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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考證號碼： 

姓   名： 

單選題： 

1 . (3) 以下何者不是發生電氣火災的主要原因？①漏電②電器接點短路③電纜線置於地上④電氣火花。 

2 . (1) 下列何者非為防範有害物食入之方法？①穿工作服②有害物與食物隔離③不在工作場所進食或飲

水④常洗手。 

3 . (3) 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規定，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

各該工作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並應將計畫、受訓人員名冊、簽到紀錄、課程內容等實施資

料保存幾年？①1②2③3④4。 

4 . (4) 依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規定，工作臺、作業面開口部分之護欄，其高度應在多少公分以上？①6

0②70③105④90。 

5 . (4) 下列何者非模板支撐作業常見災害類型？①墜落②物體飛落③倒崩塌④爆炸。 

6 . (4) 高效率燈具如果要降低眩光的不舒服，下列何者與降低刺眼眩光影響無關？①燈具的遮光板②採

用間接照明③光源下方加裝擴散板或擴散膜④光源的色溫。 

7 . (4) 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規定，雇主對於廚房應設何種通風換氣裝置，以排除煙氣及熱？①自然

換氣②未規定③氣樓④機械排氣。 

8 . (4) 阿哲是財經線的新聞記者，某次採訪中得知 A 公司在一個月內將有一個大的併購案，這個併購案

顯示公司的財力，且能讓 A 公司股價往上飆升。請問阿哲得知此消息後，可以立刻購買該公司的

股票嗎？①可以，這是我努力獲得的消息②可以，有錢大家賺③可以，不賺白不賺④不可以，屬

於內線消息，必須保持記者之操守，不得洩漏。 

9 . (1)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下列何種情形得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①鍋爐使用超過規定期間，未經

再檢查合格而繼續使用致發生勞工死亡之職業災害②雇主僱用勞工時未施行體格檢查③未設置安

全衛生組織或管理人員④未對勞工施以從事工作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10. (1) 下列何種法律未規定承攬管理有關事項？①勞工保險條例②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③勞動基準法④

職業安全衛生法。 

11. (3) 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規定，雇主對於餐廳面積，應以同時進餐之人數每人在多少平方公尺以

上為原則？①0.3②0.7③1④0.5。 

12. (2) 採集鉛塵時，其採樣介質一般為下列何者？①活性碳②混合纖維素酯濾紙③矽膠④吸收液。 

13. (3) 下列何者不會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①減少使用煤、石油等化石燃料②開發太陽能、水能等新能

源③增高燃煤氣體排放的煙囪④大量植樹造林，禁止亂砍亂伐。 

14. (4)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雇主應多久填載職業災害統計，報請勞動檢

查機構備查？①每年②每三個月③每半年④每月。 

15. (2) 流行病學實證研究顯示，輪班、夜間及長時間工作與心肌梗塞、高血壓、睡眠障礙、憂鬱等的罹

病風險之相關性一般為何？①可正可負②正③無④負。 

16. (4) 甲君為獲取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證照，行賄打點監評人員要求放水之行為，可能構成何罪？①不

違背職務行賄罪②背信罪③詐欺罪④違背職務行賄罪。 

17. (2) 依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有誤？①粉塵之監測紀錄應保存 1 0 年②雇主應

自行實施作業環境監測，不得委外③雇主於實施監測 15 日前，應將監測計畫實施通報④監測計畫

內容應包括樣本分析。 

18. (1) 預防樓地板開口墜落最有效的防護方式為下列何者？①設置足夠強度的覆蓋②拉警示帶③使用安

全帶④設警語。 

19. (2) 有關建築之外殼節能設計，下列敘述何者有誤？①做好屋頂隔熱設施②宜採用全面玻璃造型設

計，以利自然採光③大開窗面避免設置於東西日曬方位④開窗區域設置遮陽設備。 

20. (3) 依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規定，有關氯氣處置作業場所吸菸及飲食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①吸菸及飲食皆可②可吸菸，不可飲食③吸菸及飲食皆不可④可飲食，不可吸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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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4) 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規定，設置之固定梯長超過 6 公尺時，應每隔多少公尺以下設一平台？

