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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專業科目 A.石油管理法及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
一、單選題
【3】1.依石油管理法規定，石油煉製業及輸入業，應儲備前十二個月國內石油平均銷售量及使用量不低於六十日之
安全存量。請問：上述安全存量，其儲存總量在石油煉製業不得低於多少？
一萬公秉
三萬公秉
五萬公秉
七萬公秉
【3】2.依石油管理法規定，政府應運用石油基金儲存石油；其儲存量，依前一年國內石油平均銷售量及使用量之多
少日需要量計算？
十五日
二十五日
三十日
六十日
【3】3.依據石油管理法規定，不同石油煉製業或輸入業，使用同一儲油設備共同儲備安全存量時，應於每月幾日前
共同向中央主管機關申報在該儲油設備之個別儲備量？
每月十日前
每月十五日前
每月二十日前
每月三十日前
【2】4.依據石油管理法規定，石油煉製業應分別於每年幾月底前編具次一年之煉製、輸入、輸出、銷售計畫，報請
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每年九月底前
每年十月底前
每年十一月底前
每年十二月底前
【1】5.依石油管理法規定，石油煉製業或輸入業敷設石油管線，應於每年幾月底前將前一年之管線檢測、汰換狀況
作成書表，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每年一月底前
每年二月底前
每年三月底前
每年四月底前
【3】6.依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規定，申請於都市計畫地區設置加油站者，其申請基地臨接道路之基地面寬原則上應
在多少公尺以上？
八公尺以上
十二公尺以上
二十公尺以上
二十五公尺以上
【4】7.依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規定，申請於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加油站）設置加油站者，除經其管理機關同意者外，
其申請基地與堰、壩水利建造物應有多少公尺以上之距離？
 30 公尺以上
 50 公尺以上
 60 公尺以上
 100 公尺以上
【3】8.依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規定，申請於非都市土地丁種建築用地設置加油站者，其申請基地可供使用之整塊土
地總面積不得大於多少平方公尺？
五百平方公尺
一千平方公尺
一千五百平方公尺
二千平方公尺
【2】9.依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規定，地下儲油槽與地下鐵道或地下隧道應有多少公尺以上之水平距離？
五公尺以上
十公尺以上
十五公尺以上
二十公尺以上
【3】10.依石油管理法規定，石油業者設置儲油設備，業者應委託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代行檢查機構實施定期或不
定期檢查，並作成紀錄。請問：該項檢查紀錄，業者應保存多少年以上？
一年以上
三年以上
五年以上
七年以上

【3】11.依石油管理法規定，石油煉製業或輸入業於歇業時，其所儲備之安全存量，應先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始
得處分。請問：對於未經核准擅自處分安全存量者，處負責人多少額度之罰鍰？
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
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鍰
【1】12.依石油管理法規定，已訂定國家標準之石油製品應符合國家標準，始得輸入或銷售。請問：對於輸入或銷售
品質不符合國家標準之石油製品者，處多少額度之罰鍰？
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
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鍰
【2】13.依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規定，加油機應接地，並經專業認證機構認證合格，且距離地界線應在幾公尺以上？
一公尺以上
二公尺以上
三公尺以上
四公尺以上
【1】14.依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規定，加油站設置完成取得經營許可執照後，應依有關法令辦妥營業證照，始得開始
營業。請問：加油站取得經營許可執照後，應於多久期限內開始營業？
六個月內
一年內
二年內
三年內
【4】15.依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規定，加油站經營許可執照登記事項變更者，應於事項變更之日起多少日內，填具加
油站經營許可執照登記事項變更登記申請表，並檢附原經營許可執照及有關證件，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申請換發經營許可執照？
 15 日內
 30 日內
 45 日內
 60 日內

