何項權力
覆議權 調查 統帥權 彈劾總統權

36 之違法行為涉及刑事責任者，應如何處理？
向懲戒機關提出彈劾案，並逕
先送司法機關依法辦理，於 機關提出彈劾案
先送司法機關依法辦理，於法院一審判決有罪後，向懲戒機關提出彈劾案
先送司法 於法院判 向懲戒機關

37 行為有違法失職之情事時，準用下列何者之懲戒規定？
政務人員 事務官 
人民命名自由之依據為：
意見自由 思想自由 藝術自由
公民投票法規定，下列何種事項不得作為公民投票之提案？
國防事務 外交事務 教育政策
下列何項權利 之類型？

自由
The destructiv

講學自由
 by cheap fireworks meant for outdoor use. 

d  attributed 
42 

 arisen  brought  cause
If the patient keeps bleeding, apply direct  to the wo e gauze. Cover the 
patient with a bla

 

und by pressing with a piece of steril
nket and try to keep him warm.  

 pleasure  pressure  oppression  su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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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The fire was so fierce that it took several hours to         .     
 turn it o  put it out  take it o  turn it off n  ff  

44 At schools,          measures such as fire drills ensure the safety of students in the event of an emergency.    
 crispy  religious   spectacular  precautionary 

45 overnments ofWhen local g  the city          a tsunami war at a series o s is on the 

 Type of building material   
fire codes were vio ection the wind   

lectric lights on or
oors for ventilation. 

49  building. You have been i  of the fire. What should 

ws. 
s or suites. uites. 

50  it okay to str k a rescue 

 never acceptable. 
out and salvage operations 

ay nearby s

and relatively safe rescue breathing method used today by firefighters is known as     

ning, assume th f dangerous wave
way. Stay away from the beach.  
 issue  appear  relieve  spread 

46 Ladders used in the fire service have many pieces and parts. Which part is not part of a fire service ladder? 
 Rope  Ream  Pulley  Halyard 

47 Which of the following choices is not a factor when assessing a fire emergency? 
 Occupants of building     
What lated   Which dir  is blowing

48 Which action should a fire crew not take when responding to a natural gas leak? 
 Turn e  off.  Evacuate the building's occupants. 
 Attempt to trace the source of the leak.  Open windows and d
There is a fire in a multi-room nstructed to help stop the spread
you do? 
 Break all of the windows.  Open all of the windo
 Soak down the adjoining room  Close the doors between rooms or s
In which of the following circumstances is etch a hoseline without taking care to not bloc
attempt?  
 This is
 Once the fire has been put are underway. 
 It can be done if the hoseline is used to spr tructures to keep the fire from spreading. 
When the hoseline provides a water stream that facilitates a rescue. 

51 A common .   
n  mouth-to-mouth resuscitation 

outh ventilation   
52 

 mouth-to-nose resuscitatio
 mouth-to-mask ventilation  mouth-to-m
The narrow surrounding passages made      difficult for the fire services to arrive quickly, so brave neighbors 

gines arrived. 

53 nside because the night windows and no fire 

climbed into the residential house to rescue the old couple before fire en
 access  regress  excess  excursion 
All youngsters were trapped i  club had metal grilles on the 
exits     . 
 vulnerable  available  capable  valuable 

54 The hospital owner asked the local building authority for permission in 2015 to expand the parking lot, but he 
e space to serve t units, which wamodified th as outpatien s in       of the Building C 84. 

e fire can be a quick and simple procedure      

ontrol Act 19
 reconciliation  arbitration  amendment  violation 

55 Confining th  saving occupant evacuation time and in locating 
ire strikes. 

s another 
ents. 

ly care facilities in the jurisdiction area have considerable life risks to occupants 
 large numbe  of movemen  

the fire when f
 logging in  resulting in  majoring in  booking in 

56 A balcony can be used as an emergency access for firefighters once fire occurs. It can also be used a
____ exit for resid
 duplicated  complicated  alternative  competitive 

57 Nursing homes and elder
because of the rs, the difficulty t, and the      to evacua vertically in 

 portability  capability  inability 
58  civilian     

te the residents 
the building. 
 accessibility 
Firefighters on   battled to rescue survivors who were trapped under debris after an earthquake. 
 crane lifts  weight lifts  gymnastics lifts  sport lifts 

