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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長期重覆性的動作造成肌肉痠痛，這是屬於哪一種職業健康危害因子？ 

化學性  物理性 

生物性  人因工程 

【2】2.源於日本的 5S現場環境管理可以提供安全舒適的工作環境。將要留用的物品進行定位管理，是為
哪項作業？ 

整理  整頓 

清掃  清潔 

【2】3.有關個人防護器具之使用，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防護器具應確實保養，一有損壞，立即更換 

得以天氣熱、不方便、太重等理由，拒穿防護器具 

搬運設備應有足夠的防護設施，例如轉動機件的防護 

依搬運的方式及物料性質，穿戴適當的防護器具 

【3】4.在高溫場所工作之勞工，其每日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幾小時？ 

 4小時   5小時 

 6小時   7小時 

【2】5.勞工於載貨台從事單一之重量超過多少公斤以上物料裝卸時，即應指定作業主管人員監視勞工作業
狀況？ 

 50公斤   100公斤 

 150公斤   200公斤 

【4】6.高架作業施工架之工作台，設置護欄之高度不得低於： 

 45公分   50公分 

 75公分   90公分 

【2】7.一般高架作業，在多少公尺以上應利用施工架、合梯等設備？ 

 1公尺   2公尺 

 3公尺   4公尺 

【3】8.雇主對於物料之搬運應盡量利用機械來代替人力，凡多少公斤以上之物品，以人力車輛或工具搬運
為原則？ 

 20公斤   30公斤 

 40公斤    50公斤  

【2】9.一般而言，設置安全衛生標示的形狀，三角形係表示： 

禁止  警告 

說明指示  有害物 

【3】10.急救箱之標示應用何種顏色？ 

紅色 黃色 綠色 紫色 

【3】11.汽車駕駛人連續駕車超過多少小時，不得駕車？ 

六小時 七小時 八小時 九小時 

【1】12.雇主對於堆高機之頂篷及桅桿應多久實施定期檢查一次？ 

一個月 二個月 三個月 六個月 

【3】13.在韓笠奇(W.H. Heinrich)博士提出的意外事故之骨牌理論中，強調當抽掉第幾張骨牌，可以有效防
止意外事故的發生？ 

第一張骨牌 第二張骨牌 第三張骨牌 第四張骨牌 

【1】14.政府對事業單位實施安全衛生檢查之法令依據為何？ 

勞動檢查法 勞動基準法 工廠法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1】15.搬運事故發生之原因有不安全的狀況與不安全的動作等兩大類。下列何者是不安全的狀況？ 

工具隨意放置  手搬重物姿勢不當 

裝卸時未使用警告標示  機器的安全裝置失效未整修 

【3】16.安全衛生自動檢查的內容不包括下列何者？ 

工作場所及通路  機器設備 

品質管制  衛生 

【3】17.下列何者不屬於職業安全衛生法所指之職業災害？ 

油漆工於噴漆時有機溶劑中毒 

作業員因長期處於高噪音環境而聽力受損 

煉油廠爆炸導致附近居民死傷多人 

電機工人維修機器時不慎觸電死亡 

【3】18.有關急救的要領，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人工呼吸施行速率，成人患者每分鐘約 12至 16次 

人工呼吸施行速率，小孩每分鐘約 15至 20次 

急救的第一要務是呼叫救護車 

灼傷的急救要領是：沖，脫，泡，蓋，送 

【3】19.因漏油而引發火災，可以用關閉上游開關斷絕油的提供，達到滅火的目的。此種滅火方法是屬於下
列哪一種？ 

窒息法 冷卻滅火法 隔離法 抑制連鎖反應法 

【1】20.動力手工具最常見的有電動及氣動二種（例如電鑽，氣動鑿子）。有關動力手工具安全守則，下列
敘述何者錯誤？ 

動力手工具比一般的手工具更具安全性 

更換組件或清潔時，一定先拔除動力 

避免在潮濕的環境下，操作電動工具 

動力手工具應有安全護罩 

【4】21.舉物、放物時，應遵循正確的搬運姿勢。下列何者是正確的搬運姿勢？ 

背部挺直是指垂直 90度的狀態 

僅以手指抓握物件 

正確的兩腳位置，是指兩腳合併 

利用體重，調整身體的位置使體重落於兩腳之中心上，最後用後腳推動力量舉起物料 

【3】22.有關堆高機的使用，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駕駛堆高機無須取得相關證照 

堆高機空車行駛最高不可超過 30公里/小時 

堆高機載貨時行駛最高不可超過 8公里/小時 

堆高機無須定期保養 

【3】23.當事業單位勞動場所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一人以上且需住院治療時，雇主應於多少小時內通報勞
動檢查機構？ 

 4小時  6小時  8小時  12小時 

【1】24.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具顯著風險的事業屬於： 

第一類事業 第二類事業 第三類事業 第四類事業 

【2】25.雇主對電氣機車、蓄電池機車、電車、蓄電池電車、內燃機車、內燃動力車及蒸汽機車等，應每多

少年就整體定期實施檢查一次？ 

 2年  3年  4年  5年 



【4】26.依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符合國家標準 CNS15030分類，具有物理性危害者稱為下列何者？ 