①6②8③7④9。 

22. (3) 燃燒氣體或其他高溫氣體流通於管外，而加熱於管內或鼓胴內之水，此種鍋爐稱為下列何者？①

可尼西型鍋爐②煙管式鍋爐③水管式鍋爐④機車型鍋爐。 

23. (1) 若欲降低工作者實際暴露噪音量 5 分貝，在考量 50%安全係數下，應選用 N RR 值多少分貝的耳塞？

①17②12③5④10。 

24. (4) 下列何者非屬工作安全分析中「潛在的危險」？①不安全設備②不安全環境③不安全行為④天災。 

25. (4) 依機械設備器具監督管理辦法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或勞動檢查機構執行領有型式驗證合格證明書

產品之市場查驗，發現有檢驗不合格之情形者，應通知何單位追蹤調查不合格原因及製作訪談紀

錄，並依相關規定辦理？①司法機關②地方主管機關③警察機關④原型式驗證機構。 

26. (1) 防護具選用為職業災害預防之第幾道防線？①最後一道②第一道③第二道④第三道。 

27. (3) 依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規定，勞工於屋頂作業，其屋頂斜度大於多少度或滑溜時，應設置適當

之護欄？①32②30③34④25。 

28. (3) 減輕皮膚燒傷程度之最重要步驟為何？①在燒傷處塗抹麵粉②立即在燒傷處塗抹油脂③儘速用清

水沖洗④立即刺破水泡。 

29. (1) 依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之安全網設置規定，除鋼構組配作業外，工作面至安全網架設平面之攔

截高度，不得超過多少公尺？①7②9③5④3。 

30. (2) 下列有關危害辨識之敘述何者正確？①無須參考作業環境監測之結果②事業單位應依職業安全衛

生法規要求，選擇適合方法執行危害辨識③應指定勞工單獨限時完成④以往事故已經發生過者無

須再辨識。 

31. (3) 職業災害調查處理，對於設備故障未修理及維修不良之不安全狀態，屬下列何者？①設備之放置、

作業場所的缺陷②防護具、服裝等的缺陷③設備本身的缺陷④設備之防護措施的缺陷。 

32. (1) 依缺氧症預防規則規定，下列何者不屬於缺氧危險場所？①密閉相當期間之鋼製鍋爐內部，其內

壁為不鏽鋼製品②曾置放酵母之釀造設備內部③曾滯留雨水之坑井內部④長期間未使用之沉箱內

部。 

33. (1) 機械安全防護中，下列何種安全裝置具有發生異常時，可迅即停止其動作並維持安全之功能？①

緊急停止裝置②一行程一停止裝置③自動吹洩安全裝置④自動電擊防止裝置。 

34. (2) 鉛回收工廠中之冶煉爐（爐溫 1500℃），易因高溫而使鉛以下列何種形態存在？①蒸氣②金屬燻

煙③霧滴④纖維。 

35. (2) 依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規定，從事露天開挖作業，其垂直開挖最大深度在幾公尺以上者，應設

擋土支撐？①3②1.5③2④5。 

36. (2) 上班性質的商辦大樓為了降低尖峰時段用電，下列何者是錯的？①電梯設定隔層停止控制，減少

頻繁啟動②白天有陽光照明，所以白天可以將照明設備全關掉③使用儲冰式空調系統減少白天空

調電能需求④汰換老舊電梯馬達並使用變頻控制。 

37. (4) 二異氰酸甲苯對人體會造成危害，它屬於何種物質？①麻醉性物質②致癌性物質③窒息性物質④

致過敏性物質。 

38. (4) 「垃圾強制分類」的主要目的為：A.減少垃圾清運量 B.回收有用資源 C.回收廚餘予以再利用 D.

