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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四等一般消防警察特考 

火災學概要考前猜題 

甲、申論題： 

一、請問何謂「理論空氣量」？ 何謂「燃燒實際空氣量」？ 已知某種可燃物含有碳

（20%）、氫（40%）、硫（10%）、氧（30%），試求該可燃物 10kg 完全燃燒時所需之

「理論空氣量」重多少？ 

擬答 

物質要進行燃燒須具備一定的條件，即：可燃物、氧氣(空氣)、熱能(溫度)及連鎖反應

等缺一不可，此稱為燃燒之四面體。且因燃燒是可燃物與氧氣之化合作用，因此燃燒時非但

不能缺氧，濃度亦須在一定比率之上，否則將無法完全燃燒。有關「理論空氣量」等相關題

問，分項作答如下： 

(一)何謂「理論空氣量」: 所謂理論空氣量，係指從燃料中可燃成分之量，從燃燒化學反應

平衡式，依照化學理論推算出完全燃燒時所需之空氣量。 

(二)何謂「燃燒實際空氣量」: 所謂燃燒實際空氣量，即燃料實際燃燒時，考量不完全燃燒

狀況下，為使其完全燃燒所需的空氣量。燃料實際燃燒所需之空氣量，比理論空氣量所

需更多。 

(三)該可燃物 10kg完全燃燒時所需之「理論空氣量」計算： 

1.已知空氣之成分比率如下： 

組成成分 體積% 重量% 

氧 O2 21% 23% 

氮 N2 79% 77% 

2.因可燃物 10kg，依題目所述，各成分按比例計算出所佔之重量分別為： 

(1)碳=10kg*20%=2kg 

(2)氫=10kg*40%=4kg 

(3)硫=10kg*10%=1kg 

(4)氧=10kg*30%=3kg。 

3.計算可燃物 10kg，完全燃燒時所需之「理論空氣量」： 

(1)先分別求可燃物成分中之碳(1kg)、氫(2kg)、硫(1kg)完全燃燒所需之氧氣量： 

碳：C＋O → CO2 

  12 32  44 

由燃燒化學反應平衡式可知(一莫耳之碳完全燃燒時，需有 1莫耳之氧):欲使 1kg之

碳完全燃燒，需有之氧氣量為： 

 〔(2*1000/12) × 1 ×（32）〕/1000＝5.332（kg） 

氫：H2＋（1/2O2） → H2O 

  2   16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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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燃燒化學反應平衡式可知:欲使 4kg之氫完全燃燒時，所需氧氣量為： 

 〔(4*1000/2) × (1/2) ×（32）〕/1000＝32（kg） 

硫：S＋O2 → SO2 

  32 32  64 

由燃燒化學反應平衡式可知:欲使 1kg之硫完全燃燒所需之氧氣量為： 

 〔(1*1000/32) ×（32）〕/1000＝1（kg） 

(2)因可燃物本身亦含有氧成分 3kg，其將參與燃燒反應，並造成「理論空氣量」之需求

減少，故該可燃物完全燃燒所需之氧氣量為: 5.332 +32 +1 -3＝35.332（kg） 

(3)因空氣中氧之重量佔全部之 23%，綜上可知:可燃物 10kg完全燃燒時所需之「理論空

氣量」為: 35.332 * (100/23)=153.61（kg），此即為所求「理論空氣量」之重量。 

二、可燃性固體之燃燒，因其形式不同，一般可區分為哪五種？試問影響可燃性固體燃燒難

易之因素為何? 