有害物  有毒物 

違禁物  危險物 

【4】27.下列何者不屬於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所稱特別危害健康作業？ 

異常氣壓作業  粉塵作業 

噪音作業  高空作業 

【2】28.高壓氣體貯存周圍多少公尺內不得放置有煙火及著火性、引火性物品？ 

 1公尺   2公尺 

 3公尺   5公尺 

【3】29.一千二百伏特之電壓是屬於： 

低壓  中壓 

高壓  特高壓 

【2】30.雇主對於室內工作場所，應設置足夠勞工使用之通道。其中，各機械間或其他設備間通道不得小於
多少公分？ 

 60公分   80公分 

 90公分   100公分 

【3】31.如設置傾斜路代替樓梯時，傾斜路之斜度不得大於多少度？ 

 10度   15度 

 20度   30度 

【2】32.對於起重機具之吊鉤或吊具，為防止與吊架或捲揚胴接觸、碰撞，應設置至少保持多少公分距離之
過捲預防裝置？ 

 20公分   25公分 

 30公分   40公分 

【1】33.延伸長度超過多少百分比以上之吊鏈，不得作為起重升降機具的吊掛用具？ 

 5%   10% 

 12%   15% 

【3】34.堆積於倉庫、露存場等之物料集合體，如作業地點高差在多少公尺以上時，原則上應設置使從事作
業之勞工能安全上下的設備？ 

 0.5公尺   1.0公尺 

 1.5公尺   2.0公尺 

【2】35.乙炔熔接裝置之乙炔發生器應有專用的發生器室，並以置於屋外為原則；該室之開口部分應與其他
建築物保持多少公尺以上之距離？ 

 1.0公尺   1.5公尺 

 2.0公尺   2.5公尺 

【4】36.拖車係指由汽車牽引，其本身並無動力之車輛；其總重量逾多少公斤者為重型拖車？ 

 450公斤  500公斤  600公斤  750公斤 

【3】37.在車輛管理方面，司機應於每日開車前確實做好 3水 3油檢查。其中「3油」不包含下列何者？ 

燃油  機油 

潤滑油  剎車油 

【1】38.隨著國際間對供應鏈安全議題的重視，世界關務組織在 2005年通過全球貿易安全與便捷之標準架
構，並開展出何種機制來達成此架構？ 

優質企業認證(AEO) 

貨櫃安全倡議(CSI) 

海關反恐貿易夥伴(C-TPAT) 

智慧安全貿易(SST) 

【1】39.雇主對於高壓氣體儲存能力在何種條件下之儲槽，應每年定期測定其沈陷狀況一次？ 

一百立方公尺或一公噸以上 

二百立方公尺或一公噸以上 

一百立方公尺或二公噸以上 

二百立方公尺或二公噸以上 

【2】40.雇主對置於何種條件下之固定式起重機，應實施各部安全狀況之檢點？ 

瞬間風速可能超過每秒 30公尺或 3級以上地震後 

瞬間風速可能超過每秒 30公尺或 4級以上地震後 

瞬間風速可能超過每秒 40公尺或 3級以上地震後 

瞬間風速可能超過每秒 40公尺或 4級以上地震後 

【3】41.有關勞工進入供儲存大量物料槽桶時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應使勞工佩掛安全帶及安全索等防護具 

應於進口處派人監視，以備發生危險時營救 

規定工作人員以由槽桶下方進入為原則 

應事先測定並確認無爆炸、中毒及缺氧等危險 

【1】42.意外事故的發生原因可分為直接原因、間接原因及基本原因。下列何者為基本原因？ 

管理的缺失  危害的能量 

有害的物質  不安全的行為 

【4】43.下列哪種設備不會有因靜電引起爆炸或火災之虞？ 

收存危險物之液槽車、儲槽、油桶等設備 

塗敷含有易燃液體之塗料、粘接劑等之設備 

易燃粉狀固體輸送、篩分等之設備 

緊急時供電之發電設備 

【2】44.有關倉庫安全管理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倉庫內不准吸菸、酗酒、賭博、私接電源及攜帶危險物品進入 

倉間之鑰匙應分散由多人保管，以分擔貨物失竊風險 

各類消防器材之藥物應定期更換 

易燃品或危險品不得放置於一般倉庫內 

【2】45.依「職業安全衛生標示設置準則」規定，有關標示形狀及種類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圓形，用於一般說明或提示 

正方形，用於一般說明或提示 

菱形，用於禁止 

長方形，用於注意 

【4】46.有關車輛尺度限制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小型車附掛之拖車不得超過 6公尺 

大貨車不得超過 10公尺 

半聯結車不得超過 16公尺 

全聯結車不得超過 20公尺 

【1】47.下列何者不屬於法規所定之重體力勞動作業？ 

以人力搬運或揹負重量在 30公斤以上物體之作業 

以 4.5公斤以上之鎚及動力手工具從事敲擊等作業 

站立以壓床或氣鎚等從事 10公斤以上物體之鍛造加工作業，且鍛造物必須以人力固定搬運者 

以人工拉力達 40公斤以上之纜索拉線作業 

【1】48.有關架設通道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傾斜超過 20度以上者，應設置踏條或採取防止溜滑之措施 

有墜落之虞之場所，應置備高度 75公分以上之堅固扶手 

通道路如用漏空格條製成，其縫間隙不得超過 30公厘 

營建使用之高度超過 8公尺以上之階梯，應於每隔 7公尺內設置平台一處 

【4】49.有關貨車裝載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貨車駕駛室或小客車之前座乘人不得超過規定之人數 

後車廂之貨物上不得附載人員 

框式貨車後車廂不得載人 

車廂之內不得載人 

【2】50.有關職業安全的「骨牌理論」將意外事故的前因後果，分為 5個相互作用的因素：1.個人的缺點、
2.人的不安全行為或物的不安全狀態、3.社會環境、4.傷害、5.意外事故。其正確順序為何？ 

 21543  31254  32145  123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