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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 106年從業人員甄試試題 

專業科目：職業安全衛生法規 測驗時間：15:50-16:50 

招募類科：業務員-職業安全 

※注意：本卷試題每題為四個選項，全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依題號清楚 

劃記，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全份共計 50 題，每題 2 分，須用 2B 鉛筆在答案卡上依題號清

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測驗僅得使用簡易型電子計算器(招生簡章公告

可使用之計算機)，但不得發出聲響，亦不得使用智慧型手機之計算機功能，其它詳如試場規則。 

 

1.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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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長時間站立

姿勢作業 (B)人力提舉、搬運及推拉重物 (C)輪班及夜間工作 (D)駕駛運輸車輛 

2. D以下對於「工讀生」之敘述，何者正確？ (A)工資不得低於基本工資之 80％ (B)屬短期工作者，

加班只能補休 (C)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少於 8小時 (D)國定假日出勤，工資加倍發給 

3. D勞動基準法第 84條之 1 規定之工作者，因工作性質特殊，就其工作時間，下列何者正確？  

(A)完全不受限制 (B)無例假與休假 (C)不另給予延時工資 (D)勞雇間應有合理協商彈性 

4. C 勞動檢查員對於下列何項檢查，不得事先通知事業單位？ (A)危險性工作場所之審查或檢查  

(B)危險性機械或設備定期檢查 (C)營造業安全衛生檢查 (D)職業災害檢查 

5.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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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8 (B)12 

(C)24 (D)48 

6. C下列何者非屬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之勞工法定義務？ (A)定期接受健康檢查 (B)參加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 (C)實施自動檢查 (D)遵守工作守則 

7. D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規定，新僱勞工所接受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不得少於 3小

時，但從事電焊作業，應再增列幾小時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A)0.5 (B)1 (C)2 (D)3 

8. C 對於應實施型式驗證之機械、設備或器具，下列何種用途使用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後，不屬於

得免驗證之情形？ (A)供國防軍事 (B)供科技研發 (C)供製造產品研發 (D)供商業樣品或展覽品 

9. B職業災害預防工作中對於危害控制，首先應考慮的為下列何者？ (A)危害場所控制 (B)危害源

控制 (C)勞工之控制 (D)危害路徑控制 

10. D 下列何者非屬職業災害之概括原因？ (A)不安全的動作 (B)不安全的環境狀況 (C)不安全的機

械設備 (D)不衛生的習慣 

11. B 廚房設置之排油煙機為下列何者？   (A)整體換氣裝置 (B)局部排氣裝置 (C)吹吸型換氣裝置 

(D)排氣煙函 

12. C 以下何者不是發生電氣火災的主要原因？ (A)電器接點短路 (B)電氣火花電弧 (C)電纜線置於

地上 (D)漏電火災 

13. D 事業單位規畫實施勞工健康檢查，下列何者不是考量的項目？   (A)勞工之作業別 (B)勞工之

年齡 (C)勞工之任職年資 (D)薪資 

14.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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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使用工業用電風扇 (B)裝設可

燃性氣體偵測裝置 (C)使用防爆電氣設備 (D)標示「嚴禁煙火」 

15. A 執行自動檢查主要是下列何者的工作？  (A)現場主管及人員 (B)行政人員 (C)安全衛生部門 

(D)顧客 

16. C 於營造工地潮濕場所中使用電動機具，為防止感電危害，應於該電路設置何種安全裝置？  

(A)閉關箱 (B)自動電擊防止裝置 (C)高感度高速型漏電斷路器 (D)高容量保險絲 

17. C安全門或緊急出口平時應維持何狀態？ (A)門可上鎖但不可封死 (B)保持開門狀態以保持逃生

路徑暢通 (C)門應關上但不可上鎖 (D)與一般進出門相同，視各樓層規定可開可關 

18. B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規定，雇主對於機械之原動機、轉軸、齒輪、傳動輪、傳動帶等有危

害勞工之虞之部分，為防止機械夾捲危害，應設下列何種安全裝置？ (A)漏電斷路器 (B)護罩、

護圍 (C)雙手操作式安全裝置 (D)防滑舌片 

19. C 搬運氣體鋼瓶時，下列何作為是最恰當的？ (A)橫放鋼瓶在地，滾動前進 (B)自高處搬下時，

由上向下拋擲 (C)不利用鋼瓶頭保護蓋作為提升鋼瓶之用 (D)以鐵器敲擊乙炔鋼瓶，確認是否為

實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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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A交流電焊機須裝置自動電擊防止裝置，以抑制電焊機二次側無載電壓在多少伏特以下？  