擬答 

固體之種類繁多，其燃燒狀態亦不相同，依據陳弘毅氏所著「火災學」之論述，有關可

燃性固體的燃燒形式分類及影響可燃性固體燃燒難易之因素，依序分項說明如下： 

(一)可燃性固體的燃燒形式分類: 

1.表面燃燒：固體可燃物，加熱後不分解出可燃性氣體，而由氧直接在其表面與碳素化合

燃燒。其燃燒因不生火焰，又稱「無焰燃燒」；如木炭、焦炭、金屬粉之燃燒。 

2.蒸發燃燒：固體可燃物，加熱後先液化(熔化)、再汽化成蒸氣或直接昇華成蒸氣的燃

燒；如硫黃、奈球(Naphthalin)等之燃燒。 

3.自己燃燒：固體可燃物燃燒時，本身可分解出氧氣助燃，不需空氣的供應；如硝化棉、

賽璐璐、液體之硝化甘油等爆炸性物質。 

4.分解燃燒：固體可燃物受熱分解出可燃性氣體；如木材、紙、聚乙烯之燃燒。 

5.固體之爆炸：可燃性固體爆炸所需氧之供給源極為充足，熱發生速度遠超過熱之逸散速

度；如三硝基甲苯 TNT 等炸藥之燃燒；其特殊形態為粉塵爆炸。 

(二)影響可燃性固體燃燒難易之因素:可燃性固體未開始燃燒前，對燃燒之影響與不燃性固

體相同，按其形狀改變火焰流動方向；開始燃燒後，成為助長火勢的積極力量，其影響

燃燒難易程度的因素說明如下: 

1.質與量：受固體本身的性質與數量多少所影響，如紙比木材容易燃燒；大量的稻草，蓄

積熱大，燃燒力強。 

2.形狀：薄、細、小的固體易達著火點，比厚、粗、大的固體容易燃燒，主要是因為吸熱

迅速且傳導不易，產生能量蓄積之效果，極易達到著火點，因此粉末狀之物質易於燃

燒。 

3.狀態：燃燒朝橫向發展的能力較小，朝豎向的延燒較容易，主要原因是熱對流對未燃材

料預熱之結果；而多堆可燃物間具有輻射回饋效應之存在，使得燃燒速度獲得加速；堆

積稀鬆者則因氧氣供給較充分，故其燃燒較堆積緊密者容易；貼於木板上之紙較未貼者

難燃之原因為其所受熱量部分傳導至木板，熱量未能蓄積，故可燃性物質與不可燃性物

質重疊時，將增加燃燒的困難。(3分) 

4.空氣：氧氣供應充足時，則容易燃燒且燃燒完全，若氧氣供應不足，會形成燻燒，如木



高見公職．警察圓夢諮詢中心           1 0 7 年度  四等火災學概要考前猜題  

 

3 

材緊密堆放和有空隙的堆放，燃燒程度不同。 

5.加熱速度：加熱速度快，易起火；加熱速度過緩，即使是著火性良好的物質，亦不易著

火；反之，著火性不良者，如加熱速度甚大，亦可燃燒。 

 

三、火災所產生的濃煙除具有可燃性外亦含有大量有毒氣體，經常造成人命傷亡，試問火災

發生時常見之「煙囪效應」及「逆煙囪效應」之定義分別為何? 另，為防止火災造成人

命之傷亡，可採取哪些防煙對策？ 

擬答 

「煙」為火場中的第一殺手，火災所產生的濃煙除具有可燃性外亦含有大量有毒氣體，

故為避免火勢擴大及人命傷亡，消防人員應了解有關「煙囪效應」、「逆煙囪效應」之定義及

「防煙對策」等方法，相關題問依序分項作答如下: 

(一)「煙囪效應」:火災或冬天建築物內部溫度較高時，於樓梯、電梯通道、管道間等垂直

通道內，空氣通常因密度較建築物外界溫度低而具有浮力，浮力作用下使其向上浮升，

經由上方開口流出。而外界空氣由下方開口補充空氣上升所遺留空缺，如此循環之現象

即為「煙囪效應」。 

(二)「逆煙囪效應」:指夏天中由於大樓普遍設有空調系統，溫度較外界為低，則於建築物

垂直通道中存在向下流動之氣流，此現象稱之為「逆煙囪效應」。 

(三)「防煙對策」:火災時為防止人命之傷亡，可採取之防煙對策如下: 

