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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選擇題【共50題，每題1.4分，共70分】 

1. 油鍋起火，最有效的滅火方式為何項？ 

(A)噴灑水霧 (B)使用泡沫滅火器 (C)蓋上鍋蓋 (D)撒上食鹽 

2. 何種火災採用砂土覆蓋最有效？ 

(A)地面積油著火 (B)桶裝瓦斯起火 (C)油罐車車體著火 (D)汽車著火 

3. 可燃性瓦斯分子與空氣分子互相擴散混合起燃之現象，屬於何種燃燒？  

(A)表面燃燒 (B)自身燃燒   (C)擴散燃燒 (D)分解燃燒 

4. 某種物質在空氣中常溫常壓下，由化學變化產生反應熱，經蓄熱以致溫度上升至發火點，

而自燃之現象，稱為： 

(A)自然發火 (B)蓄熱發火   (C)空氣發火   (D)常溫發火 

5. 火場情境模擬常以「熱釋放率」（Heat release rate）作為火源大小的設定，其單位為下

列何者？ 

(A)溫度（K） (B)焦耳（J） (C)牛頓（N） (D)瓦特（W） 

6. 下列何者物質燃燒範圍（即燃燒上下限之差值）最大？  

(A)丙烷 (B)乙醇 (C)乙炔 (D)乙醚 

7. 在火場中會因吸入下列何種氣體，導致阻礙紅血球輸氧功能而造成窒息死亡？ 

(A)二氧化碳 (B)一氧化氮 (C)硫化氫  (D)一氧化碳 

8. 在火勢擴大的過程中，下列哪一現象並非成長期的常見特徵？ 

(A)煙層變厚 (B)火焰延燒  (C)材料自燃  (D)火場溫度增加 

9. 禁水性物質火災，屬於哪一類火災？ 

(A) A類 (B) B類 (C) C類 (D) D類 

10. 靜電放電發生之火災爆炸，其能量隨混合比例及粒子大小而異，下列何種狀態不會發生？ 

(A)水蒸氣 (B)有機溶劑蒸氣 (C)可燃性氣體 (D)粉塵 

11. 起水泡、滲出流質屬於幾級灼傷？ 

(A)零級灼傷 (B)一級灼傷   (C)二級灼傷 (D)三級灼傷 

12. 下列何者與電氣火災之發生原因無關？ 

(A)接觸不良 (B)短路 (C)閃火點 (D)過負載 

13. 熱透過流動介質，將熱量由空間中一處傳到另一處的現象為何？ 

(A)熱傳導  (B)熱輻射  (C)熱慣性 (D)熱對流 

14. 一個氣密性佳的空間發生火災時，會因為缺氧而產生悶燒的情況。當開啟門、窗等開口

時，會導入新鮮空氣而產生爆炸之現象，稱為： 

(A)氣爆 (B)複燃 (C)閃燃 (D)爆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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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比較室內火災閃燃（Flashover）與複燃（Backdraft），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複燃發生前處於高溫缺氧的悶燒狀態 (B)氧氣是觸發閃燃的主要因素 

