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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60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一、某工廠報案有承包清潔工程某清潔工於清洗油槽時，在油槽內昏迷，消防局即刻派

員救援，該轄區消防隊員 3 名接獲通報後前往救護，其中 1 員進入油槽內，隨即因

頭昏受不了，而立刻離開，於配戴氣瓶後始再行進入，另 2 員為迅速救出清潔工，

欲採切割油槽壁的方式搶救，請問此方式是否可行？（5 分）類似此侷限空間救援

案例救災安全上應注意事項為何？（15 分） 

二、若你為消防隊員，受命入室救災時，請問入室救災前應注意那些事項？（12 分）

入室救災射水之種類及選用時機為何？（8 分） 

三、某大樓停車場採用泡沫滅火設備，滅火藥劑使用水成膜泡沫，你為消防安檢人員，

請問應如何進行泡沫發泡倍率、還液時間之檢測、且現場必須準備的器具為何？（20
分） 

乙、測驗題部分：（40 分）                     代號：3602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2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你為某消防分隊的救護技術員，奉派執行某公寓 3 樓的緊急救護案件，到達現場後，發現可能係一氧化

碳中毒之案件時，下列何項敘述錯誤？ 
先判斷可能發生原因及現場傷患人數，並立即回報救災救護指揮中心 
立即請救災救護指揮中心加派消防、警察人員支援，並注意自身安全 
救護人員應穿著防護措施進入現場，確認現場安全並將患者搬離現場後，再急救送醫 
若係患者本身疾病之救護案件，而非環境因素導致，應先施以急救，再將患者搬離現場送醫 

2 119 接獲緊急生產救護報案，救護技術員到達現場發現孕婦倒臥於浴室門口，地板上遍布血跡，胎兒已自

行產出，臍帶尚連著母體。救護技術員立即照護新生兒，評估新生兒生命徵象，其呼吸約 30 次/分，臂動

脈約 150 次/分，胎兒持續哭泣。評估產婦生命徵象：呼吸 18 次/分、脈搏 90 次/分、橈動脈摸得到、血氧

97%、GCS15 分，未有大出血現象。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如胎盤仍未排出，應不斷按摩產婦腹部，以協助胎盤產出 
迅速清除嬰兒口鼻血跡及體液，協助剪斷臍帶，避免血液回流造成傷害 
以無菌被單將新生兒包覆於內，交母親懷中並給予產婦毛毯覆蓋，以避免失溫 
使用新生兒專用面罩進行給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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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關醫療指導制度之建立，若你為消防隊員，請判斷以下敘述何者錯誤？ 

直轄市、縣（市）消防主管機關為辦理緊急救護業務，可依需求聘任醫療指導醫師，其中並得增加具

野外醫學專業者，建立醫療指導制度 

醫療指導醫師負責各級救護技術員執行緊急救護之教育、訓練、督導及考核 

醫療指導醫師需訂定各級救護技術員品質指標、執行品質監測 

醫療指導醫師應領有急診專科醫師證書，並實際執行急診醫療工作者 

4 有關依規定應置有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之公共場所，其應負之責任與義務，若你為消防隊員，請判

斷以下敘述何者錯誤？ 

應置有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之公共場所負責人及從業人員，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檢查或抽查，

並應提供必要之協助 

經公告應置有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之公共場所，應自公告之日起 1 年內完成設置，未完成者，應

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依處罰規定辦理 

地方衛生主管機關得辦理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安心場所認證 

應置有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之公共場所百分之七十員工完成接受相關訓練者，得申請安心場所認

證，有效期限為 3 年 

5 有一連棟式地上 9 層 RC 造建築公寓，其中 1 樓為餐廳用途，2 樓以上為住家，平時 1 樓騎樓停滿機車。

某日晚間，騎樓停放機車遭人縱火，消防人員接獲派遣到達現場後，發現火流沿騎樓天花板往 1 樓餐廳

室內燃燒，研判濃煙及火勢可能順著直通樓梯向上蔓延，現場 2 樓以上逃生住戶表示尚有家人仍未逃出。

若你是現場搶救人員，請判斷下列何者為最不合適之救災處置？ 

部署 2 線水線分別由起火處兩側進行滅火攻擊 

部署 2 線水線由起火處正面以 1 線防護、1 線攻擊，進行滅火攻擊 

部署 2 線水線送水給高空作業車以進行救援 

先組成搜救小組進行 2 樓以上人命搜救 

6 若你為消防隊員，於某火場執行入室搶救時，請研判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入室佈線前應先有測溫動作，以手背測試門把、門板溫度，確認無異常之高溫，始可入室部署 

