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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選擇題【共50題，每題1.4分，共70分】 

1. 化學反應，如2𝐻2 + 𝑂2 →  2𝐻2𝑂，稱為下列何者？ 

(A)化合反應 (B)分解反應 (C)換置反應  (D)複換置反應 

2. 燃燒屬於劇烈氧化反應的一種，下列現象何者不屬於氧化還原反應？ 

(A)鐵生鏽 (B)肥皂去油 (C)木炭燃燒  (D)鉛蓄電池放電 

3. 依據物質三態的熱傳導率大小排列，下列何者正確？ 

(A)液體>固體>氣體  (B)氣體>液體>固體  

(C)液體>固體>氣體  (D)固體>液體>氣體 

4. 請問下列何者由液態轉變成氣態所吸收的潛熱(焦耳/公克)最大？ 

(A)水 (B)甲苯 (C)二氧化碳  (D)氫 

5. 天然氣與液化石油氣為常見之家用瓦斯，關於兩者的描述下列何者錯誤？ 

(A)天然氣主要成份為甲烷 (B)液化石油氣主要成分為丙烷及丁烷 

(C)天然氣比重大於空氣 (D)液化石油氣比重大於空氣 

6. 火場中會產生不同的毒性氣體，吸入下列何種氣體會阻礙紅血球輸氧功能而造成人體組

織缺氧？ 

(A)二氧化碳 (B)一氧化氮 (C)一氧化碳  (D)氨氣 

7. 氧氣是燃燒的重要元素，一般來說，當空氣中氧氣濃度低於多少以下，大多數物質之燃

燒難以繼續？ 

(A)30% (B)27% (C)21%  (D)15% 

8. 熱透過固體介質，將熱量由高溫處傳到低溫處的現象為何？ 

(A)熱輻射 (B)熱傳導 (C)熱反應  (D)熱對流 

9. 依我國公共危險物品之分類，下列何者為第四類石油類物質？ 

(A)92無鉛汽油 (B)柴油 (C)煤油  (D)齒輪油 

10. 公共危險物品事故應變程序HAZMAT之中的Z代表什麼行動？ 

(A)行動方案  (B)區域管制  

(C)請求支援  (D)危害辨識 

11. 下列引火性液體何者閃火點最低？ 

(A)乙醚 (B)乙醇 (C)乙酸戊酯  (D)煤油 

12. 下列何者不是空氣泡沫滅火劑(機械泡沫)的泡沫原液？ 

(A)蛋白質泡沫液  (B)碳酸氫鈉與硫酸鋁混合液 

(C)合成界面活性泡沫液 (D)水成膜泡沫液 

13. 有關公共危險物品之分類，下列何者錯誤？ 

(A)第一類：氧化性固體 (B)第二類：可燃性固體 

(C)第三類：氧化性液體 (D)第四類：易燃性液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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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有關燃燒產生的黑煙，下列特性何者錯誤？ 