1.抑制煙的發生源：防煙最好的辦法，莫過於盡可能減少發煙的泉源，此為防煙對策之第

一步。其辦法為:從房屋的建材到內部的裝潢材料、家具等，儘可能採用發煙性低的材

料。 

2.阻止煙的流動：一旦室內發生煙後，如何阻止其向室外走廊流動或向上層飄動，以免擴

散及整棟建築物，乃防煙之第二步。可用「防火門」阻擋或「防火閘門」遮斷煙之擴

散。 

3.積極向外排煙：防煙對策之第三步驟，乃是利用各種排煙設備，積極將煙排出屋外。其

方法有「避難通道加壓排煙法」及「排煙室排煙法」等兩種。 

四、何謂閃燃（F.O）及閃燃時間（F.O.T）？並請詳述影響閃燃時間(F.O.T)之因素有那些？ 

擬答 

閃燃為火災的極端現象，在消防安全設計上代表的意義是火場人員避難逃生的終點，因

民眾難以在無任何防護裝備下存活於閃燃環境中，因此避免閃燃發生或延遲閃燃時間極為重

要，茲將閃燃及閃燃時間之定義與影響閃燃時間之因素分述如下: 

(一)閃燃及閃燃時間之定義: 

1.閃燃（F.O）:所謂閃燃，係指室內起火後，火勢逐漸擴大過程中，因燃燒所生之可燃性

氣體，蓄積於天花板附近，此種氣體與空氣混合，好進入燃燒範圍之際，一舉引火形成

鉅大之火苗，使室內頓時成為火海之狀態。 

2.閃燃時間(F.O.T): 火災發生後至達到閃燃（F.O）為止之時間，稱為閃燃時間，簡稱

F.O.T。 

(二)影響閃燃時間之因素: 閃燃時間(F.O.T)的長短，受到各種因素之影響，影響 F.O.T最

大之因素，可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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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內部裝潢之材料 

