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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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依據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處理場所設置標準暨安

全管理辦法規定，有關室外儲槽場所其相鄰儲槽側板外壁間之距離，請

詳述之。（25 分）

二、為提升消防機關火場指揮能力，強化火災搶救效率，發揮整體消防戰力，

依據消防機關火場指揮及搶救作業要點規定，有關整備各式搶救資料、

受理報案及出動派遣之要領，請詳述之。（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4506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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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爆竹煙火管理條例第 10 條規定，一般爆竹煙火之型式認可，下列那些情形，得予廢止：①未

依規定附加認可標示或附加方式不合規定，經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②無正當理由拒絕抽樣檢

驗 ③消費者依照安全方式使用，仍造成傷亡或事故 ④將認可標示轉讓或租借他人

①②③ ①②③④ ②③④ ①②④

2 依據災害防救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應儘速協調金融機構，就災區民眾所需重建或修繕資金，予以低利貸款

災區受災居民自政府或民間領取之各項救助金、慰問金或臨時工作津貼，免納所得稅

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天然災害致傷病者，得請領傷病給付，其所需經費，由地方政府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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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由衛生福

利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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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萬元

3 依消防機關火場指揮及搶救作業要點說明相關名詞，下列何者錯誤？

車輛部署：以「車組作戰」及「雙邊部署」為原則，3 樓以上建築物火場正面空間，應留給攻

擊車使用

水源運用：以接近火場之水源為優先使用目標，但避免「水源共撞」，另充分利用大樓採水口、

專用蓄水池等水源

周界防護：對有延燒可能之附近建築物，部署水線進行防護

侷限火勢：無法立即撲滅火勢，先將火勢侷限，防止火勢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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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依緊急醫療救護法施行細則第 2 條用詞定義，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緊急傷病：指具有急性及嚴重性症狀，如未即時給予醫療救護處理，導致個人健康、身體功能

嚴重傷害或身體器官機能嚴重異常之傷病

緊急傷病患：指緊急傷病之患者。但不包括醫院已收治住院者

大量傷病患：指單一事故、災害發生之傷病患人數達 10 人以上，或預判可能達 10 人以上者

重大傷病患：指傷害或疾病狀況具生命威脅之危險，需專業醫療團隊予以立即處置者

5 依據緊急醫療救護法第 26 條規定，救護技術員施行緊急救護，以下列何地點為限：①緊急傷病

或大量傷病患之現場 ②送醫或轉診途中 ③抵達送醫目的醫療機構而醫護人員尚未處置前 

④醫院急診室

①②③④ ①③④ ②③④ ①②③

6 依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處理場所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第 33 條所述：室

內儲槽場所之位置、構造及設備應符合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應設置於一層建築物之儲槽專用室

儲槽閥可為塑膠或具有同等以上性能之材質，且不得有洩漏之情形

儲槽專用室之屋頂應以不燃材料建造，得設置天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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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依據災害防救法之規定，違反第 31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徵調相關專門職業、技術人員及所徵

用物資之操作人員協助救災」所為之處分者，應處多少新臺幣之罰鍰？

1 萬 5 千元以上 10 萬元以下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

5 萬元以上 25 萬元以下 10 萬元以上 50 萬元以下

8 依據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處理場所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第 73 條規定，

液化石油氣販賣場所儲放液化石油氣，總儲氣量不得超過 128 公斤，超過部分得設容器保管室儲

放之。有關容器保管室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①總儲氣量以 1000 公斤為限 ②為販賣場

所專用 ③應設於販賣場所之地下層 ④出入口應設置 30 分鐘以上防火時效之防火門

①②③④ ①②④ ②③④ ①③④

9 依據災害防救法第 27 條之規定，為實施災害應變措施，各級政府應依權責實施之事項，下列敘

述何者正確？①警戒區域劃設、交通管制、秩序維持及犯罪防治 ②協助相驗、處理罹難者屍體、

遺物 ③捐贈物資、款項之分配與管理及救助金之發放 ④漂流物、沈沒物及其他救出物品之保

管、處理

①③④ ①②④ ②③④ ①②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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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依據災害防救法及施行細則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為處理災害防救事宜或配合各級災害應變中心執行災害應變措施，

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及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指定之機關、單位或公用事業，應設緊急應變小組，執

行各項應變措施

直轄市、縣（市）災害防救會報執行單位，擬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經各該災害防救會報核定

後實施，並報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備查

公共事業每 5 年應依災害防救基本計畫、相關減災、整備、災害應變、災後復原重建等，進行

勘查、評估，檢討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必要時得隨時辦理之

各級政府應依規定，充實災害應變中心固定運作處所有關資訊、通信等災害防救器材、設備，

隨時保持堪用狀態，並每半年至少實施功能測試 1 次，每年至少舉辦演練 1 次，並得隨時為之

11 依據消防法第 11 條規定，那些埸所使用的地毯、窗簾、布幕、展示用廣告板等應附有防焰標示？

①地面樓層達 11 層以上建築物 ②地下建築物 ③視聽歌唱（KTV）場所 ④觀光旅館、飯店

①②③④ ①② ②③④ ①③

12 依據消防法第 27 條之 1 規定，中央主管機關為調查消防及義勇消防人員因災害搶救致發生死亡

或重傷事故之原因，應聘請那些單位人員組成災害事故調查會？①民意代表 ②相關機關（構）、

團體代表 ③學者專家 ④基層消防團體代表

①② ①②③ ②③④ ①②③④

13 依據消防法第 21 條之 1 規定，消防指揮人員搶救工廠火災時，工廠之管理權人應辦理協助事項，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①提供廠區化學品種類、數量、位置平面配置圖 ②搶救必要資訊 ③指派

