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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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消防人員必須不斷接受各種訓練瞭解火災的特性，以因應日漸多元化的火災現
場，試申論火災的基本特性？（25 分） 

二、建築物發生火災時，瞭解煙是如何擴散，對消防工作而言是相當重要的，試說明建
築物火災中造成煙層流動的驅動力及引起煙流動的主要因素？（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5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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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熱傳導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物質熱傳導係數大時，容易吸熱而提高溫度，故物性偏向可燃物 
熱量是由具有高熱量的物質傳向低熱量的物質 
傳導物體的截面積愈大，傳導的熱量愈多 
熱傳導係數為溫度的函數，溫度升高，所有物質的熱傳導係數都變大 

2 當火災到達 盛時期階段，火場溫度極高，此時熱量傳遞的主要形式為： 
傳導 對流 輻射 貫流 

3 一物體的溫度由 500K 提高到 1000K 時，其所放出的輻射熱量變為幾倍？  
 2  4  8  16 

4 空氣中氧含量與燃燒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通常空氣中氧含量約為其容積之 23% 
空氣中氧濃度低於體積之 18%時，燃燒甚難持續 
在密閉空間中若注入不燃性氣體，氧氣的濃度會降低 
氫氣只能在氧氣中燃燒，無法在氯氣中燃燒 

5 有關氣體燃燒的燃燒上下限，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氣體濃度介於燃燒上下限之間，是表示氣體無法被點燃 
利用惰性氣體滅火的原理，即是在改變氣體的燃燒上下限值 
可燃性氣體的燃燒下限愈低，危險性愈高 
燃燒上下限不會隨著溫度或壓力而改變 

6 下列那一種氣體不會因加壓後發生分解反應而有爆炸的危險？  
乙烷 乙烯 乙炔 環氧乙烷 

7 當木材受熱而分解時，溫度愈高，分解速度愈快，一般常稱木材的「危險溫度」約為多少度？ 
 100℃  150℃  260℃  350℃ 

8 有關二氧化碳滅火劑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滅火後不會殘留   
可加壓儲存，但須低溫冷凍才能液化以降低儲存空間 
適用於電氣設備火災   
不適用於鈦金屬火災 

9 有關高樓建築物火災之特性，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火場濃煙密布 內部高溫灼熱 延燒速度受限 人員逃生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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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建築物火災中，上層天花板受熱會向地面放射出大量輻射熱，促進地面可燃物之燃燒速度，此種現象為室內空間

火災時的何種效果？ 
自然對流強化效果 輻射能回饋效果 天花板對流效果 傳導熱分解效果 

11 粉塵爆炸與混合氣體爆炸之異同，下列何者正確？  
粉塵爆炸壓力上升速度較氣體爆炸快 粉塵爆炸 小起爆能量較氣體爆炸高 
粉塵爆炸與氣體爆炸一樣，有明確的爆炸上下限 粉塵爆炸產生的 大壓力較氣體爆炸大 

12 液體變化為氣體的現象中，如變化速度極為快速時，會因在極短的時間內放出能量而形成爆炸，此現象稱為：  
蒸氣雲爆炸 混合爆炸 擴散爆炸 蒸氣爆炸 

13 有關滅火劑之滅火原理，下列何者不屬於抑制連鎖反應？ 
 FK-5-1-12  HFC-227ea  IG-01 海龍 1301 

14 有關耐火建築物火災「通風控制燃燒」與「燃料控制燃燒」之特性，下列何者正確？ 
（ ρ ：空氣密度，g：重力加速度，A：開口部面積，H：開口部高度，A0：可燃物表面積） 
火災初期燃料數量龐大而通風極差的地方（如地下室）易生燃料控制燃燒 
當 290.0/ 0

2/1 >AHAgρ 時，係屬燃料控制燃燒 

當 290.0/ 0
2/1 >AHAgρ 時，係屬通風控制燃燒 

當 235.0/ 0
2/1 <AHAgρ 時，係屬燃料控制燃燒 

15 有關海龍替代系統評估參數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臭氧層破壞值（ODP）：愈低愈好 大氣滯留時間（ALT）：愈長愈好 
地球溫室效應（GWP）：愈高愈好 設計濃度值大於 NOAEL 較佳 

16 1 公斤之物質燃燒，下列何者所需之理論空氣量 小？                                                 
氫(H2)   甲烷 乙炔 碳 

17 根據 Burgess-Wheeler 定理，已知辛烷的燃燒下限為 0.92(vol%)，其燃燒熱約為多少 kcal/mol？ 
 750          1150  950  1750  

18 某教室內有一組桌椅，在同樣的室內裝修下，放置下列何處，其火焰高度會較高？          
中央 靠牆 靠角落 一樣 

19 有關天然氣與液化石油氣特性之比較，下列何者錯誤？ 
天然氣的主成分為丙烷，液化石油氣的主成分為甲烷 
天然氣的比重較空氣輕，液化石油氣的比重較空氣重 
天然氣與液化石油氣皆有發生火災及爆炸危險 
對天然氣與液化石油氣危害的 佳預防對策，是防止儲槽及管路氣體洩漏 

20 絕緣物表面附有灰塵之電解質時，即生放電，絕緣物表面因而流通電流，此為何種現象？ 
積污導電現象 金原現象 石墨化現象 負離子移動現象 

21 爆炸時火焰傳播速率達音速以上稱為下列何者？  
爆燃 爆轟 音爆 震波 

22 關於煙囪效應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當室內溫度愈高，煙囪效應之中性帶向上偏移 
上部開口越大，煙囪效應之中性帶會上移 
火災發生在中性帶以下之樓層，煙會隨著煙囪效應迅速由垂直通道向上竄升 
火災發生於中性帶以上之樓層，則煙將由建築物該層之開口直接排出起火樓層外 

23 依據我國公共危險物品之分類，下列那兩類危險物品無混合後之危險？ 
第一類、第二類 第二類、第四類 第二類、第三類 第二類、第六類 

24 煙中的有毒氣體對人體之影響，下列何者錯誤？   
 HCN 有強烈毒性，會妨礙細胞中氧化酵素之活性  HCl 急性中毒者常呈現氣管、支氣管壞死 
 NO2 會阻礙紅血球輸氧之功能  HCHO 具有刺激黏膜及麻醉中樞神經系統之作用 

25 假設一物體的輻射率為 0.6，且距離該物體 1 公尺處所接收到的輻射熱通量為 E，則距離該物體 2 公尺處的輻射

熱通量變為： 
 0.15 E  0.25 E  0.3 E  0.5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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