變賣賺錢？①ACD②ABCD③BCD④ABC。 

39. (2) 製程安全評估定期實施辦法所稱製程修改，不包括下列何者？①對適用工作場所之製程化學品之

變更②製程操作人員異動③製程設備之變更④製程操作程序之變更。 

40. (1) 依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規定，液化氣體標示之危害圖式，其符號應使用下列何種顏色？

①黑色②綠色③黃色④藍色。 

41. (3) 依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規定，下列有關模板支撐構築作業之敘述，何者不正確？①模板支撐之

支柱應設置足夠強度之縱向、橫向之水平繫條，以防止支柱移動②對曲面模板，應以繫桿控制模

板之沉陷③模板支撐以樑支持時，於樑與樑之間得以鋼筋為繫條④鋼管施工架為模板支撐之支柱

時，模板支撐之側面、架面及交叉斜撐材面之方向，每層應設置足夠強度之水平繫條。 

42. (3) 何謂水足跡，下列何者是正確的？①水循環的過程②每人用水量紀錄③消費者所購買的商品，在

生產過程中消耗的用水量④水利用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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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4) 依勞動基準法規定，下列何者屬不定期契約？①臨時性或短期性的工作②季節性的工作③特定性

的工作④有繼續性的工作。 

44. (4) 有關臺灣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指引，下列敘述何者錯誤？①採預防職災的理念②系統化的管理

制度③目的在強化自主管理，持續改善安全衛生績效④為重點式的管理。 

45. (2) 局部排氣裝置之動力源，係指下列何者？①氣罩②排氣機③導管④排氣口。 

46. (4) 貪污治罪條例所稱之「賄賂或不正利益」與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所稱之「餽贈財物」，其最大差

異在於下列何者之有無？①利害關係②補助關係③隸屬關係④對價關係。 

47. (2) 為建立良好之公司治理制度，公司內部宜納入何種檢舉人制度？①不告不理制度②吹哨者（whis t

leblower）管道及保護制度③告訴乃論制度④非告訴乃論制度。 

48. (3) 為防止脫水機中物料從缸口飛出傷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①有下降作用，必須將蓋子打開②有

爬升作用，必須將蓋子打開③有爬升作用，必須將蓋子關閉④有下降作用，必須將蓋子關閉。 

49. (4) 以人力自地面抬舉物品時應儘量利用人體之何部位？①肩肌②手肌③腳肌④腿肌。 

50. (2) 於使用空氣呼吸器時，應隨時確認殘存之空氣是在 20％以上，或壓力指針在多少 kg /cm2以上？①

20②30③10④15。 

51. (4) 需要的物品要能很快的拿到，是指 5 S 中之下列何者？①整理②清潔③清掃④整頓。 

52. (2) 雇主對坑內或儲槽內部作業之通風，下列何者不符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規定？①坑內作業場所

設置適當之機械通風設備②儲槽內部作業場所以自然換氣能充分供應必要之空氣量即可③儲槽內

部作業場所設置適當之機械通風設備④坑內作業場所以自然換氣能充分供應必要之空氣量即可。 

53. (1) 下列何種物質是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中指定之危險物？①氧化性物質②毒性物質③腐蝕

性物質④致癌物質。 

54. (4) 下列何者非為危害眼睛之因素？①飛濺之粒子②有害光線③熔融金屬④噪音。 

55. (4) 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規定，勞工人數在多少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安全衛生管理執行紀錄

或文件代替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①100②300③50④30。 

56. (4) 下列何者非勞動檢查法明定之勞動檢查事項範圍？①勞動基準法令規定之事項②勞工保險、勞工

福利、就業服務及其他相關法令③職業安全衛生法令規定之事項④食品安全衛生法令規定之事項。 

57. (2) 為維持施工架之穩定，預防倒塌，對於施工架下列何者不正確？①應有荷重限制②連接混凝土模

板支撐③應設置繫牆桿、壁連座④設置斜撐材。 

58. (3) 為降低個人暴露，可藉控制有害物發生源達成，下列何者屬於此類控制方法？①減少工時②使用

防護具③替代④整體換氣。 

59. (3) 下列哪一種氣體較易造成臭氧層被嚴重的破壞？①二氧化碳②氮氧化合物③氟氯碳化物④二氧化

硫。 

60. (4) 每個人日常生活皆會產生垃圾，下列何種處理垃圾的觀念與方式是不正確的？①廚餘回收堆肥後

製成肥料②可燃性垃圾經焚化燃燒可有效減少垃圾體積③垃圾分類，使資源回收再利用④所有垃

圾皆掩埋處理，垃圾將會自然分解。 

複選題： 

61. (124) 施工架依構造可區分為下列那幾種？①懸吊式②懸臂式③長柱式④系統式。 

62. (234) 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規定，雇主對下列哪些勞工，應使其接受特殊作業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①高空工作車操作人員②潛水作業人員③火藥爆破作業人員④小型鍋爐操作人員。 