59 Some bodies were so charred that officials were having trouble making       and planned to use DNA samples 
and other methods. 

n   
 and 

-site Emerge rvices’s conc ve dam    

 meditation  identificatio  certification  validation
60 The dust explosion in Taiwan Formosa Water Park caused many youngsters to inhale the flammable powder,

to raise the on ncy Medical Se erns that it could ha aged their    tract and 

 conservative  respiratory  obligatory 
internal organs. 
 diges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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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一、試述消防法第 6 條消防安全檢查之立法意旨及規定為何？另為避免消防安全檢查

產生風紀問題，請就消防機關辦理消防安全檢查注意事項規定，論述其預防機制為

何？（25 分） 

二、災害防救法第 23 條第 1 項緊急應變整備事項中之災害防救物資、器材與設施、設

備所指為何？試分述之。（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4506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25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生物病原災害的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下列何者正確？ 

衛生福利部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2 消防法所稱「消防安全設備檢修」，下列何者正確？ 

指消防安全設備種類及數量之規劃，並製作消防安全設備圖說

指消防安全設備施工中須經試驗或勘驗事項之查核，並製作紀錄

指消防安全設備施工完成後之功能測試，並製作消防安全設備測試報告書

指規定受託檢查各類場所之消防安全設備，並製作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報告書

3 依照消防法所定之防火管理人任用資格，應為管理或監督層次人員，並經中央消防機關認可之訓練機構

或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講習訓練合格領有證書始得充任，而前述的講習訓練，則分為初訓及複訓。

依現行法令規定，初訓合格後，每 X 年至少應接受複訓一次。而講習訓練時數，初訓不得少於 Y 小時；

複訓不得少於 Z 小時。X、Y、Z 為下列何者？ 

X=3；Y=16；Z=16  X=3；Y=12；Z=6 

X=2；Y=12；Z=6  X=2；Y=16；Z=16 

105三等消防警察特考考古題庫懶人包-三等警察特考內軌考試專用-高見公職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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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災區受災居民購屋貸款之自用住宅，經各級政府認定因災害毀損致不堪使用者，得經原貸款金融機構之

同意，以該房屋及其土地，抵償原貸款債務。依法得由那一部會於原貸款剩餘年限，就承受原貸款餘額

予以利息補貼？

內政部  財政部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衛生福利部

5 有關爆竹煙火流向申報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專業爆竹煙火成品之流向登記，應載明出貨對象姓名或名稱、電話及所在之直轄市、縣（市）

業者應於次月 15 日前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前一個月之紀錄 
紀錄應至少保存 5 年 
一般爆竹煙火成品之流向登記，若單筆或一個月內同一登記對象或同一登記地址達中央主管機關所定

管制量，應載明出貨對象姓名或名稱、地址（如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電話及其他經中央主管

機關公告事項

6 下列違反消防法之行為，得按次處罰，何者正確？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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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未依規定遴用防火管理人，責其製定消防防護計畫，報請消防機關核備，並依該計畫執行有

關防火管理上必要之業務 ③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使用以產生火焰、火花或火星等方式，進行表演性質

之活動 ④管理權人規避、妨礙或拒絕消防機關分類列管檢查及複查

①②③④ ②③④ ①② ③④

7 下列違反消防法之行為，何者經依法連續處罰，並予以停業或停止使用之處分後，仍不改善者，得依行

政執行法處以怠金。逾期不改善，並得依行政執行法之規定斷絕其營業所必須之自來水、電力或其他能

源？

應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並維護之場所管理權人，未依規定設置、維護

陳列、銷售非附有防焰標示之防焰物品或其材料之管理權人

未依規定遴用防火管理人，責其製定消防防護計畫，報請消防機關核備之管理權人

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使用以產生火焰、火花或火星等方式，進行表演性質之活動之管理權人

8 根據災害防救法之規定，各種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或各地區災害防救計畫間有所牴觸而無法解決者，應如

何處理？

應報請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協調之

各種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不得與各地區災害防救計畫牴觸，若有牴觸部分，以各地區災害防救計畫為準

