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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作答前須檢查答案卡，測驗入場通知書號碼、桌角號碼、應試科目是否相符，如有不同應立即請
監試人員處理。使用非本人答案卡作答者，不予計分。 

本試卷一張雙面共 50題，每題 2分，限用 2B鉛筆在「答案卡」上作答，請選出最適當答案，答
錯不倒扣；未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勿於答案卡書寫應考人姓名、入場通知書號碼或與答案無關之任何文字或符號。  

本項測驗僅得使用簡易型電子計算器(不具任何財務函數、工程函數功能、儲存程式功能)，但不
得發出聲響；若應考人於測驗時將不符規定之電子計算器放置於桌面或使用，經勸阻無效，仍執
意使用者，該節扣 10分；該電子計算器並由監試人員保管至該節測驗結束後歸還。  

答案卡務必繳回，違反者該節成績以零分計算。  

【2】1. 5S是一種源於日本，在生產現場中對於人員、機器、材料、方法等要素進行有效管理，以維護作

業場地安全的技術。請問 5S中，不包含下列何者？ 

整理 安靜 清潔 教養 

【4】2.在高溫環境作業，容易造成脫水、中暑或熱衰竭等危害。請問這是屬於何種職業危害因子？ 

人因工程危害 生物性危害 化學性危害 物理性危害 

【3】3.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規定，有關汽車迴車時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禁止左轉路段，不得迴車 

聯結車不得迴轉 

在未劃有分向限制線之路段，不得迴車 

在設有彎道、坡路、狹路、狹橋、隧道標誌之路段或鐵路平交道，不得迴車 

【1】4.燃燒過程中的四要素包含：燃料、溫度、開放性鏈反應及下列何者，只要去除其中一個要素，即可

達到滅火的功效？ 

氧化劑 活化劑 烷化劑 還原劑 

【1】5.安全標示中，用於「注意」之標示其形狀為何？ 

尖端向下之正三角形 尖端向上之正三角形 正方形或長方形 圓形 

【3】6.下列何者不是人工舉、放重物時應遵循的正確姿勢？ 

兩腳分開，一腳在欲舉物件之側，另一腳在後 

保持背部挺直，脊椎呈自然略微彎曲的平直現象 

手臂及手肘與身體垂直，以整個手掌抓握物件 

下顎收縮，使頭、頸、背連成一直線 

【2】7.有關起重吊掛作業安全管理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馬鞍環之安全係數應在 6以上 

起重機具之吊掛用鋼索，其安全係數應在 6以上 

起重機具之吊鉤，其安全係數應在 6以上 

起重機具之吊鏈以斷裂荷重二分之一拉伸時，其伸長率為 0.5%以下者，其安全係數應在 6以上 

【1】8.國家標準 CNS 15506包含安全衛生事項及架構，並依循規劃(plan)、實施(do)、檢核(check)及下列

何者之流程進行持續改善？ 

行動(act) 適應(adapt) 調整(adjust) 稽查(audit) 

【4】9.下列何者不屬於壓力容器的安全裝置？ 

安全閥 溢流閥 破壞板 吹洩閥 

【2】10.根據國家標準 CNS 9329管系識別之規定，載流「油品」的配管應漆上何種顏色？ 

紅色 橙色 黃色 藍色 

【4】11.當勞工於高度差超過 1.5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而未設置符合規定之安全上下設備時，即可認定有

下列何種危險之虞？ 

物體飛落 倒塌 跌倒 墜落 

【3】12.當運送危險物品時，若不幸發生交通事故導致危險品大量洩流。下列何者不是適當的處理方式？ 

以抽取、覆蓋、吸附、擦拭、中和等方式阻止其污染擴大 

以稀釋方式降低其毒性或腐蝕性 

以修補方式阻止其繼續外洩 

以截流方式防止其亂竄或污染水道 

【2】13.依物質在爆炸前之物理狀態分，粉塵爆炸屬於下列何者？ 

氣相爆炸 凝相爆炸 霧相爆炸  粉相爆炸 

【3】14.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之規定，當作業場所之 A權噪音音壓達到 95分貝時，勞工該工作日容許

之暴露時間不得超過多少小時？ 

 8  6  4  3 

【1】15.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之規定，有關通道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室內主要人行道之寬度不得小於 1公尺，車輛通行道寬度應為最大車輛寬度之 2倍加 1公尺 