專人至現場協助救災 ④未提供上述資訊內容或虛偽不實者，可處管理權人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

以下罰鍰

①② ①②③ ②③④ ①②③④

14 依據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處理場所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規定，有關液化

石油氣販賣場所之經營者不得供氣給容器串接使用場所之情形，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未設置手動報警設備 使用容器未直立放置

無嚴禁煙火標示 使用容器未有防止傾倒之固定措施

15 依據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處理場所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規定，室內儲槽

設於地面一層建築物，幫浦設備位於儲槽專用室所在建築物以外之幫浦室，有關幫浦室之敘述下

列何者錯誤？

屋頂以不燃材料建造，並以輕質金屬板或其他輕質不燃材料覆蓋

牆壁、樑、柱及地板應以不燃材料建造

窗戶裝有玻璃時應為鑲嵌鐵絲網玻璃

出入口應設置 60 分鐘以上防火時效之防火門窗

16 依據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處理場所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規定，第一種販

賣場所內設六類物品調配室者，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出入口應設置 1 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防火門

樓地板面積在 6 平方公尺以上，10 平方公尺以下

地板設置適當傾斜度及集液設施

設置將可燃性粉塵有效排至室外距地面 2 公尺高處之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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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依據消防機關火場指揮及搶救作業要點規定，有關整備各式搶救資料，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每日勤務分配表 搶救不易對象搶救部署計畫圖

轄內重機械場所清冊 甲、乙種搶救圖

18 依據爆竹煙火管理條例規定，製造爆竹煙火須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許可，有關應檢

附文件，下列敘述何者錯誤？①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②使用執照 ③消防防災計畫 ④公

共意外責任保險證明文件 ⑤保安監督人遴派提報表 ⑥工廠登記證明文件

①④ ②⑥ ③⑤ ⑤⑥

19 依據消防機關火場指揮及搶救作業要點規定，有關水源幕僚的任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指揮命令傳遞 掌握火場發展狀況

救災戰力裝備之後勤補給 蒐集延燒範圍

20 依據緊急醫療救護法規定，有關救護車裝備及標識，下列敘述何者正確？①裝設警鳴器 ②車廂

內外裝設監視錄影器 ③紅藍色閃光燈 ④車身為白色 ⑤兩側漆綠色十字

①②④ ①③⑤ ②③④ ②④⑤

21 依據災害防救法規定，災害應變中心成立後，指揮官以各級政府名義於災害應變範圍內實施之事項，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①危險物品設施及設備之應變處理 ②協助相驗、處理罹難者屍體、遺物 ③指

定水域、空域高度，限制船舶或航空器通行 ④徵用民間搜救犬、救災機具、車輛、土地 ⑤鐵路、

道路、橋樑、大眾運輸等公共設施之搶修 ⑥優先使用傳播媒體蒐集災情與緊急應變相關資訊

①③⑤ ②⑤⑥ ③④⑥ ④⑤⑥

22 依據爆竹煙火管理條例規定，有關中央主管機關之權責項目，下列敘述何者錯誤？①辦理爆竹煙

火監督人講習、訓練 ②爆竹煙火製造之許可、變更、撤銷或廢止 ③輸入一般爆竹煙火之封存 

④達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數量之氯酸鉀或過氯酸鉀之販賣許可 ⑤爆竹煙火製造場所之安全管理

①②③ ②③⑤ ①②④ ③④⑤

23 依據災害防救法規定，為有效執行緊急應變措施，各級政府應依權責實施的整備，可包括下列那

些事項？①弱勢族群災害防救援助必要事項 ②災害防救之訓練、演習 ③災害監測、預報之強

化 ④治山、防洪及其他國土保全 ⑤災害防救物資之儲備及檢查 ⑥災害防救教育、訓練及觀

念宣導

①③④ ②③⑤ ③④⑥ ④⑤⑥

24 依據消防法規定，有關義勇消防組織，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內政部消防署得編組義勇消防組織，協助消防、緊急救護工作

義勇消防編組人員接受訓練時，得依實際需要供給膳宿

義勇消防編組人員參加服勤期間，得比照志願役應召集服勤另發給津貼

義勇消防編組人員接受訓練所屬公司應給予補休

25 依據消防法及相關明火表演安全管理辦法規定，有關明火表演時所訂定之安全防護措施計畫應包

含內容，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容留人數之管制措施及其他強化安全防護作為

防災中心服勤人員訓練合格證書影本及聯絡資料

表演區域立面及平面、表演位置、表演動線

位於所有出入口之引導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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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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A C D A D B B A

A B A D D A C C A

C B B B B

C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標準答案：

備　　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