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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3) 下列何者是最佳的危害控制先後順序（A.從危害所及的路徑控制；B.從暴露勞工加以控制；C.控制

危害源）？①C→B→A②B→C→A③C→A→B④A→B→C。 

2 . (1) 下列有關噪音危害之敘述何者錯誤？①超過噪音管制標準即會造成嚴重聽力損失②高頻噪音較易

導致聽力損失③噪音會造成心理影響④長期處於噪音場所可能對聽力造成影響。 

3 . (1) 所謂營業秘密，係指方法、技術、製程、配方、程式、設計或其他可用於生產、銷售或經營之資訊，

但其保障所需符合的要件不包括下列何者？①一般涉及該類資訊之人所知者②所有人已採取合理

之保密措施者③因其秘密性而具有潛在之經濟價值者④因其秘密性而具有實際之經濟價值者。 

4 . (3) 研磨作業時，研磨機砂輪破裂所造成之職業災害應屬下列那些災害類型？①被撞②擦傷③物體飛落

④爆炸。 

5 . (3) 若將可燃性混合氣體與著火源完全隔離狀態下予以加熱時，當達到某一溫度，就會著火燃燒，此時

之溫度，稱為該物質之下列何者？①沸點②閃火點③著火點④引火點。 

6 . (1) 過錳酸鉀與濃硫酸混合時可能產生下列何者？①爆炸②生成不安定鉀鹽③混合著火④生成有機過

氧化物。 

7 . (2) 穿戴防護衣或裝備，以防止環境危害所造成之傷害，在危害消除與控制型態屬下列何者？①連續②

隔離③抑制④稀釋。 

8 . (3) 下列何者非屬危險物儲存場所應採取之火災爆炸預防措施？①標示「嚴禁煙火」②裝設可燃性氣體

偵測裝置③使用工業用電風扇④使用防爆電氣設備。 

9 . (4) 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為防止職業災害，工作場所之連繫與調整

之措施，屬下列何者之職責？①關係事業②承攬人③再承攬人④原事業單位。 

10. (2) 下列何者非為安全作業標準之功用？①防範工作場所災害之發生②職業災害補償之依據③作為安

全觀察參考④選擇適當的人從事工作。 

11. (4) 利用垃圾焚化廠處理垃圾的最主要優點為何？①減少空氣污染②去除垃圾中所有毒物③減少處理

垃圾的程序④減少處理後的垃圾體積。 

12. (4) 依高壓氣體勞工安全規則規定，高壓氣體貯存區周圍在多少公尺內不得有煙火或放置危險物質？①

4②5③3④2。 

13. (2) 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規定，下列何種機械設備應實施重點檢查？①第一種壓力容器②第二種壓

力容器③鍋爐④小型壓力容器。 

14. (1) 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規定，雇主應對擔任下列何種具有危險性之機械操作之勞工，於事前

使其接受具有危險性之機械操作人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①吊升荷重在 3 公噸以上之移動式起重

機操作人員②鍋爐操作人員③荷重在 1 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④高壓氣體容器操作人員。 

15. (1) 過氧化丁酮為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中所稱之何種危險物？①爆炸性物質②禁水性物質③

自燃物質④易燃固體。 

16. (3) 加工物截斷，有飛散危害勞工之虞時，應於加工機械設何種防護裝置？①光電開關②套胴③護罩④

欄杆。 

17. (3) 下列何項法規的立法目的為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藉以達成環境保護之目的？

①環境教育法②公害糾紛處理法③環境影響評估法④環境基本法。 

18. (3) 針對工作場所內可能造成之各種重大災害，以演繹法推導出造成失誤之各個因子之方法，屬於下列

何者？①危害與可操作分析②檢核表 (checkl ist )③故障樹分析④如果－結果分析 (what -i f)。 

19. (3) 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規定，一般健康檢查，勞工至少年滿多少歲者，應每 3 年定期檢查一次？①35