災害防救業務計畫與各地區災害防救計畫無主從關係，各自獨立運作

退回所屬地區的災害防救會報，重新審訂

9 人民因災害而失蹤時，檢察機關得依職權或應為繼承人之聲請，經詳實調查後，有事實足認其確已因災

死亡而未發現其屍體者，核發死亡證明書。此項聲請，根據災害防救法之規定，應於災害發生後多久之

內提出？

1 個月 6 個月 1 年 2 年 
10 遇大量傷病患或野外緊急救護，參與現場急救救護人員及救護運輸工具設置機關（構），拒絕依現場指

揮協調系統之指揮，施行救護者，處救護車設置機關（構）罰鍰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25 萬元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 1 萬元以上 5 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至改善為止 
處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 
廢止該救護車設置機關（構）全部救護車之設置許可；其屬救護車營業機構者，並廢止其設立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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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根據緊急醫療救護法之規定，救護車之設置，以下列那些機關（構）為限？①軍事機關 ②學校機構 ③警

察機關 ④救護車營業機構 ⑤消防機關

①②③④⑤ ②③④ ①④⑤ ③⑤

12 根據緊急醫療救護法及其施行細則之規定，救護車違反下列那一規定者，由警察機關取締後，移送當地

衛生主管機關處理？

救護車因前方車輛未禮讓，造成車禍意外 救護車未遵守交通標線、號誌，違規臨停

救護車未依規定定期消毒 救護車非因情況緊急，使用警鳴器及紅色閃光燈

13 依消防法相關規定，有關明火表演之描述，下列何者正確？ 

表演場所管理權人曾違反明火表演規定，依消防法規定裁處未滿 3 年者，不得申請明火表演許可 

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管理權人，申請明火表演許可者，表演期間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總保險金額：

新臺幣 1 千 2 百萬元 

違反消防法明火表演規定，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不得按次處罰 

主管機關派員檢查時，經出示有關執行職務之證明文件後，妨礙檢查者，處管理權人及行為人新臺幣

1 萬元以上 5 萬元以下罰鍰 

14 依消防法、消防法施行細則、爆竹煙火管理條例、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

辦法有關安全管理制度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一定規模以上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應由管理權人，遴用保安監督人，責其製定消防防護計畫

製造、儲存或處理六類危險物品達管制量 15 倍之場所，應由防火管理人擬訂消防防災計畫 

達中央主管機關所定管制量 30 倍之販賣場所負責人，應選任爆竹煙火監督人，責其訂定安全防護計畫 

保安監督人、防火管理人、爆竹煙火監督人均應在選任後 30 日內報請當地消防機關備查 

15 依消防法之規定，下列何種場所，其管理權人應使用附有防焰標示之地毯、窗簾、布幕、展示用廣告板

及其他指定之防焰物品？①專用樓地板面積合計 200 平方公尺之商場 ②專用樓地板面積合計 200 平方

公尺之幼兒園 ③專用樓地板面積合計 200 平方公尺之圖書館 ④專用樓地板面積合計 200 平方公尺以

上之戲院

①④ ②④ ③④ ①②③

16 依消防法之規定，下列何者應實施防火管理？①收容人數在 26 人之視障按摩場所 ②總樓地板面積 300

平方公尺之護理之家機構 ③總樓地板面積 300 平方公尺之撞球場 ④總樓地板面積 300 平方公尺之補

習班

①② ①③④ ②④ ①②③④

17 依災害防救法規定，災區低收入戶未申請政府優惠融資或其他補助，經金融機構核放創業融資貸款者，

得由 X 對承辦該貸款之金融機構補貼利息，其貸款金額不得超過新臺幣 Y 萬元。X、Y 為下列何者？ 

X= 內政部，Y=100  X= 內政部，Y=150 

X=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Y=100 X= 衛生福利部，Y=150 

18 依災害防救法規定，災區受災企業因受影響而發生營運困難者，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予以紓困

於災害前已辦理之貸款，其本金及利息之償還得予以展延期限，週轉金最長 2 年 

合意展延期間之利息損失，由各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補貼金融機構

於災害前已辦理之貸款，其本金及利息之償還得予以展延期限，資本性融資最長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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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依災害防救法規定，有關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①輻射災害：行政院原子

能委員會 ②動植物疫災：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③工業管線災害：內政部 ④海難：行政院海岸巡防署