(A)屬於不完全燃燒  (B)不含碳粒子  

(C)具毒性  (D)會造成空氣污染 

15. 依燃燒物質之不同，火災可分為四大類，請問可燃性液體（如石油）引起之火災為哪一

類？ 

(A)D類 (B)C類 (C)B類  (D)A類 

16. 造成皮下組織以下之肌肉及骨骼傷害之灼傷為幾級灼傷？ 

(A)一級灼傷 (B)二級灼傷 (C)三級灼傷  (D)四級灼傷 

17. 森林大火移除火勢前方樹叢以開闢防火線，進而控制火災，此屬於下列何種滅火原理？ 

(A)移除燃料 (B)降低溫度 (C)稀釋氧氣  (D)覆蓋窒息 

18. 水蒸氣爆炸是屬於下列何種爆炸類型？ 

(A)物理性爆炸  (B)高壓分解爆炸 

(C)閃燃爆炸  (D)預混合燃燒爆炸 

19. 一般而言，大多數物質之閃火點、著火點、自燃點的溫度大小為何？ 

(A)閃火點>著火點>自燃點 (B)閃火點>自燃點>著火點 

(C)閃火點=自燃點=著火點 (D)自燃點>著火點>閃火點 

20. 下列物質中，何者主要以氧化熱之蓄積而自燃發火？ 

(A)賽璐珞 (B)硝化棉 (C)植物油  (D)苯乙烯 

21. 下列何者滅火劑不適合用於金屬火災？ 

(A)特殊乾粉 (B)水 (C)二氧化碳  (D)消防砂 

22. 有關美國消防協會NFPA 704危險物質標示之敘述，下列何者為非？ 

(A)分為5級且數字越大越危險  

(B)紅色菱形代表火災危害 

(C)藍色代表健康危害   

(D)白色菱形代表爆炸危害 

23. 有關物質及其燃燒形式，下列何者正確？ 

(A)硫磺為表面燃燒  (B)木材為擴散燃燒 

(C)酒精為分解燃燒  (D)瓦斯為自己燃燒 

24. 在一般木材的燃燒流程中，木材因受熱而開始釋出可燃性氣體，請問此時溫度約為攝氏

幾度？ 

(A)100°C (B)260°C (C)400°C  (D)600°C 

25.  沸溢(Boilover)為石化業油槽火災可能發生的危險現象，下列何者不是其發生主要之因

素？ 

(A)輻射熱作用 (B)熱波作用 (C)爆燃作用  (D)水蒸氣作用 

26. 依「消防法」規定，消防主管機關：在中央為何部門？在直轄市又為何部門？ 

(A)內政部；直轄市政府 (B)消防署；消防局 

(C)消防署；直轄市政府 (D)內政部；消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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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依「消防法」第17條規定設置之消防栓，其保養與維護應由哪一個單位負責？ 

(A)縣市政府  (B)鄉鎮市公所  

(C)自來水事業機構  (D)消防分隊 

28. 依「消防法」規定參加義勇消防編組人員，接受訓練、演習、服勤時，發生因傷致殘或

死亡之情形，有關補償給付的相關規定，下列何者有誤？ 

(A)中度殘障者，給與18個基數 

(B)極重度與重度殘障者，給與36個基數 

(C)輕度殘障者，給與8個基數 

(D)死亡者，給與一次撫卹金45個基數 

29. 依「消防法」規定，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為消防安全設備不實檢修報告者，下列敘

述何者正確？ 

(A)處新台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 

(B)處新台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C)處新台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D)處新台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30. 依「消防法施行細則」第13條所稱之一定規模以上供公眾使用建築物範圍，不包含下列

何種場所？ 

(A)演藝廳  (B)集合住宅  

(C)學校  (D)百貨商場 

31. 依「消防法」有關消防防護計畫之規定，防火避難設施之自行檢查，至少應多久檢查一

次？ 

(A)每月  (B)每半個月  

(C)每周  (D)每天 

32. 下列哪一項滅火設備不屬於「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8條所規定之滅火設

備種類？ 

(A)海龍（鹵化烷）滅火設備 (B)簡易自動滅火設備 

(C)消防砂  (D)滅火器 

33.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下列何者不屬於甲類場所？ 

(A)集會堂  (B)零售市場  

(C)飛機場大廈  (D)咖啡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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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應設置緊急照明設備？ 

(A)5% (B)7% (C)9% (D)12% 

35.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18條規定，樓地板面積在多少平方公尺以上之

餐廳，其廚房排油煙管及煙罩應設簡易自動滅火裝置？ 

(A)一百 (B)一百五十 (C)二百 (D)三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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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昇降機械式停車場可容納超過X輛者，應

選擇設置水霧、泡沫、乾粉、二氧化碳滅火設備。請問X值為何？ 

(A)30 (B)10 (C)8 (D)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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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開口，下列何者正確？ 

(A)開口下端距樓地板面140公分以內 

(B)開口有柵欄且內部未設妨礙避難之構造或阻礙物 

(C)開口面臨道路或寬度1公尺以上之通路 

(D)開口為可自外面開啟或輕易破壞得以進入室內之構造，採一般玻璃門窗時，厚度應

在8毫米以下 

38. 依「消防法」第10條規定，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消防安全設備圖說，應由直轄市、縣（市）

消防機關於何時審查完成？ 

(A)主管建築機關許可開工前 

(B)主管工務機關核准使用前 

(C)主管都市計畫機關核定使用分區前 

(D)該供公眾使用建築物起造人要求完成期限前 

39. 下列何者不屬於「消防法」第11條所稱，其管理權人應使用附有防焰標示之防焰物品？ 

(A)地毯 (B)吸音泡棉 (C)窗簾 (D)展示用廣告板 

40. 依「消防法」規定，下列有關民力運用之描述，何者正確？ 

(A)直轄市、縣（市）得編組義勇消防組織 

(B)直轄市、縣（市）應補助義勇消防組織所需裝備器材之經費 

(C)直轄市、縣（市）制定義勇消防組織編組、訓練、演習、服勤辦法 

(D)義勇消防編組之人員接受訓練，其所屬機關（構）、學校、團體、公司、廠場應給

予事假 

41. 依「消防法」規定，液化石油氣零售業者應備置資料，定期向轄區消防機關申報，定期

申報是指下列何者？ 

(A)於每年6月及12月各申報一次 (B)於每年5月及11月各申報一次 

(C)於每年4月及10月各申報一次 (D)於每年3月及9月各申報一次 

42. 依「消防法施行細則」規定，某甲經營一家俱樂部，其員工人數為48人，其自衛消防編組

最少應編組以下哪些班？①安全防護班 ②避難引導班 ③救護班 ④滅火班 ⑤通報班 

(A)①②③④⑤  (B)①②④⑤ 

(C)②③④  (D)②④⑤ 

43.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下列何者場所是屬於中度危險工作場所？ 

(A)石化作業場所 

(B)儲存一般可燃性固體物質倉庫之高度超過5.5公尺者 

(C)油漆作業場所 

(D)易燃性液體物質之閃火點超過攝氏60度之作業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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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應選擇設置水霧、泡沫、乾粉、二氧化碳滅火設備等，其外牆開口面積（常時開放部分）