室內主要人行道之寬度不得小於 1公尺，車輛通行道寬度應為最大車輛寬度之 2倍加 1.5公尺 

室內主要人行道之寬度不得小於 1.5公尺，車輛通行道寬度應為最大車輛寬度之 2倍加 1公尺 

室內主要人行道之寬度不得小於 1.5公尺，車輛通行道寬度應為最大車輛寬度之 2倍加 1.5公尺 

【2】16.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之規定，大型貨車裝載貨物之高度自地面算起，不得超過多少公尺？ 

 3.5  4.0  4.25  4.5 

【2】17.依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規定，某固定式起重機之額定荷重為 100公噸，則該起重機進行荷重試驗

之值應為多少公噸？ 

 120  125  130  150 

【4】18.有關工業用標示顏色應用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黃色用於具有衝撞、墜落、跌倒等危險之虞的場所 

綠色用於衛生及救護設備之標示 

藍色用於小心留意之處所，禁止他人開動、使用或移動正在修理中的設備 

黑色用於具有放射線危險之虞的場所 

【3】19.下列何者不是載運毒性氣體時應置備之安全設備？ 

吸收劑 中和劑 滅火器 防毒面具 

【2】20.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之規定，物料搬運應儘量利用機械以代替人力。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50公斤以上物品，以人力車輛或工具搬運為原則；500公斤以上物品，以機動車輛或其他機械搬運為宜 

 40公斤以上物品，以人力車輛或工具搬運為原則；500公斤以上物品，以機動車輛或其他機械搬運為宜 

 40公斤以上物品，以人力車輛或工具搬運為原則；300公斤以上物品，以機動車輛或其他機械搬運為宜 

 50公斤以上物品，以人力車輛或工具搬運為原則；300公斤以上物品，以機動車輛或其他機械搬運為宜 

【4】21.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規定，曳引車牽引拖架時，其裝載後之全長不得超過多少公尺？ 

 15  16  17  18 

【1】22.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規定，下列何者不屬於移動式起重機每月定期檢查之項目？ 

鋼纜及絞車裝置有無異常 

過捲預防裝置、警報裝置、制動器、離合器及其他安全裝置有無異常 

吊鉤、抓斗等吊具有無損傷 

鋼索及吊鏈有無損傷 

【3】23.依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規定，為預防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所

作的規劃，不包含下列何者？ 

高風險群之辨識及評估  醫師面談及健康指導 

人因性危害因子之確認  工作時間調整或縮短 

【請接續背面】 



【4】24.下列何者不是避免感電的有效方法？ 

電氣接地 提高電阻 降低電壓 裝置過載斷路器 

【3】25.下列何種易燃氣體的閃火點在攝氏 0度以上、未滿攝氏 30度之範圍？ 

汽油 丙酮 乙醇 醋酸 

【1】26.依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規定，設置室外之升降機，在發生下列何種狀況後，應於再使用前，就該

升降機之終點極限開關、緊急停止裝置、制動裝置、控制裝置及其他安全裝置、鋼索或吊鏈、導軌、導

索結頭等部分，確認無異狀後，方得使用？ 

瞬間風速達每秒 30公尺以上或於 4級以上地震後 

瞬間風速達每秒 40公尺以上或於 4級以上地震後 

瞬間風速達每秒 30公尺以上或於 5級以上地震後 

瞬間風速達每秒 40公尺以上或於 5級以上地震後 

【1】27.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規定，有關車輛裝載危險物品應遵守之事項，下列何者錯誤？ 

行經高速公路時，除擬超越前車可變換車道外，應行駛外側車道 

應隨車攜帶未逾時效之滅火器，攜帶數量比照大貨車攜帶滅火器之規定 

如發生事故或災變時，應於車輛前後端各 30~100公尺處豎立車輛故障標誌 

嚴禁在橋樑、隧道、火場之 100公尺範圍內停車 

【4】28.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規定，於積垛作業地點高差在多少公尺以上，除設有安全上下設備外，並

應指定專人決定作業方法並指揮作業？ 

 1公尺  1.5公尺  2公尺  2.5公尺 

【3】29.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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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指