①② ①②③ ②③④ ①③④

20 依緊急醫療救護法之規定，下列何者非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之救災救護指揮中心，處理緊急救護

事項？

建立緊急醫療救護資訊

空中轉診之聯繫

聯絡救護運輸工具之設置機關（構）執行緊急救護業務

協調有關機關執行緊急救護業務

21 依爆竹煙火管理條例規定，下列何者非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權責？ 

爆竹煙火製造之許可、變更、撤銷及廢止

爆竹煙火監督人講習、訓練之規劃及辦理

爆竹煙火製造及達中央主管機關所定管制量之儲存、販賣場所，其位置、構造、設備之檢查及安全管理

受理依規定輸入一般爆竹煙火之封存

22 依災害防救法規定，乘災害之際而故犯下列何罪者，得依刑法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①公共危

險罪 ②詐欺 ③竊盜 ④毀損

②③ ③④ ②④ ①②③④

23 消防機關於香舖金紙店查獲販賣未附加認可標示之一般爆竹煙火時，應處之罰鍰金額下列何者正確？ 

新臺幣 30 萬元以上 150 萬元以下 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 

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 新臺幣 3 千元以上 1 萬 5 千元以下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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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室內儲槽場所位置、構造及設備

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儲槽構造：儲槽材質應為厚度 3 毫米以上之鋼板或具有同等以上性能者 

應設置於地下層建築物之儲槽專用室

儲槽專用室之窗戶及出入口，應設置 30 分鐘以上防火時效之防火門窗 

儲槽專用室出入口應設置 10 公分以上之門檻，或設置具有同等以上效能之防止流出措施 

25 依消防法規定，有關民力運用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直轄市、縣（市）政府，得編組義勇消防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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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義勇消防編組之人員，因接受訓練、演習、服勤致患病、傷殘或死亡者，依公務人員委任第五職

等身分請領各項給付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補助義勇消防組織所需裝備器材之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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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
考試及105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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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消防警察情境實務（包括消防法規、實務操作標準作業程序、人權保障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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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60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一、一棟含有視聽歌唱場所（KTV）的住商混合大樓發生重大火警，若你為火災調查人
員，隨同救災車輛一同出勤，進行出動觀察，抵達現場時發現火勢發展異常迅速猛
烈，有縱火可能。試問勘查時應特別掌握那些特殊之跡證或現象？（20 分） 

二、某 25 層供複合用途使用之高層建築物於 18 樓處發生火災，你為轄區消防分隊長，
到達現場後，如果不得不使用電梯進行救災，在救災指揮作業中，應做那些處置以
確保救災同仁之安全？（20 分） 

三、建築物火災之搶救，消防人員除優先執行人命救助外，亦須同時部署水線滅火，利
用有效的水量直接或間接對燃燒物或目的物進行冷卻、窒息或除去等，以達到撲滅
火勢。請敘述消防人員進入室內有效射水滅火的原則？（20 分） 

乙、測驗題部分：（40 分） 代號：3506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2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火災現場跡證採證應依內政部消防署函頒之火災案件證物採驗規範的規定辦理，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火場應經清理及復原重建之後，再予研判起火處附近及相關位置採證

同一火場，起火點不甚明確，採取化學跡證時，採證工具盡量同時重複使用採取不同地點之證物

採證時對於欲採取跡證之種類、形態及其與起火處或原因推斷之關係明瞭後，方可採取

對照物一併送驗以供空白試驗比對分析，如屍體附近之土壤、縱火殘跡旁之泥塊、地毯等

2 若你為火災調查人員，至火災現場採樣，因該場所證物種類眾多，下列火場證物處理原則何者正確？ 

固狀證物受火熱影響後，常有熱分解干擾物，故原包裝容器避免一併封緘送驗，亦可降低實驗室同仁

工作負荷

油類等液狀證物可用白淨鐵罐、附有小口之密封玻璃廣口瓶或塑膠證物袋儘速盛裝，必要時應將其密

封，以防溢出

採集電氣證物時，可使用一般塑膠證物袋或紙箱密封

火藥證物送驗時宜採原料性或有明顯火藥殘留之證物以紙張包妥後置入塑膠證物袋內，直接以塑膠夾

袋、金屬、玻璃、陶瓷或其他硬質容器封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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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某地下停車場發生火災，必須確保消防人員行進路線為相對安全之狀態，及善用通風排煙排出煙熱，以