二、複選題
【3,4】16.依石油管理法規定，加油站、加氣站、商港或工業專用港加儲油（氣）設施與設置達中央主管機關所定規
模之自用加儲油（氣）設施者，應投保下列哪些保險？
颱風洪水險
商業火災保險
意外污染責任險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1,4】17.依石油管理法規定，有關石油煉製業或輸入業敷設石油管線應遵行事項，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石油管線材質應符合國家標準或其他同等標準之材料
石油管線有腐蝕現象致影響安全之虞時，業者應於辦理定期檢測時再予以汰換
石油管線應每半年定期檢測，並將檢查結果作成紀錄保存，以備主管機關檢查
主管機關對於石油管線得派員或委託專業機構實施檢測，業者不得拒絕
【1,2】18.依石油管理法規定，下列何者非屬石油基金之用途？
漁船用油費用之補助及差價之補貼
大眾運輸車輛用油、運輸費用之補助及差價之補貼
原住民族地區石油設施、運輸費用之補助及差價之補貼
再生能源熱利用替代石油能源獎勵之補助
【1,2,3】19.依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規定，加油站應於明顯處所標示營業主體、加油站站名、營業時間及供油廠商標誌
或名稱，並應於相關場所設置警戒標誌及標線。請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儲油槽區設置「嚴禁煙火」之警戒標誌，並以紅底白字標示板製作
加油區設置「熄火加油」、「嚴禁煙火」之警戒標誌，並以紅底白字標示板製作
加油站出入口設方向標誌，並於地面劃白色箭頭標線
加油站卸油區應於地面以紅底白字標示
【1,4】20.依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規定，有關加油站販售之汽油顏色規定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九二無鉛汽油為藍色、九五無鉛汽油為黃色
九五無鉛汽油為黃色、九八無鉛汽油為綠色
九二無鉛汽油為紅色、九五無鉛汽油為黃色
九二無鉛汽油為藍色、九八無鉛汽油為紅色
【1,2,4】21.依石油管理法規定，下列何者屬於依法應處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鍰之情事？
未取得石油煉製業經營許可執照，且非煉製試車而蒸餾、精煉或摻配石油者
未取得石油輸入業經營許可執照，且未依法經專案核准，而輸入石油者
石油煉製業及輸入業未經依法申請核准，擅自設置儲油設施者
石油煉製業及輸入業未依法儲備安全存量或儲備不足者
【2,3,4】22.依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規定，有關加油站設置自助加油區提供自助加油服務者，其設置自助加油區應符合
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單筆最大加油量，汽油以 100 公升為限；柴油以 250 公升為限
汽油與柴油之自助加油槍不得設置於同一加油機
自助加油機應裝設靜電消除裝置，並設置監視現場動態之系統
禁止於加油站營業時間外提供自助加油服務
【1,2,3】23.依石油管理法規定，下列何者屬於依法應處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之情事？
未經登記而經營汽、柴油批發業務者
違法經營汽、柴油或供車輛使用之液化石油氣零售業務者
未經申請核准而設置儲油設備
經營加油站業務，違反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有關應具設備（施）或經營管理之規定者
【請接續背面】

貳、專業科目 B.職業安全衛生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及施行細則、地下儲槽系統防止
污染地下水體設施及監測設備設置管理辦法、加油站油氣回收設施管理辦法
一、單選題
【4】24.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有關勞動檢查機構對事業單位勞動場所實施檢查之作為，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有不合「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者，應告知違反法令條款
有發生職業災害之虞時，得通知其部分或全部停工
有不合「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者，應通知限期改善
有不合「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者，應通知其部分或全部停工
【2】25.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有關雇主在發生職業災害後依法應有之作為，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採取必要之急救、搶救
職業災害調查為勞動檢查機構的責任，雇主不得調查
會同勞工代表實施職業災害調查
發生死亡災害時，除必要之急救、搶救外，非經司法機關或勞動檢查機構許可，不得移動或破壞現場
【1】26.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勞工可以不參加雇主安排的安全衛生教育及訓練
雇主應對勞工宣導職業安全衛生法及有關安全衛生之規定
勞工應切實遵行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原事業單位應與承攬人負連帶職業災害補償責任
【2】27.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雇主對妊娠中或分娩後未滿一年之女性勞工未採取母性健康保護措施，可能面臨之
罰鍰金額為？
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
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
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
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
【2】28.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未滿十八歲者不可從事之工作為何？
異常氣壓之工作
暴露於鉛散布場所之工作
廁所清洗工作
未超過 220 伏特電力線之銜接
【4】29.依土壤及地下水汙染整治法規定，有關汽柴油洩漏造成土壤污染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汽柴油不屬法規規範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物，無須採取任何行動
汽柴油屬法規規範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物，但在乾燥土壤中會自行生物分解，無須採取任何行動
汽柴油屬法規規範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物，但在濕潤土壤中會自行水解，無須採取任何行動
汽柴油屬法規規範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物，需進行調查評估作業
【4】30.依土壤及地下水汙染整治法規定，特定區域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視區內污染潛勢，定期檢測土壤及地下
水品質狀況，而下列何者非屬本法所定之特地區域？
加工出口區
科學工業園區
工業區
住宅區
【4】31.依土壤及地下水汙染整治法規定，各級主管機關為查證工作時，發現土壤、底泥或地下水因受污染而有影響
人體健康、農漁業生產或飲用水水源之虞者，得準用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採取應變必要措施，下列何者不屬於
此應變措施？
命污染行為人停止作為、停業、部分或全部停工 豎立告示標誌或設置圍籬
移除或清理污染物
立即召開記者會，號召大眾譴責潛在污染責任人
【1】32.下列何者為依土壤及地下水汙染整治法中「汙染土地關係人」之定義？
指土地經公告為污染控制場址或污染整治場址時，非屬於污染行為人之土地使用人、管理人或所有人
因排放、灌注、滲透污染物，致污染物累積於土壤或地下水，而造成土壤或地下水污染之人
因洩漏或棄置污染物而造成土壤或地下水污染之人
因非法排放或灌注污染物而造成土壤或地下水污染之人
【2】33.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中定義土壤、底泥及地下水污染之差異在於：
污染成因不同（如因物質、生物或能量之介入）
污染衝擊及風險不同（如致影響地面水體生態環境與水生食物的正常用途）
污染物完全不同
污染行為人不同
【3】34.有關土壤、地下水污染整治計畫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一般而言，污染整治計畫中不必明定任何整治目標
污染整治計畫中應該明定整治目標，不可因任何理由高於土壤、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
一般而言整治目標必須明訂；如因特定因素無法達到，經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後，可依環境影響與健康風險評
估結果，另提出污染整治目標
一般而言整治目標必須明訂；如因特定因素無法達到，經報請地方主管機關核准後，可依環境影響與健康風險評
估結果，另提出污染整治目標