②45③40④30。 

20. (2) 下列何種作業較不需要列入工作安全分析？①傷害頻率高的工作②低危害重複性的生產工作③潛

在高危害性的工作④臨時性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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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3) 研磨輪之速率試驗應按所標示最高使用周速度增加百分之多少為之？①10②100③50④20。 

22. (4) 依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規定，雇主對於高度在多少公尺以上之施工架構築，應由專任工程人員事

先以預期施工時之最大荷重，依結構力學原理妥為設計。①3②9③7④5。 

23. (1) 一般而言，螢光燈的發光效率與長度有關嗎？①有關，越長的螢光燈管，發光效率越高②有關，越

長的螢光燈管，發光效率越低③無關，發光效率只與燈管直徑有關④無關，發光效率只與色溫有關。 

24. (3) 勞工未切實遵行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主管機關最高可處罰鍰新台幣多少元？①9,000②6,000③3,000

④1,000。 

25. (3) 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規定，雇主使勞工從事缺氧危險作業時，應使該勞工就其作業有關事項實

施何種檢查？①設備之定期檢查②機械設備之作業檢點③作業檢點④機械設備之重點檢查。 

26. (3) 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規定，雇主對固定式起重機於瞬間風速可能超過每秒多少公尺以上時，應

實施各部安全狀況之檢點？①15②25③30④20。 

27. (4) 依高壓氣體勞工安全規則規定，下列何者同時具有毒性與可燃性？①二甲醚②氟③甲烷④硫化氫。 

28. (3) 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規定，室內工作場所自路面起算多少公尺高度範圍內，不得有障礙物？①

3②1.8③2④1.5。 

29. (4) 關於個人資料保護法規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①外國學生在臺灣短期進修或留學，也受到我

國個資法的保障②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可以蒐集、處理或利用一般性個人資料③非

公務機關亦應維護個人資料之正確，並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更正或補充④間接蒐集之個人資料，

於處理或利用前，不必告知當事人個人資料來源。 

30. (3) 依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及檢查辦法規定，勞動檢查機構對申請審查之丁類危險性工作場所應於受理

申請後，幾日內將審查之結果，以書面通知事業單位？①60②20③30④45。 

31. (4) 根據性別工作平等法，下列何者非屬職場性別歧視?①雇主考量男性賺錢養家之社會期待，提供男

性高於女性之薪資②雇主事先與員工約定倘其有懷孕之情事，必須離職③雇主考量女性以家庭為重

之社會期待，裁員時優先資遣女性④有未滿 2 歲子女之男性員工，也可申請每日六十分鐘的哺乳時

間。 

32. (2) 若電容量以 C 表示，電壓值以 V 表示，則帶電體放電火花能量為下列何者？①CV /2②CV2/2③CV

④CV2。 

33. (1) 依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及檢查辦法規定，事業單位應於甲類危險性工作場所使勞工工作幾日前，向

當地勞動檢查機構申請檢查？①30②20③40④45。 

34. (1) 下列何者不是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之主要工作？①危害之經濟影響②危害之控制③危害之評估④危

害之認知。 

35. (1) 為防止勞工感電，下列何者為非？①設備有金屬外殼保護即可免裝漏電斷路器②避免不當延長接線

③電線架高或加以防護④使用防水插頭。 

36. (1) 耳部最高敏感度之頻率範圍自 3,000 至 5,000 赫茲，一般聽力損失發生約在多少赫玆？①4 ,000②1,

000③2,000④8,000。 

37. (3) 下列何者為物理性爆炸？①核子反應②粉塵爆炸③水蒸汽爆炸④失控反應爆炸。 

38. (3) 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規定，雇主對於自高度在多少公尺以上之場所投下物體有危害勞工之虞

時，應設置適當之滑槽、承受設備，並指派監視人員？①4②5③3④2。 

39. (3) 外食自備餐具是落實綠色消費的哪一項表現？①降低成本②回收再生③重複使用④環保選購。 

40. (4) 事業單位勞動場所發生死亡職業災害時，雇主應於多少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構？①12②48③24