(1)使用裝潢材料之位置：F.O.T之長短，係由室內容積與可燃物混合氣體蓄積速度之

比，以及燃燒所生之熱蓄積速度而定。同種類等面積之裝潢材料中，影響最大之部位

為天花板板面，其次為壁面，最後為地板面。 

(2)裝潢材料之燃燒性：耐燃材料之普通合板，大約在 6分鐘後，即生激烈之閃燃，難燃

材料之合板，則較普通合板晚 1～2分鐘，溫度則二者相差不大。但準不燃材料之石

膏等之 F.O時間更遲，燃燒溫度亦低，而不燃材料之石棉板則幾乎未有明顯之 F.O，

溫度顯著降低。 

(3)裝潢材料之熱傳導率：熱傳導率低之材料，保溫性良好，熱之擴散緩慢，不僅縮短

F.O.T，亦使該時之溫度增高。鋼筋凝土壁不加任何裝潢時，其溫度之上昇，極為緩

慢，F.O.T亦不太明顯。 

(4)裝潢材料之厚度：材料厚度過薄者，因熱容量小，一旦受熱，亦即傳及內部迅速放出

瓦斯。若燒透背面，原來只是單面加熱者，頓時形成雙面加熱，F.O.T自然大為縮

短。 

(5)由上之結論可知，室內之裝潢，僅可能在天花板面及牆壁上面優先使用難燃，厚度大

且熱傳導率高之材料為佳。 

2.火源之大小: 所謂火源之大小，係以可燃物表面積〔As（m2）〕除以室內全體表面積

〔Ac（cm2）〕之值。As/Ac 之值愈大，F.O.T亦愈長。 

3.開口率: 所謂開口率，係指牆壁面積與開口部面積之比率。開口率小，則空氣之供給量

不足，F.O.T自然較長。火災初期，其燃燒通常侷限於起火源，只要有普通程度之開口

率，即可充分燃燒。 

由於室內一旦發生閃燃，即視為內部已無存活之人；若為鐵皮屋建築發生火災甚至有倒

塌之疑慮，故為確保救災安全，救災人員在戰術上應有所改變；近年消防人員火場殉職案件

頻傳，各界在檢討、強化救災設備器材之餘，對於火場極端行為(閃燃、爆燃)亦應認識，實

有必要針對消防人員的自我防護加強教育訓練。 

五、何謂「積污導電現象」？ 何謂「金原現象」? 試比較其異同。 

擬答 

消防署自 106年開始實施 A1、A2、A3新式火災認定方式後，火災原因的統計排名已產

生重大變化，根據消防署最新公布的火災統計資料顯示:106年總計發生了 30463 件火災，

除了「其他原因」12354件無法歸類者外，可調查歸類之火災原因依序為:1.「遺留火種」

5810件、2.「爐火烹調」3659 件、3.「電氣因素」3433件，因此電氣因素造成火災原因的

機率頗高，應多加認識及防範，有關「積污導電現象」、「金原現象」之定義及其異同，分項

說明如下: 

(一)「積汙導電現象」為電氣造成的絕緣破壞，與絕緣物表面附著導體有關，其現象如下：

受電壓之異極導體間，有絕緣物存在，若絕緣物表面附有水分灰塵等電解質物質或電解

質導體，此帶電之附著物間生小規模放電，絕緣物表面因而流通電流，形成通路。其發

生放電為電暈放電，又其發生於絕緣物表面，又稱沿面放電。 

(二)「金原現象」同為電氣造成的絕緣破壞，與絕緣物變質有關，其現象如下：木材為不良

導體，受火熱而炭化時，形成無定形炭，並不能導電，一旦受電氣火花而炭化時，炭化

部分因石墨化之故，而具有導電性，為金原教授發現故稱之。簡言之:橡膠、木材等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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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物中，電流流通之現象，亦即有機物之導電化現象即為金原現象。(7分) 

(三)比較「積汙導電現象」與「金原現象」之異同如下： 

1.相異處： 

(1)積污導電現象為「積汙」所導致，而金原現象是因絕緣材料的石墨化「變質」所造

成。 

(2)積污導電現象之發生為電暈放電，且大多發生在有機絕緣物表面，電流之通路未成導

電化；而金原現象為有機絕緣物劣化後，電流之通路成導電化，已不僅限於表面。 

2.相同處：兩者皆形成炭化導電路，同為電氣所造成的絕緣破壞。 

 

乙、選擇題： 

題

號 
題        目 

答

案 

01 請問下列依燃燒型態對火災之分類何者正確？ 

(A)第二類公共危險物品之易燃固體發生的火災為 A 類火災 

(B)未通電的電氣設備發生的火災為 C 類火災 

(C)瓦斯燃特性與油火災相似，一般併入 B 類火災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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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特殊火災即為 D 類火災 

02 某一居室長寬高分別為長 5 公尺、寬 4 公尺、高 3 公尺，若該場所之火載量為

2 kg/m2，試問當溫度因子為 0.015，其火災持續時間為何? 

(A) 1.74 分 (B) 3.45 分 (C) 5.16 分 (D) 8.61 分 

C 

03 下列有關爆炸性物質敏感度之敘述何者有誤? 

(A)分子中之硝基越多，敏感度越高 (B)起爆溫度越低者，敏感度越高 

(C)物質之密度越大，敏感度越高  (D)固體雜質可增加炸藥之敏感度 

C 

04 下列何者非屬電阻值增加之情況? 