達該層樓地板面積百分之多少以上者，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各該滅火

設備得採移動式設置？ 

(A)百分之十以上  (B)百分之十五以上 

(C)百分之二十以上  (D)百分之二十五以上 

45.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老人福利機構樓地板面積在多少平方公尺

以上之餐廳，廚房排油煙管及煙罩，應設簡易自動滅火裝置？ 

(A)100 (B)300 (C)500 (D)1,000 

46.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建築物間設有過廊，如要視為另一場所，

下列何者正確？ 

(A)無通行之障礙 

(B)過廊有效寬度在6公尺以下 

(C)連接建築物之間距，1樓超過3公尺，2樓以上超過6公尺 

(D)過廊以不燃材料建造 

47. 依「消防法」規定，液化石油氣零售業者應備置資料，定期向轄區消防機關申報，並保

存多久，以備查核？ 

(A)3個月 (B)6個月 (C)1年 (D)2年 

48. 依「消防法」規定，應設置消防安全設備之場所，其管理權人應委託消防設備師或消防

設備士定期檢修消防安全設備，其檢修結果應依限報請當地消防機關備查，下列敘述何

者正確？ 

(A)檢修：指消防安全設備施工完成後之功能測試，並製作消防安全設備測試報告書 

(B)綜合檢查：經由消防安全設備整體性之運作或使用，判別其機能 

(C)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之甲類場所，每年應實施檢修申報1次 

(D)應設消防安全設備之集合住宅，其消防安全設備定期之檢查，得由地方消防機關聘

用或委託消防專業人員辦理 

49. 依「消防法」及「消防法施行細則」規定，液化石油氣零售業者必須定期向轄區消防機

關申報之安全技術人員管理資料，其安全技術人員應經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或

由中央消防機關認可之專業機構，講習訓練合格並領有證書，始得充任。請問下列何者

錯誤？ 

(A)安全技術人員管理資料，零售業者應至少保存一年，以備查核 

(B)安全技術人員講習訓練時間不得少於十六小時 

(C)安全技術人員每次複訓時數不得少於八小時 

(D)安全技術人員每二年應接受複訓一次 

50.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無開口樓層之檢討乃為考量建築物之各樓

層供何種作用之有效開口面積？ 

(A)排煙 (B)通風 (C)採光 (D)避難及消防搶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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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填空題【共10題，每題3分，共30分】 

1. 燃燒四面體包括可燃物、空氣(氧)、熱能(溫度)以及化學________。 

2. 海龍替代滅火藥劑IG-100的主要成份為________。 

3. 火災發生時，建築物內部之空氣加熱後，藉由樓梯等垂直空間向上浮昇，由開口流出；

而下方空氣由外部流入，造成空氣對流，此現象稱為________。 

4. 絕緣體本身變質，造成絕緣性受到破壞，進而產生內部電流流通之現象。此稱為

________。 

5. 當帶電物體其尖端使得空氣被局部電離之放電過程，此現象稱為________。 

6. 依「消防法」規定，管理權人係指依法令或契約對各該場所有實際支配管理權者；其屬

法人者，為其               。 

7. 依「消防法」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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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毯、窗簾、布幕、          及其他指定之

防焰物品。 

8. 依「消防法」規定，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及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場所，除其他法令另有規

定外，非經場所之管理權人申請主管機關許可，不得使用以產生火焰、火花或火星等方

式，進行              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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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劃定警戒區，限制人車進入，強制疏散，並得限制或

禁止該區使用               。 

10. 依「消防法」規定，工廠之管理權人未提供廠區化學品種類、數量、位置平面配置圖及

搶救必要資訊，或提供資訊內容虛偽不實者，處管理權人新臺幣三萬元以上         萬

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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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110 年僱用人員甄試試題 答案 

甄試類別：消防類  

專業科目：火災學概要、消防法規 

第一部分：選擇題【共50題，每題1.4分，共70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A B D A C C D B D B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A B C B C D A A D C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B D A B C A C D C B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 A C A D B C A B A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C D D B C B D B A D 

 

 

第二部分、填空題【共10題，每題3分，共30分】 

1 連鎖反應 2 氮氣(N2) 

3 煙囪效應 4 金原現象 

5 電暈放電 6 負責人 

7 展示用廣告板 8 表演性質 

9 火源 10 六十 

參 
考 
答 
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