④8。 

41. (4) 工作場所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時，何人應即令停止作業，並使勞工退避至安全場所？①部門主管或

作業主管②業主或雇主③工作場所負責人或部門主管④雇主或工作場所負責人。 

42. (4) 各產業中耗能佔比最大的產業為①公用事業②服務業③農林漁牧業④能源密集產業。 

43. (3) 職業安全衛生法所稱有母性健康危害之虞之工作，不包括下列何種工作型態？①長時間站立姿勢作

業②人力提舉、搬運及推拉重物③駕駛運輸車輛④輪班及夜間工作。 

44. (2) 下列何者不屬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禁止公務員收受之「財物」？①農特產禮盒②公司印製之月曆③

旅宿業公關票④運動中心免費會員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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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3) 通風測定之常用測定儀器有發煙管、熱偶式風速計、皮托管 (P ito t Tube)及液體壓力計等，其中皮托

管為可測定下列何者？①含氧濃度②空氣成分③空氣速度④空氣濕度。 

46. (4) 下列何者是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之主動式評鑑資料？①主管機關的糾正②虛驚事故③附近居民

抗議④安全衛生稽核。 

47. (1) 有效而正確的節能從選購產品開始，就一般而言，下列的因素中，何者是選購電氣設備的最優先考

量項目？①安全第一，一定要通過安規檢驗合格②名人或演藝明星推薦，應該口碑較好③用電量消

耗電功率是多少瓦攸關電費支出，用電量小的優先④採購價格比較，便宜優先。 

48. (2) 事業單位所聘僱外國人連續曠職幾日失去聯繫時，雇主應通報主管機關？①1②3③2④4。 

49. (3) 下列何者非屬雇主應執行之職業安全衛生事項？①評估安全衛生績效②定期檢查、重點檢查、作業

檢點及現場巡視③決定作業成本④勞工健康檢查、健康管理及健康促進事項。 

50. (3) 依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規定，對於從事鋼筋混凝土之作業時，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①鋼筋不得

散放於施工架上②禁止使用鋼筋作為拉索支持物、工作架或起重支持架③不得使用吊車或索道運送

鋼筋④使從事搬運鋼筋作業之勞工戴用手套。 

51. (4) 下列何者屬於系統安全危害辨識的定量方法？①檢核表 (checklis t)②危害與可操作性分析(HA ZO P)

③初步危害分析(PHA)④事件樹分析 (ETA)。 

52. (1) 依高壓氣體勞工安全規則規定，高壓氣體儲存能力在 100 立方公尺或 1 公噸以上之儲槽，應多久定

期測定其沉陷狀況 1 次？①1 年②9 個月③6 個月④1 個月。 

53. (1) 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規定，雇主對升降機之終點極限開關，應多久實施定期檢查一次？①每月

②每日③每年④每週。 

54. (2) 依危險性機械及設備安全檢查規則規定，雇主欲變更吊籠升降、制動或控制裝置時，應申請何種檢

查？①竣工檢查②變更檢查③型式檢查④使用檢查。 

55. (2) 工廠員工以拉動手推車方式搬運貨品，當行經一路段時，有一小溝渠之蓋板覆蓋不完全，致使車輪

陷入溝中而導致推車傾斜，人員頭部被掉落之貨品撞傷。請問該職業災害之媒介物為下列何者？①

手推車②蓋板③貨品④車輪。 

56. (2) 危險性機械或設備之操作人員，雇主僱用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訓練或經技能檢定合格人員充任

時，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可處以下列何種行政處分？①罰金②罰鍰③有期徒刑④拘役。 