(A)導線連接時，導體表面未清潔或連接不實 

(B)接續部因振動或熱的交替作用，螺栓發生鬆動 

(C)長期使用接觸面產生導電不良的氧化膜 

(D)電子零件受高溫、濕氣之影響，產生電氣性破壞 

D 

05 下列有關硝化棉火藥之分類何者正確？ 

(A)C24H32O12(NO3)4 於弱棉藥 (B)C24H32O12(NO3)9 於強棉藥 

(C)C24H32O12(NO3)5 於中棉藥 (D)C24H32O12(NO3)6 於脆棉藥 

D 

06 下列有關火災特性及對消防工作影響之敘述，何者正確？  

(A)因火災具有成長性，故燃燒面積與時間成正比。  

(B)因火災具有不定性，故不論是人為縱火或自然原因起火，均無法事先預測。 

(C)因火災具有不定性，故為應付火災搶救，消防勤務需 24 小時警備。 

(D)因火災具有成長性，故消防人力須在最短時間內到達現場。 

D 

07 火場燃燒物中毒性最大、吸入一定量後將妨礙細胞中氧化酵素的活性，造成細

胞呼吸停止之物質為下列何者？  

(A)一氧化碳( CO )  (B)氰酸( HCN ) (C)氯化氫( HCl ) (D)甲醛(HCHO) 

B 

08 下列有關可燃物之條件，何者錯誤？ 

(A) 凡與氧不能化合者，均非可燃物。 

(B) 分子之每莫耳燃燒熱在 100Kcal 以上之液體、氣體、固體均屬可燃物。 

(C) 熱傳導度須在 0.001kcal/cm∙sec℃以下者。 

(D) 粉狀固體比塊狀固體容易燃燒之原因，除空氣供給充足外，主要是熱傳導

度降低。 

B 

09 下列有關乙炔之敘述何者正確？ 

(A) 高壓下乙炔易生氧化反應，因氧化反應所生之熱將使溫度急速上升，亦是

促成分解爆炸之原因。 

(B) 工業上乙炔之製造是利用電石 Ca(OH)2 與水的反應產生乙炔(C2H2)氣體。 

(C) 乙炔之最小起爆能量與壓力呈正比，其最低點之能量為 0.2mJ 壓力為

25kg/cm2。 

(D) 液化乙炔易爆炸，固體乙炔則較為安全。 

D 

10 乙烷、乙炔、乙烯之化學理論濃度分別為 a、b、c，請問 a、b、c 之關係為

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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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b>c (B) b>c>a (C) c>a>b (D) a=b=c 

11 下列有關防止火焰向上層延燒之對策中，何者錯誤？ 

(A)窗戶盡可能採縱型窗，即窗戶之縱向長度比橫向大之意 

(B)縱型窗火焰向外噴出時，火焰延側壁向上流動 

(C)火焰離窗頂越高，溫度越低，延燒危險越小 

(D)側壁越大，防止下層火焰延燒之效果越大 

B 

12 下列有關氣體、液體、金屬固體及非金屬固體之熱傳導率排列順序，何者正

確？ 

(A)氣體<液體<非金屬固體<金屬固體 

(B)氣體<液體<金屬固體<非金屬固體 

(C)氣體>液體>非金屬固體>金屬固體 

(D)氣體>液體>金屬固體>非金屬固體 

A 

13 下列何者非屬建築物防止下層火焰向上燃燒之對策? 

(A) 加裝鐵絲網玻璃、改善窗框  (B) 縮小窗口大小 

(C) 加裝向外突出之屋簷   (D) 減少側壁高度 

D 

14 從火災持續時間公式可知:下列何者非屬影響火災持續時間之因素? 

(A)單位面積之可燃物量  (B)密閉空間開口部面積 

(C)燃燒速度之大小  (D)天花板牆壁地板之全表面積 

D 

15 依據火災學之理論，試問輻射熱量之比例約占燃燒物總發熱量百分之幾？ 

(A) 5~10% (B) 10~25% (C) 25~50% (D) 50~75% 

C 

16 下列有關靜電說明，何者有誤？ 

(A) 兩種不同物體之間，發生靜電時，其帶正負電之依據係由其體積電阻係數

而定。 

(B) 兩種物體接觸時，電子值高者會流向低者。 

(C) 帶電序列距離越遠者，其接觸電位差越大，越容易發生靜電。 

(D) 絹布與賽璐珞摩擦時，絹布帶正電，賽璐珞帶負電。 

A 

17 下列影響最小發火能量的環境因素，何者錯誤? 