(A)24 (B)30 (C)42 (D)50 

21. A 下列那場合較不易發生一氧化碳中毒危害？  (A)噴漆作業 (B)車庫內暖車 (C)室內裝有瓦斯

熱水器 (D)鋼鐵冶煉高爐旁 

22. B有機鉛對人體之危害為下列何者？   (A)胃 (B)神經 (C)皮膚 (D)心臟 

23. A進出電梯時應以下列何者為宜？ (A)裡面的人先出，外面的人再進入 (B)外面的人先進去，裡

面的人才出來 (C)可同時進出 (D)爭先恐後無妨 

24. B綜合評估勞工暴露於危害之嚴重度與發生機率，在職業安全衛生界常稱之為下列何者？  

(A)塔羅牌占卜 (B)風險評估 (C)看風水 (D)求神問卜 

25. A下列何者為危害控制的最後手段？ (A)個人防護具 (B)行政管理 (C)發生源控制 (D)工程控制 

26. B電線間的絕緣破壞 裸線彼此直接接觸時 發生爆炸性火花 為下列何者？(A) 漏電 (B) 短路  

(C) 尖端放電 (D) 一般放電。 

27. D依法令規定，下列何者無強制規定要裝設感電防止用漏電斷路器？(A) 營造工地之臨時用電設

備 (B) 使用對地電壓 220 伏特之手提電鑽 (C) 於濕潤場所使用電焊機使用單相三線 (D) 220 

伏特之烤箱。 

28. C 以下列何者不是發生電氣火災的原因？(A) 電氣接點短路 (B) 電器火花電弧 (C) 電纜線置於

地上 (D) 漏電火災。 

29. C 依勞工安全衛生法令規定，良導體機械設備內之檢修工作所用照明燈具，其使用之電壓不得超

過多少伏特？(A) 12 (B) 18 (C) 24 (D) 60。 

30. C 接地之目的為何？(A) 防止短路 (B) 防止絕緣破壞 (C) 防止感電(D) 節省電力。 

【第 30題維持原答案 C】 

31. B 下列何種情況屬於永久部分失能：(A) 損失雙目 (B) 損失牙齒 (C) 一隻眼及一隻手臂失去機

能 (D) 死亡。 

【第 31題送分】 

32. A 所謂失能傷害係指損失日數在幾日的傷害(A) 一日以上 (B) 未滿一日 (C) 二日以上 (D) 三

日以上。 

33. C 我國傷害嚴重率係指：(A) 一萬 (B) 十萬 (C) 百萬 (D) 千萬  工作時數所發生之失能傷害損

失天數。 

34. C 勞工因工作傷害而死亡，其損失日數依程度評估計列(A) 2000 (B) 4000 (C) 6000 (D) 8000 日。 

35. A下列何者為非失能傷害(A) 輕傷害 (B) 永久部分失能 (C) 死亡(D) 永久全失能。 

36. B勞動檢查之程序與權限下列何者為非? (A) 事業單位依法應備文件、物品等得進行影印、拍攝 

(B) 得隨時進入事業單位檢查無須表明身份 (C) 工作場所發生重大職災應即派員檢查 (D) 詢問

有關人員得製作談話紀錄或錄音。 

37. B下列何者非屬勞工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認定標準? (A) 高差 2公尺以上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處，

未設符合標準之防墜設施 (B) 於潮濕場所使用對地電壓 220 伏特以上移動式電動機具，應設漏

電斷路器 (C) 於危險物儲存場所使用明火作業 (D) 於含氧濃度低於 18%場所作業。 

38. B勞工懷疑罹患職業疾病時下列何者為非 (A) 得到任一醫療機構看病取得職業疾病診斷書  

(B) 勞雇雙方對職業疾病鑑定結果異議時得送請地方衛生主管機關認定 (C) 勞雇雙方對地方主

管機關職業疾病鑑定結果異議時得送請行政院勞委會認定(D)經確認罹患職業疾病雇主依法應給

予職業災害補償。 

39. A勞工因職業災害病、死雇主應給予五個月平均工資之喪葬費及死亡補償： (A) 40 個月 (B) 45

個月 (C) 50個月 (D) 55 個月。 

40. C依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暨檢查辦法有關危險性工作場所不包含(A) 火藥類製造工廠 (B)使用氯

化氫等從事農藥原體合成工作場所 (C) 蒸汽鍋爐傳熱面積在二百平方公尺以上 (D) 高壓氣體

壓力容器一日冷凍能力在 150 公噸以上 

41. A物質安全資料表應從 (A) 製造商 (B) 使用者 (C) 中央標準局 (D) 勞動部得到。 

【第 41題維持原答案 A】 

42. C「台灣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指引(TOSHMS)係結合「ILO-OSH-2001」及 (A) BS-8800  



科目代碼：214 

頁次：3-3 

(B) ISO-18000 (C) OHSAS-18001 (D)以上皆是。 

43. A承攬契約係以 (A) 勞動結果 (B) 勞動給付 (C) 勞動方式 (D) 勞動成本  為目的。 

44. C 於一定期間內受僱人應依雇方之指示，從事一定種類之活動稱為 (A) 承攬契約 (B) 口頭約定 

(C) 勞動契約 (D) 工程契約。 

45. A使用之移動梯其寬度應在多少公分以上 (A) 30 公分 (B) 40公分 (C) 50公分 (D) 60公分。 

46. C 實施定期檢查或重點檢查紀錄應保存 (A) 一年 (B) 二年 (C) 三年 (D) 五年。 

47. C 有關事業單位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之規定為何錯誤 (A) 應依勞工安全衛生法及有關規定訂

定適合其需要 (B) 會同勞工代表訂定 (C) 應報經地方主管機關備查 (D) 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

公告實施。 

【第 47題送分】 

48. A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新雇用勞工時應施行 (A) 體格檢查 (B) 定期健康檢查 (C) 特殊健康

檢查 (D)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健康檢查。 

49. C 事業單位工作場所發生死亡災害時下列敘述何者為非 (A) 8 小時內報告檢查機構 (B) 施以必

要之急救與搶救 (C) 在每個月填戴職業災害統計報告時才報告機構 (D) 雇主非經司法機關或

檢查機構許可，不得移動或破壞現場。 

50. D以下何者不是健康檢查種類 (A) 定期檢查 (B) 特殊檢查 (C) 體格檢查 (D) 自動檢查。 

 

本試卷試題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