入室佈線時應採低姿勢，無法看清地板時，應以滑（爬）行方式前進 

水帶部署延伸過長時，應將過長之部分，平均分佈於室外樓梯斜面或平台上 

斜背式屋頂佈線，應將水帶佈在同側屋頂，以利水帶延伸 

7 某日山區 1 棟建築物發生火災，轄區消防分隊出動 2 輛水箱車前往搶救，山區沒有消防栓，附近有 1 處

魚池。如果你是第 2 輛水箱車（水源車輛）司機，負責抽取該魚池水源中繼供水，操作中發現無抽氣吸

水之功能，不能造成真空。此時，你不須檢查下列那一項目？ 

真空泵油箱是否缺油  吸管過濾器是否堵塞 

真空泵管線接頭是否鬆脫或管線阻塞 真空泵是否故障 

8 你為消防隊員，獲報前往火場救災，當你要準備執行火災搶救任務時，下列那一項著裝穿戴作業不適當？ 

穿著消防鞋、褲、消防衣，並連同袖口護套一起穿上 

將頭套穿戴於脖子、背上空氣呼吸器、空氣瓶開關閥朝下，面罩掛於胸前 

罩上頭套再將面罩戴上，調整五爪帶，使面罩與臉部密合，頭套不要蓋住面鏡 

將頭套下擺確實塞入消防衣衣領，戴上消防帽及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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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某日凌晨 3 時，1 棟 2 層樓木造建築物發生火災，轄區分隊接獲派遣出動水箱車 2 輛及救護車 1 輛，抵達