(C)閃燃經常發生於火災衰退期 (D)輻射能回饋效應是引起複燃的關鍵機制 

16. 火載量經常被拿來評估燃燒時間長短，以及建築物起火影響，下列何者為火載量的定義？ 

(A)單位體積的發熱量  (B)單位面積的可燃物量 

(C)單位時間的可燃物量 (D)單位時間的燃燒量 

17. 火災或爆炸之危險性，數值越大越危險的是何項？ 

(A)著火點 (B)沸點 (C)比熱 (D)蒸氣壓 

18. 家裡的瓦斯外洩後，瓦斯和空氣混合，點火後發生爆炸，屬於何種燃燒？ 

(A)混合燃燒 (B)分解燃燒 (C)擴散燃燒 (D)表面燃燒 

19. 電線或電纜的表面絕緣體劣化，造成石墨化現象，導致2條電線或2個接點碰觸，產生火

花起火，稱為： 

(A)金原現象 (B)火花放電  (C)感應現象 (D)破出現象 

20. 有些物質可以使用在易燃金屬之滅火工作，能有效控制火勢之蔓延。下列何者除外？ 

(A)氯化鈉    (B)二氧化鈦   (C)石墨粉 (D)碳酸鈣粉 

21. 重質油類火災所產生的沸溢（boilover），屬於下列何種現象？  

(A)混合爆炸 (B)分解爆炸 (C)化學爆炸 (D)蒸氣爆炸 

22. 造成工業火災的最高比率因素為何？ 

(A)電氣火災 (B)物料過熱 (C)摩擦生熱 (D)明火作業 

23. 下列哪一個可燃性氣體產生火災爆炸之風險最低？  

(A)燃燒界限4.0%~75%  (B)燃燒界限5.3%~18%  

(C)燃燒界限7.3%~36%  (D)燃燒界限16%~25% 

24. 下列何者會造成局部電阻值增加，而成為火災發生的原因？  

(A)導線過負載  (B)電阻器的電氣破壞  

(C)半斷線  (D)線圈層間短路 

25. 下列何者並非靜電產生之原因？ 

(A)撞擊放電 (B)摩擦放電 (C)流動放電 (D)電刷放電 

26.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設置之消防安全設備，其裝置、檢修應由何人為

之？ 

(A)建築師 (B)消防設備師 (C)消防隊員 (D)管理權人 

27. 地面樓層達十一層以上建築物、地下建築物及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場所，其管理權人應

使用附有防焰標示之防焰物品，下列何者為非？ 

(A)地毯 (B)窗簾 (C)布幕 (D)沙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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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之規定，設置室外消防栓之場所，其室外消防栓

幾公尺以內，應保持空曠，不得堆放物品或種植花木，並在其附近明顯易見處，標明消

防栓字樣？ 

(A)4公尺 (B)3公尺 (C)2公尺 (D)1公尺 

29. 依「消防法」之規定，有關緊急救護之描述，下列何者正確？ 

(A)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應依實際需要普遍設置救護隊 

(B)基於救災及緊急救護需要，消防機關得無償調度運用公營事業機構救護人員、車輛、裝備 

(C)內政部得編組義勇消防組織，協助緊急救護工作 

(D)水災之緊急救護工作，非屬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之任務 

30. 依據「消防法」之規定，防焰物品或其材料非附有防焰標示，不得銷售及陳列。請問，

下列物品何者不在規定範圍內？ 

(A)地毯 (B)布幕 (C)寢具 (D)展示用廣告板 

31. 依據「消防法施行細則」之規定，得封鎖火災現場之機關，下列何者錯誤？ 

(A)檢察 (B)政風 (C)消防 (D)警察 

32. 依「消防法」之規定，液化石油氣零售業者，依法應定期向轄區消防機關申報之用戶安

全檢查資料中，下列何者非屬法定項目？ 

(A)安全技術人員姓名  (B)容器管理資料  

(C)用戶資料  (D)容器儲存場所管理資料 

33. 液化石油氣零售業者應備置相關資料，並定期向轄區消防機關申報，零售業者應至少保

存資料之下列何者，以備查核？ 

(A)一年 (B)二年 (C)半年 (D)三個月 

34. 供公眾使用之場所，因應消防防護計畫所實施之滅火、通報及避難訓練，至少多久應舉

辦一次？每次不得少於幾小時？並應事先通報當地消防機關。 

(A) 1年；8小時 (B) 2年；4小時 (C)半年；8小時  (D)半年；4小時 

35.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26條之規定，下列場所何者應設置連結送水管？ 

(A)五層或六層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在5000平方公尺以上者 

(B)五層或六層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在4000平方公尺以上者 

(C)七層以上建築物 

(D)總樓地板面積在500平方公尺以上之地下建築物 

36.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208條規定應設置防護設備之場所，下列場所何

者非其範疇？ 

(A)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場所 

(B)油站之加油車位 

(C)氣槽車之卸收區 

(D)加儲存可燃性高壓氣體或天然氣儲槽在三千公斤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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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避難逃生設備種類，下列設備何者為非？ 