(A)溫度越高，最小發火能量越小  (B)壓力越低，最小發火能量越大 

(C)空氣濕度越高，最小發火能量越小 (D)氧氣濃度越低，最小發火能量越大 

C 

18 下列有關六類物品混合危險之敘述，何者正確？ 

(A) 第一類公共危險物品與第五類公共危險物品無混合危險。 

(B) 第二類公共危險物品與第六類公共危險物品無混合危險。 

(C) 第三類公共危險物品與第一類公共危險物品無混合危險。 

(D) 第四類公共危險物品與第二類公共危險物品無混合危險。 

D 

19 若以 Io、Ix 分別表示原入射光強度及距離 x 時的受光強度，當減光率達 99%

時，其光學密度之值應為多少？ 

(A)0.1 bel (B)1 bel  (C)2 bel  (D)10 bel 

C 

20 依據焦耳定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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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焦耳熱與電流的平方成正比 (B) 焦耳熱與電阻的平方成正比 

(C) 焦耳熱與時間的平方成正比 (D) 焦耳熱與電容的平方成正比 

21 造成木材低溫起火之原因及危險性，下列何者正確？ 

(A)木材老舊後，因腐朽菌之作用，僅留下植物纖維素，使舊木材易於起火。 

(B)長期加熱之木材變為多孔質，重量減輕，本身形成斷熱。 

(C)形狀愈大，內部溫度之上昇較不劇烈，不易形成高溫。 

(D)木材受到加熱後，所含之松脂即發熱，使木材主要成分木素本身發熱。 

B 

22 不飽和油脂自然發火之危險性，通常可用碘價判斷之，下列關於碘價之敘述，

何者正確? 

(A) 碘價係指 130 克脂肪能夠吸收之碘克數。 

(B) 碘在化合物之雙鍵處被吸收，故雙鍵越多，碘價越高。 

(C) 碘價在 100 以上者稱為乾性油，易受空氣氧化而蓄積反應熱。 

(D) 植物油較動物油脂碘價為大，更易受到氧化。 

B 

23 下列關於靜電災害的防止，何者非屬防止靜電發生之措施？ 

(A)增加周圍空氣的相對濕度 (B)選擇二個帶電序列相近物質的材質 

(C)使用導電性材料  (D)減少摩擦 

A 

24 依據史帝芬－波茲曼公式，下列關於輻射熱量與輻射物體之關係何者正確？ 

(A)輻射熱量與輻射率成反比 

(B)輻射熱量與輻射物體溫度的四次方成正比 

(C)輻射熱量與與輻射物體表面積成反比 

(D)輻射熱量與輻射物體距離的二次方成正比 

B 

25 下列自然發火性物質及其原因分類，何者正確? 

(A) 煤炭類之自然發火屬於吸附熱  (B) 丙烯睛之自然發火屬於聚合熱 

(C) 乾草之自然發火屬於分解熱  (D) 還原鎳之自然發火屬於氧化熱 

B 

預祝各位考生 

金榜題名 
 

 

高見公職‧警察圓夢諮詢中心〔全國唯一專辦警察考試的輔考機構〕 

專辦項目：三等警察特考(內軌)、四等一般警察考試(外軌)消防特考、警專入學考試、警專

甄試警大警大研究所碩士班、警大警佐班、消佐班警大二技、警察人員升官等 

官方網站：https://www.policecramschool.com 

臉書粉團：https://www.facebook.com/PFcramschool/ 

電子信箱：godtrain.service@gmail.com 

聯絡電話：(07)2233-812 

服務時間：每日 14:00~22:00 

聯絡地址：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二路 222號 3樓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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