利部署水線進入滅火及搜救，下列救災作為何者錯誤？

利用建築物本身排煙設備、消防隊排煙車或排煙機等將濃煙排至室外

利用進風設備將民眾避難逃生樓梯及通道等建立成正壓區域，防止濃煙侵入

以車道口為進氣口，人員由車道部署水線進入滅火與搜救

建立排煙路徑、進氣口及排煙口。選擇排煙出口，應避免濃煙再進入其他區劃空間或大樓內，並做好

排煙出口防護

4 某飯店依強化防火管理制度指導綱領，遴用核心要員，並設防火管理技術員，若你為轄區消防分隊長，

下列何者非該技術員之規定任務？

熟稔該場所消防安全設備、防火避難設施及防災監控系統等有關設備之操控技能

教育指導相關員工各項設備（施），並強化其自衛消防編組訓練之相關技能及防火管理必要之消防

常識

協助自衛消防隊長進行相關之災害搶救活動

輔佐管理權人執行防火管理業務

5 火場上發現有氯酸鈉、二甲苯、乙二醇、碳化矽物質，但現場找不到任何發火源，若你是現場火災調查

人員，你認為可能之發火物質為下列何者？

氯酸鈉 二甲苯 乙二醇 碳化矽

6 若你為火災調查人員，接獲任務前往火場進行災後現場勘查，因現場使用大量同質木材裝潢材料，部分

木材僅燃燒至碳化，尚未剝離燒失，欲利用碳化針等工具測定其深度，以作為燃燒強弱之研判，下列敘

述何者錯誤？

碳化面的凹凸狀況愈多，表示燃燒的愈強烈

碳化面的凹凸狀況愈粗糙，表示燃燒的愈強烈

形成碳化花紋的溝痕幅度愈窄，表示燃燒的愈厲害

形成碳化花紋的溝痕深度愈深，表示燃燒的愈厲害

7 某木造 2 層住宅建築物發生火災，到達現場時發現室內正在燃燒，為迅速撲滅火點，需進入室內進行射

水作業，你為現場之火場安全官，下列安全注意事項何者錯誤？

儘量沿牆壁行動，避免物品掉落砸傷 裝備器材確實配戴完整

注意避免發生觸電危險  1 人 1 組水線入室救災 

8 某集合住宅建築物於清晨發生火災，你為首先到達現場之分隊長，經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告知起火戶隔

壁仍有數名住戶不知去向。請問下列何者屬於你優先處置的事項？①進行滅火攻擊 ②將所有電梯管制

至地面層 ③分配搜索區域、聯絡信號 ④提高指揮層級 ⑤登錄管制搜救小組姓名、人數、時間、氣

瓶壓力 ⑥將火勢侷限，防止火勢擴大

①②⑥ ②③⑤ ①④⑤ ③④⑥

9 深夜 23 時許，一棟 16 層商業大樓於 5 樓發生火災，初期指揮官到達現場時，下列車輛部署事項何者最

適當？

車輛部署以車組作戰及單邊部署為原則，建築物火場正面立即部署攻擊車進行滅火

應於火場正面部署照明車

水箱車應儘量縮短停車間距，減少部署水帶數量，爭取救災時間

消防車輛停放於坡道時，為節省時間，手煞車及輪阻器擇一即可

105三等消防警察特考考古題庫懶人包-三等警察特考內軌考試專用-高見公職整理
專辦警察特考、警大二技、警佐、消佐、警大研究所考試(07)2233812



代號： 50630 
頁次：4－3  

10 一工廠油槽發生火災，你為現場救災指揮官，下列部署搶救作為，何者最不適當？ 

滅火活動原則上應從上風方向進行，不得已時再從側風方向進行

使用泡沫滅火時，泡沫要大量且一齊放射

對起火儲槽赤熱部進行大量射水，降低儲槽溫度與槽體破裂危險

泡沫放射時，注意不要攪拌油表面，並善用槽內壁作為緩衝板

11 因地震造成一棟 5 層樓民宅倒塌，現場指揮官於救災指揮站成立計畫組，你為計畫組長，執行計畫作業

時，下列何者最適當？

提出搜救犬需求  掌控搜救人員需求狀態

提供搜救器材油料及電力補給 提出搜救人員調度建議

12 某日一棟高層複合用途建築物，正在進行自衛消防編組演練及驗證，你承辦防火管理業務且於現場進行

評核，對於初期滅火之應變要領，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使用第一種室內消防栓時，以 1 人實施為原則 