63. (134) 有關事業單位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之規定，下列哪些正確？①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法及有關規定

訂定適合其需要者②應報經當地勞工主管機關認可③會同勞工代表訂定④應報經勞動檢查機構備

查後公告實施。 

64. (12) 下列那些為燃燒四要素？①連鎖反應②燃料③燃燒上下限④閃火點。 

65. (23) 中暑死亡率遠高於熱衰竭，因此需要分辨兩者徵狀。下列哪些屬於中暑徵狀？①體溫上升到攝氏 3

8 度②皮膚表面乾熱而非濕冷③脈搏快而強慢慢轉快而弱④臉色蒼白而非潮紅。 

66. (123) 下列那些屬於雙向溝通之條件？①講述②瞭解③傾聽④主觀。 

67. (123)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健康檢查發現勞工有異常情形者，雇主應採取下列那些措施？①更換工

作或縮短工作時間②變更勞工作業場所③健康管理④予以解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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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234) 職業災害統計，有關失能傷害之損失日數，包括下列哪些？①受傷當日②受傷後經過之工廠停工

日③受傷後經過之星期日④受傷後經過之休假日。 

69. (234) 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規定，下列那些屬雇主應於明顯易見之處所標明，並禁止非從事作業有

關之人員進入之工作場所？①高架作業之場所②有害物超過容許濃度之場所③處置大量高熱物體

或顯著濕熱之場所④氧氣濃度未滿 18%之場所。 

70. (24) 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規定，事業單位達到何種規定以上者應設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①第

二類事業之事業單位勞工人數 500 人②第二類事業之事業單位勞工人數 300 人③第一類事業之事

業單位勞工人數 200 人④第一類事業之事業單位勞工人數 100 人。 

71. (1234) 一般平頂式鋼筋混凝土工業廠房之屋頂遮陽措施，下列敘述那些有誤？①可覆蓋針織網，為降低

吸熱，儘量避免使用黑色材料②如發現覆蓋物溫度過高，應儘速更換③覆蓋物下方儘量緊貼屋頂，

以避免熱空氣蓄積在覆蓋物與屋頂之間④覆蓋物優先選用無縫物，可完全遮掉陽光，避免選用網

狀材料。 

72. (134) 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規定，下列那些屬車輛系營建機械？①挖土斗②堆高機③鏟土機④推土

機。 

73. (134) 下列那些方法是降低風險的控制措施？①工作許可②危害辨識③教育訓練④個人防護具。 

74. (14) 風險是由危害事件之下列那兩項之組合，以判定風險等級？①可能性②控制性③辨識度④嚴重度。 

75. (123) 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規定，下列那些屬於特別危害健康作業？①苯作業②正己烷作業③游離輻射

作業④氨作業。 

76. (12) 依機械設備器具監督管理辦法規定，產品監督係指於生產廠場或倉儲場所之執行下列那些情形？

①查核產銷紀錄完整性②取樣檢驗③檢核相關技術文件④巿場查驗。 

77. (14) 身體質量指數(BMI)之計算公式中包含下列那些？①身高②臀圍③腰圍④體重。 

78. (1234) 可採取那些方法避免過度暴露於極低頻電磁場？①抵銷電磁場以減量②屏蔽磁場輻射量③減少暴

露時間④減少輻射源。 

79. (124) 下列那些為製作工作安全分析程序之要項？①決定安全的工作方法②辨識出潛在的危害③製作安

全衛生作業標準④將工作步驟分解。 

80. (234) 依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規定，下列敘述那些正確？①安全資料表更新紀錄，應保存 5 年

②安全資料表有 16 項內容③危害圖示符號應使用黑色，背景為白色④容器容積 100 毫升以下，得

僅標示名稱危害圖示及警示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