57. (4) 下列何者不是採用檢核表分析的限制？①無法進行事故模擬與事故頻率分析②品質受限於撰寫人

經驗與專業知識③在設備設計階段較難運用此表④分析方法複雜。 

58. (4) 為了取得良好的水資源，通常在河川的哪一段興建水庫？①下游出口②下游③中游④上游。 

59. (3) 在實施危害因子的預防管制時，如以調整暴露時間方式進行時，係屬何種管理？①安全管理②健康

管理③作業管理④環境管理。 

60. (1) 下列何者是造成臺灣雨水酸鹼(pH)值下降的主要原因？①工業排放廢氣②國外火山噴發③降雨量

減少④森林減少。 

複選題： 

61. (234) 下列那些為研磨機使用之正確敘述？①研磨輪使用前無須作業前試運轉，僅需每週檢查 1 次即可②

研磨輪更換時應先檢驗是否有無裂痕③研磨輪除側面使用外，不得使用側面進行研磨④研磨機之使

用不得超過規定之最高使用圓周速度。 

62. (123) 機械、設備、器具、原料、材料等物件設計、製造或輸入者及工程之設計施工者，致力防止發生職

業災害，應於那些階段實施風險評估？①輸入②施工規劃③設計、製造④使用。 

63. (124) 下列有關健康檢查結果評估及處理之事項，那些正確？①將特殊健康檢查結果報告及第三級管理以

上之勞工資料陳報中央主管機關②依照醫師之建議適當配置勞工於工作場所作業③對健康檢查發

現健康異常之勞工，由部門主管判定是否與職業原因有關④每次健檢後進行整體性之評估。 

64. (234) 關於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的說明，下列那些正確？①由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自行訂定②計畫目

標應該具體且可量測③安全衛生管理計畫應該由事業單位訂定④計畫內容包括採購管理、承攬管理

與變更管理等事項。 

65. (134) 下列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適用機械設備器具安全標準者為何？①動力衝剪機械②推土機③動力堆

高機④手推刨床。 

66. (124) 下列那些可能引發呼吸系統職業病？①游離二氧化矽②石綿③鉛④粉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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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14) 某一工廠新設一座吊升荷重為 5 公噸之固定式起重機，下列那些非屬其所需之法定檢查？①熔接檢

查②竣工檢查③型式檢查④使用檢查。 

68. (24)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所稱之車輛機械，包括下列那些？①手推車②刮運機③固定式起重機④鏟土

機。 

69. (23) 安全資料表應包含下列那些資訊？①成本資料②容許暴露濃度③腐蝕性資料④化學製程的描述。 

70. (234) 依危險性機械及設備安全檢查規則規定，第一種壓力容器在下列那些情形需申請重新檢查？①補強

支撐有變動者②經禁止使用擬恢復使用者③從國外進口者④遷移裝置地點而重新裝設者。 

71. (234) 6S 現場管理守則是事業單位經常使用於塑造安全文化的管理方法之一，那些方法屬於 6 S 範疇？①

教育②整理③修養④整頓。 

72. (234) 下列那些為靜電危害防止對策？①乾燥②使用導電性材料③接地④游離化。 

73. (234) 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規定，下列那些檢查需要訂定自動檢查計畫？①作業檢點②機械、設備之

重點檢查③機械、設備之作業檢查④機械之定期檢查。 

74. (12) 財物損失事故費用涵蓋下列那些？①機械費用②材料費用③看護費用④醫療費用。 

75. (23) 防止酸、鹼、化學品傷害皮膚之職業衛生防護手套，下列那些為較適合材質？①棉布②天然橡膠③

合成纖維④皮革。 

76. (24) 下列那些屬損失控制八大項目？①安全口號②安全觀察③安全政策④安全檢查。 

77. (134) 職業安全衛生法上所稱之工作者為何？①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②事

業之經營負責人③勞工④自營作業者。 

78. (123) 控制器的誤觸往往是造成事故的原因之一，下列那些為一般所建議的防止控制器誤觸的方法？①遮

蔽控制器②增加控制器之阻力③改變控制之程序④增大控制器之體積。 

79. (23) 下列那些為化學性危害因子？①局部振動②金屬燻煙③游離二氧化矽④噪音。 

80. (24) 下列對職業安全衛生標示之形狀種類說明之敘述那些正確？①尖端向上之正三角形用於注意②圓

形用於禁止③尖端向下之正三角形用於警告④正方形或長方形用於一般說明或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