模擬初期滅火使用室內消防栓時，擺出射水姿勢，維持 30 秒 

模擬初期滅火時，使用滅火器或室內消防栓均可

模擬初期滅火使用滅火器時，可實際放出滅火藥劑或擺出放出動作之姿勢 15 秒 

13 某化學工廠發生火災，若你為初期指揮官，到達現場發現可能為化學物質災害時，下列處置何者最適當？ 

迅速進入工廠找出火源並將火勢撲滅，以免火勢擴大

先了解該工廠內部之危害物質，再決定救災方針

進入火場後迅速了解面對的化學物質種類及危險性

要求關係人協同進入火場，查明化學物質種類及位置

14 某飯店提報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若有停止某些消防安全設備機能之必要時，你為消防官員，下列計畫

內容何者符合規定？

考量飯店係全天營業之場所，停止消防安全設備機能之工程，應在日間進行

火警自動警報設備停止使用期間，該防護區域增設滅火器或室內消防栓之水帶等

緊急廣播設備停止使用期間，該防護區域增設火警警鈴

自動撒水設備之機能停止期間，將該撒水設備移設他處

15 你為消防分隊長，若進行某大樓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會審時，發現該大樓有以下幾個現象：①某一火警

分區之面積為 450 平方公尺 ②某一火警分區之邊長為 50 公尺 ③樓梯之地下層與地上層部分為同一分

區 ④兩個 500 平方公尺之樓層共用一分區，你應針對那些項目要求改善？ 

①② ①③ ②④ ③④

16 某一距轄區消防分隊超過 30 分鐘車行距離之國定木構造古蹟建築，夜間只有一位年老的看守人力，且附

近無居民。有關其消防安全設計，下列何者最能符合古蹟火災防護及文物保存之共同目標需求？

設置室外消防栓設備  設置室內消防栓設備

設置氣體滅火設備  設置單人可操作水系統滅火裝置

17 公路隧道如開放油罐車通行，下列那一安全防災措施最為必要？ 

工務段成立自衛消防編組 強化消防隊救災裝備與訓練

加強法定通風排氣設備  設置冷卻控溫水系統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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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木造建築物發生火災，火勢猛烈竄出屋外，可能擴大延燒鄰近建築物，如果你是瞄子手奉指示迅速部署

水線執行滅火任務。請問下列所述情境下，水線瞄子部署（如部署圖）何者最適當？

位於道路角落建築物火災，兩側有密集建築物，水線優先進行道路面包圍戰術部署

警戒水線的部署，鄰棟建築物與起火建築物間隔狹小且從外部防禦困難時，則可將水線部署於鄰接建

築物屋頂上射水防護

只有正面為道路的建築物火災，兩側及背面緊鄰建築物，水線優先進行道路面包圍戰術部署

警戒水線的部署，鄰棟建築物與起火建築物間隔狹小且從外部防禦困難時，則可將水線部署於起火建

築物屋頂上射水防護鄰接建築物

19 火災調查人員為達成促燃劑殘跡鑑定，須進行樣品前置處理，在火災調查實驗室中如以加熱方式使火場

殘跡樣品的促燃劑揮發到容器上方的空氣中，最後再以氣體注射針抽取上方空氣注入儀器進行分析，此

一操作方法稱為下列何者？

蒸氣蒸餾法（stream distil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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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空分析法（headspac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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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若你為火災調查人員，現場經過射水搶救後，發現火災現場的起火處磁磚呈現易燃性液體燃燒留下之痕

跡，必須進行採證送驗，下列那一個採證位置最適宜？

起火處附近的碳化物  起火處的磁磚

起火處磁磚與磁磚接合處下方水泥塊 起火處周邊的磁磚

角落建築物火災瞄子部署

建築物火災鄰接屋頂上瞄子部署

道路面建築物火災瞄子部署

建築物火災屋頂上瞄子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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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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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醚為何類別公共