現場發現 1 樓起火且火勢猛烈已延燒至 2 樓，並有 1 位民眾在 2 樓窗口（加裝鐵窗）揮手呼救，附近民

眾表示屋內有人待救，如果你是第一梯次抵達現場之消防人員，請問以下作為何者不適當？ 

立即架設雙節梯至 2 樓窗戶處破壞鐵窗救人，同時搭配水線射水 

迅速部署水線強行進入室內滅火 

人命救助過程中應隨時注意火勢發展情況，適時於週邊部署水線，防止火勢擴大延燒 

廣播發生火警，並請週遭建築物民眾立即疏散至室外 

10 於火災現場操作空氣壓縮車上之空壓機時，在其自動停止灌充以前，正確的操作步驟為何？ ①打開總電

源檢視空氣濾心 ②灌充閥打開並轉充氣速率調節閥 ③設定灌充壓力 ④空氣鋼瓶置入防爆充氣箱鎖上

灌充接頭 ⑤打開鋼瓶閥 

①②③④⑤ ①③②④⑤ ①③④⑤② ③④⑤②① 

11 你是消防隊員，接獲轄區內某旅館提報消防防護計畫，於審核該計畫書「場所之位置圖、逃生避難圖及

平面圖」時，請問下列要求內容何者錯誤？ 

各種圖面均應標示清楚，並註明實際距離或比例尺、方位等必要之項目 

平面圖應標示相鄰建築物、路名、周遭重要建築物與其他有利救災之必要事項 

逃生避難圖得與平面圖併用，圖面上應包含辦公室、餐廳、居室、警衛室、廚房等場所，以及主要之

逃生避難路線 

消防機關得商洽管理權人將提報之各種圖面，以電腦掃瞄、電子地圖或其他電腦製圖方式製作 

12 消防人員至轄內某 KTV 實施新增列管場所安全檢查時，發現其門口鋪有 2m×2m 地毯一塊且未附加防焰

標示，大廳及每一包廂內滿鋪地毯，惟僅大廳地毯角落之表面上有縫製一防焰標示，包廂走廊沿著牆面

垂吊掛有一窗簾裝飾物且未附加防焰標示，請判斷下列處置何者錯誤？ 

對於門口地毯未附加防焰標示，應予限期改善 

大廳內地毯之防焰標示採縫製方式，應予限期改善 

包廂內地毯未附加防焰標示，應予限期改善 

走廊牆面垂吊之窗簾裝飾物未附加防焰標示，應予限期改善 

13 當你去檢查某一工廠之室外柴油儲槽場所（容量 30 公秉）時，發現該場所未設置標示板，且輔助泡沫消

防栓無法放射泡沫，你要如何處理最適當？ 

均開具限期改善通知書，要求限期改善 

均開具舉發單，並要求限期改善 

標示板部分開具舉發單，並要求限期改善；輔助泡沫消防栓部分開具限期改善通知書，要求限期改善 

標示板部分開具限期改善通知書，要求限期改善；輔助泡沫消防栓部分開具舉發單，並要求限期改善 

14 若你為消防隊員，作居家宣導，發現民眾住家供淋浴使用之燃氣熱水器為屋外式（RF 式）熱水器，其位

於加裝窗戶且吊掛衣物之陽台，下列何者建議改善作法，可兼顧淋浴使用功能及有效防止一氧化碳中毒。

①將原熱水器遷移至建築物外牆與戶外空氣能完全流通之位置。②更換為屋內式開放式熱水器（熱水放

出量每分鐘為 5 公升以下）。③更換為屋內式半密閉強制排氣熱水器（熱水放出量每分鐘為 10 公升以上）。

④提醒住戶天氣寒冷時勿將窗戶關閉 

②④ ①② ①③ ②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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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若你為消防隊員，從事某一火場之搶救，當以雙節梯靠牆壁進行架梯時，請研判雙節梯最適合採行靠放

的角度（與地面之角度）為幾度？ 

60 75 80 85 

16 李小姐因為天氣寒冷將家中窗戶緊閉，隨後即去洗澡，洗到一半因身體不適打 119 求救，救護技術員到

達現場時，發現求救者已呈現昏迷的狀態，若你為救護技術員，請判斷下列何者非立即必要措施？ 

到達現場必須注意通風，注意施救者的安全 一氧化碳中毒的解毒劑是氧氣 

必須注意病人呼吸道  可以使用血氧濃度分析儀測量其血氧濃度 

17 某百貨公司建築物火災，起火區域研判為 5 樓，轄區消防隊員李某等 3 人欲入室搜救，考量搜救人員安

全作業程序，下列李員諸作法中，何者為不適當？ 

依據深入距離及個人工作狀態下呼吸器的空氣使用量，計算作業時間並考慮退出火場所需花費的時間 

搜索過程應儘量沿牆壁或利用繩索配合水帶延伸搜索前進，並利用自發光物品作為確保或施放標記，

以免迷失方向 

搜救小組人員彼此間以拉繩、無線電或警笛做為聯絡之方式 

進入安全梯前往其他樓層時，確認安全門不會自動反鎖，若安全門可能自動反鎖時，則以水帶、繩索、

適當之物品或固定鎖舌開關，防止反鎖，並預留退路 

18 你為 EMT-1 救護技術員，執行到院前心臟停止（OHCA）救護勤務時，關於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AED）

之操作，請判斷下列那項處置不正確？ 

傷病患胸部有藥膏貼片時，應移除再貼上 AED 貼片 

救護車行進送醫時，若 AED 指示電擊，應考慮其可能為道路不平、晃動造成的干擾 

AED 指示電擊，此時傷病患心律為心室顫動，另傷病患無脈搏且心律為心室頻脈時，亦需電擊，但只

限高級救護技術員以上操作 

創傷傷患大多非心臟問題引起 OHCA，故可不使用 AED 

19 若你為消防隊員，檢視某場所之防焰物品之防焰性能試驗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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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研判下列何者正確？ 

地毯等地坪鋪設物類不得超過 20 秒 

薄纖維製品（每平方公尺質量 450 公克以下者）不得超過 5 秒 

厚纖維製品（每平方公尺質量超過 450 公克者）不得超過 10 秒 

展示用廣告板不得超過 15 秒 

20 若你為消防隊員，在進行複查作業時，請判斷依法令規定，室外消防栓之瞄子出水量未達每分鐘幾公升，

即可認定不符合規定？ 

130 270 300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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