定作業主管人員監視勞工作業狀況？ 

 50公斤  75公斤  100公斤  150公斤 

【2】30.下列人工搬運物料時，哪一項是正確的應注意事項？ 

當兩手沾滿油污時，仍可搬運物料  

放下物料時，注意手指應避開擠壓的接觸點 

可以不用檢查物料有無尖刺小片等   

放下物料時，為避免受傷可以任意放下物料 

【1】31.機械搬運時，有關工作紀律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離座時應關閉動力  內燃機可應用於任何處所 

機械運作時，可進行加油清掃維修等工作 車輛機械不必遵守交通規則 

【3】32.機械搬運時，有關作業人員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應有分工及編組，並有領導體系 

操作員於聘僱前，應審查其經驗與資格 

任何人皆可操作危險性機械設備 

操作人員應接受專業的訓練 

【1】33.有關搬運作業的安全管理，下列何者正確？ 

機具設備應制訂定期保養制度 

機具設備若堪使用，即使未達最低安全標準，仍可繼續使用 

事故既然發生，就不用再追究原因 

作業流程既然已訂定，就不用再檢討其它改進效率或安全之方法 

【2】34.下列敘述何者不符合物料堆放應注意事項之內容？ 

不得超過堆放地最大安全負荷  

不得依靠牆壁或結構支柱堆放，但超過安全負荷者，不在此限 

不得阻礙交通或出入口 

不得減少自動灑水器及火警警報器有效功用 

【2】35.下列有關人因工程危害之敘述，何者正確？ 

人因工程的危害常為單次性傷害 

人因工程危害常因人機介面設計不良所造成之人體的危害 

工作場所之噪音是一種人因工程危害因子 

高溫的工作場所造成的燙傷是為人因工程危害 

【1】36.電器類火災在未斷電之前不適合用下列哪一種滅火器？ 

泡沫滅火器 二氧化碳滅火器 乾粉滅火器 鹵化烷滅火器 

【2】37.依據美國學者 Peterson(1971)提出之多重因果理論，使用有缺陷的機具，是造成事故發生的哪一種

層級的原因？ 

危害能量的直接原因  不安全動作的間接原因 

事故基本原因  管理上缺失的原因 

【1】38.下列何者是主動式安全績效指標？ 

安全文化  失能傷害嚴重率 無傷害事故 失能傷害頻率 

【3】39.消防栓、滅火器之標示顏色應為： 

綠色 黃色 紅色 橙色 

【1】40.逃生門、急救箱之標示顏色應為： 

綠色 黃色 紅色 橙色 

【2】41.為確保運送商品之品質與安全，冷藏車之車箱溫度必須全程保持幾度？ 

 -18°C ~ -25°C  0°C ~ 7°C  18°C ~ 25°C 常溫 

【4】42.下列哪項不是司機人員的每日日常管理？ 

酒精檢測  行駛紀錄管理 

行車不超速、不超載、不超時 定期維修保養檢查 

【2】43.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84條規定，車輛裝載危險物品，車頭及車尾應懸掛下列何種標識？ 

黃色三角旗 紅色三角旗 黃色四角旗 紅色四角旗 

【1】44.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114條規定，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多少以上，不得駕車？  

 0.03  0.05  0.10  0.15 

【4】45.「檢查商品存放的高度及貨品的危險等級並予以分類分區存放」是物流中心安全維護 5W1H 執行

要點中的哪一項？ 

 Where  Who  When  How 

【1】46. 5S環境管理原則中，哪一項的效果是能讓全員主動參與、養成習慣，以達防止工作災害之目的？ 

教養紀律  整理 整頓 清潔 

【3】47.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1-1 條，汽車駕駛人於行駛道路時，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動電話進行

撥接通話，處以新臺幣多少罰鍰？ 

 1,000元  2,000元  3,000元  3,600元 

【2】48.機械安全防護，首要注重優先選擇下列哪一項？ 

降低受傷的影響，例如緊急救護 

降低危險能量源，例如製造使用本質安全設計的機器 

阻隔危險能量傳遞的路徑，例如遠離或隔離危險 

降低傳遞到接受者的危險能量，例如使用防護器具 

【3】49.下列何者不是有效降低意外事故與傷害之措施？ 

制訂良好的維護計畫  工作時應穿載防護裝備 

工作時與人談笑  制訂適當的工程安全教育訓練 

【1】50.依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17條，雇主對堆高機之頂篷及桅桿，應每隔多久須定期實施檢查一次？ 

一個月 三個月 六個月 九個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