危險物品？請依其理化特性，說明其危險性。洩漏時之滅火措施為何？（25 分） 

二、某醫院某日晚間不慎發生火災，經消防人員搶救，幸無人傷亡，事後現場調查係屬

電氣火災，再深入了解係因「焦耳熱異常」所造成，試說明「焦耳熱異常」發生原

因及防範方法。（25 分） 

三、某公寓凌晨發生火警，由 1 樓騎樓機車起火，除燒燬多輛機車外，火勢從樓梯間形

成「煙囪效應」向上延燒，樓上住戶逃生困難，造成多人死亡。請說明「煙囪效應」

產生原因及對火災煙氣流動的影響。（25 分）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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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之第三類公共危險

物品：發火性液體、發火性固體及禁水性物質。依物質在空氣中發火性、與水接觸

之發火性或產生可燃性氣體進行判定，試寫出下列物質遇水之化學反應方程式（需

平衡係數）：（每小題 5 分，共 25 分） 
磷化鈣（Ca3P2） 
氫化鈉（NaH） 
碳化鋁（Al4C3） 
碳化鎂（MgC2） 
三氯矽甲烷（Trichlorosil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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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接背面）

 

一、試說明並舉例如何決定所選用火警探測器防護間距（Listed Spacing）之性能設計流

程及查核檢驗重點。（25 分） 

二、試說明並舉例潔淨式滅火藥劑系統（Clean Agent Fire Extinguishing Systems），其設計

滅火濃度與人員得暴露限制時間之相關性，並列出某機構秘書室設置此類滅火系統

時之審核安檢重點。（25 分） 

三、請問水系統滅火設備設置屋頂水箱之目的為何？（10 分）如第一種室內消防栓滅

火設備與自動撒水設備、泡沫滅火設備等並用時，其屋頂水箱容量至少應為多少？

（5 分）另國內某大型石化工業園區內各工廠的水系統滅火設備，係採消防幫浦站集

中供應水源的模式，且送水管平時充滿水並保持一定水壓，試問前述模式是否有設

屋頂水箱之必要性？（10 分） 

四、請依「消防安全設備測試報告書測試方法及判定要領」之規定，說明居室排煙設備

在進行排煙風量測試時，其綜合試驗的測試方法及判斷要領為何？（15 分）某一應

設排煙設備場所共分成連續併排的三個防煙區劃，其中左區劃面積為 100 平方公尺、

中區劃面積為 150 平方公尺、右區劃面積為 120 平方公尺，而各區劃均設一排煙閘

門（60cm×60cm），且共用排煙機及排煙風管，經實測三個區劃的排煙口之平均風速

均為每秒 6 公尺，請問該場所的排煙設備在風量測試方面是否合格？（10 分） 

105三等消防警察特考考古題庫懶人包-三等警察特考內軌考試專用-高見公職整理
專辦警察特考、警大二技、警佐、消佐、警大研究所考試(07)2233812



105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
考試及105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50670 全一頁

考 試 別： 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 三等考試

類 科 別： 消防警察人員

科 目： 消防戰術（包括消防戰術、消防機械、緊急救護）

考試時間 ： 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接背面）

 

一、當轄區發生意外事故肇致現場有大量傷病患之緊急救護案件時，請問身為第一線救

護指揮官的您，可分那四類進行大量傷病患之救護檢傷分類、救治送醫優先順序與

各應賦予何種顏色檢傷標籤？（25 分） 

二、當您受命擔任轄區消防分隊長與第一線救火指揮官時，請論述下列機制與其如何在

火場應用：

安全官（Safety Officer）機制？（12分） 
快速救援小組（Rapid Intervention Team, RIT）機制？（13 分） 

三、空氣呼吸器（Self-Contained Breathing Apparatus, SCBA）幾乎已成為消防員進入火災

現場救災的基本裝備，請敘述：

空氣呼吸器由那些結構所組成？（12分） 
需要使用空氣呼吸器的時機場所？（13 分） 

四、當您受命擔任火災現場指揮官時，您應該收集那些火災現場資訊，以方便您進行火

災現場指揮與決斷？（25 分） 

105三等消防警察特考考古題庫懶人包-三等警察特考內軌考試專用-高見公職整理
專辦警察特考、警大二技、警佐、消佐、警大研究所考試(07)2233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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