(A)排煙設備 (B)出口標示燈 (C)避難器具 (D)緊急照明設備 

38.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之規定，儲存可燃物場所設置放水型撒水頭之放

水量，應達防護區域每平方公尺每分鐘多少公升以上？ 

(A) 3 (B) 5 (C) 8 (D) 10 

39.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之規定，某建築供護理之家使用，自居室任一點

易於觀察識別該居室出入口，且其樓地板面積在多少以下者，可以免設出口標示燈？ 

(A) 100平方公尺 (B) 200平方公尺 (C) 300平方公尺 (D) 400平方公尺 

40.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之規定，某一丙烯腈儲槽要設置固定式泡沫滅火

設備，經選用合宜之泡沫滅火藥劑且其使用Ⅰ型泡沫放出口，試問其所需之泡沫水溶液

量為多少？ 

(A) 120公升/平方公尺  (B) 160公升/平方公尺  

(C) 220公升/平方公尺  (D) 240公升/平方公尺 

41. 依法原有合法之醫院開刀房、手術房應設置下列何種消防安全設備？ 

(A)火警探測器 (B)自動撒水設備 (C)乾粉滅火器 (D)氣體滅火設備 

42. 根據「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某長期照顧中心內設置第二種室內消防

栓，在任一樓層內，全部消防栓同時使用時，各消防栓瞄子之放水量在每分鐘應為多少

公升以上？ 

(A)30 (B)80 (C)90 (D)130 

43.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200條係規定，滅火設備除滅火器外之其他設

備核算滅火效能值，下列數量及種類何者未滿「1滅火效能值」？ 

(A) 4個8公升之消防專用水桶 (B) 100公升水槽 

(C) 50公升乾燥砂  (D) 160公升膨脹蛭石或膨脹珍珠岩 

44. 依「消防法」規定，火災處所周邊，得由下列何者劃定警戒區，限制人車進入？  

(A)警察人員  (B)消防指揮人員  

(C)義勇消防組織  (D)火災處所村（里）長 

45.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之規定，木材加工業作業場所及油漆作業場所等，

稱為何種危險工作場所？ 

(A)低度 (B)中度 (C)高度 (D)重度 

46.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之規定，開放式自動撒水設備之自動啟動裝置使

用標示溫度在79度以下的感知撒水頭者，每多少平方公尺應設置一個？ 

(A) 20平方公尺 (B) 25平方公尺 (C) 30平方公尺 (D) 35平方公尺 

47. 依「消防法施行細則」之規定，下列何種場所，每年應實施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一次？ 

(A)超級市場 (B)飯店 (C)幼兒園 (D)醫院 

48. 依「消防法及其施行細則」之規定，液化石油氣零售業者應備置相關資料，並於每年何

時定期向轄區消防機關申報？ 

(A)1月及7月 (B)3月及9月 (C)4月及10月 (D)6月及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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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某一長照機構於消防機關實施消防複查時，發現未依規定遴用防火管理人，其改善期限

以多少日為原則？ 

(A) 15 (B)30 (C) 60 (D) 90 

50.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之規定，有關建築物之各樓層供避難及消防搶救

之有效開口，下列何者正確？ 

(A)構造為一般玻璃門窗其厚度為8毫米以下，且開口為可自外面開啟或輕易破壞得以進

入室內 

(B)開口面臨道路或寬度1公尺以上之通路。 

(C)開口下端距樓地板面100公分以內 

(D)開口無柵欄但內部設置救助袋 

第二部分：填空題【共10題，每題3分，共30分】 

1. ________之燃燒反應係生於粒子之表面，其表面積愈大，表面能量愈大，反應也容易。 

2. 閃燃(Flash over)與複燃(Back Draf)現象於火場中的發生機率相較之下，___________現象

較常發生。 

3. 燃燒如反應極快速，大量反應熱能使生成之氣體與周圍空氣膨脹使熱能轉變為機械能，

產生壓力釋放，伴同熱、光及爆音，此現象即為___________。 

4. 火場之氣流上部氣層與下部氣層具有相互交換傾向之雲層，稱為________。 

5. 木炭、焦炭、金屬粉等固體可燃物，加熱後既不成液體，亦不分解蒸發，而由氧直接在

其表面與碳素化合燃燒者，稱為________。 

6.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之規定，有效採光面積未達該居室樓地板面積

________者，應設置緊急照明設備。 

7. 依「消防法」之規定，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應依其容器、裝載及搬運方法進

行安全搬運；達管制量時，應在製造、儲存或處理場所以________進行儲存或處理。 

8.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之規定，裝設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建築物，依規

定劃定火警分區，於每一火警分區不得超過一樓層，並在樓地板面積六百平方公尺以下。

但上下二層樓地板面積之和在________以下者，得二層共用一分區。 

9. 依「消防法」規定，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發現或獲知公共危險物品、高壓氣體

等顯有發生火災、爆炸之虞時，得劃定________，限制人車進入，強制疏散，並得限制

或禁止該區使用火源 

10.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之規定，樓地板面積在100平方公尺以上之居室，

其天花板下方________公分範圍內之有效通風面積，未達該居室樓地板面積2％者應設

置排煙設備。 

試題公告 
僅供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