【2】35.依地下儲槽系統防止污染地下水體設施及監測設備設置管理辦法規定，地下儲槽系統以地下水監測方式進行
監測者，地下水標準監測井應於地下儲槽區及管線區：
上游設置一口以上、下游設置一口以上
上游設置一口以上、下游設置二口以上
上游設置二口以上、下游設置一口以上
上游設置二口以上、下游設置二口以上
【4】36.地下儲槽系統發生之情事並致污染土壤或地下水體者，事業應於三小時內通報所在地主管機關，並進行洩漏
源調查、污染改善、設備修復、關閉或更新改建。而下列何者非屬該情事之一？
儲存物質異常出現於周遭環境
操作狀態顯示有異常洩漏
監測結果研判有洩漏情形
地下水中測得氯苯類物質過高
【1】37.加油站油氣回收設施管理辦法之訂定法源依據為何？
空氣污染防制法
水污染防治法
廢棄物清理法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
【3】38.依加油站油氣回收設施管理辦法規定，加油站應自行或委託專業檢驗測定人員，每二年進行一次氣漏檢測，
每次檢測應於前次檢測月份之前後一個月內進行；每支加油槍應於每年一至六月及七至十二月各至少進行一次氣
油比檢測，其連續兩次檢測間隔期間應為幾個月以上？
一個月
二個月
三個月
四個月

二、複選題
【1,2,4】39.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職業災害之定義為指因勞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原料、材料、化學品、
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工作者之哪些結果？
疾病
失能
財物損失
死亡
【1,2,3】40.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雇主對下列哪些事項，應妥為規劃及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
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之預防
輪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異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之預防
執行職務因他人行為遭受身體或精神不法侵害之預防
員工居家火災之預防
【1,3,4】41.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雇主對於具有危害性之化學品應有哪些措施？
揭示危害性化學品之安全資料表
通過技能檢定者方可使用危害性化學品
從事製造危害性化學品之工作場所，其化學品數量達中央主管機關規定量以上者，事業單位應定期實施製程安全評估
製備危害性化學品清單
【1,2,3,4】42.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會同農業、衛生機關會勘污染管制區之農業行為。必要時，得禁止在污染
管制區內從事下列哪些行為？
種植食用農作物
畜養家禽、家畜
養殖食用水產動、植物 採捕食用水產動、植物
【2,3,4】43.有關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之用途，下列何者正確？
其他與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無關之費用
基金求償及涉訟之相關費用
土壤、地下水污染查證及執行成效之稽核費用
關於補助土壤、地下水污染預防工作事項
【1,2,3】44.有關污染控制場址與污染整治場址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污染控制場址指土壤污染或地下水污染來源明確之場址
污染控制場址指其污染物非自然環境存在經沖刷、流布、沉積、引灌所導致者
污染整治場址指污染控制場址經初步評估，有嚴重危害國民健康及生活環境之虞，而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核公告者
通常污染整治場址之污染物濃度較污染控制場址之污染物濃度為低
【1,2,3,4】45.地下儲槽系統可採下列哪些方式，進行監測並記錄？
密閉測試
土壤氣體監測
地下水監測
槽間監測
【1,2,3,4】46.油氣回收設施設置計畫書內容應包括下列何者？
加油槍油氣回收設備型式
液阻檢測步驟或程序，預計檢測日期
氣油比檢測步驟或程序，預計檢測日期
氣漏檢測步驟或程序，預計檢測日期

參、非選擇題二大題（每大題 10 分）
第一題：
依加油站設置管理條例規定，加油站之經營以汽油、柴油、煤油及小包裝石油產品之供售為主，並得
設置相關附屬設施，亦得兼營相關營業項目。請回答下列問題：
（一）加油站得設置哪些附屬設施？【5 分】（請至少列舉出 5 項，每項 1 分）
（二）加油站除得設置附屬設施外，還可兼營哪些營業項目？【5 分】（請至少列舉出 5 項，每項 1 分）
第二題：
請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回答下列問題：
（一）「工作者」之定義為何？【3 分】
（二）工作者發現哪些情形時，得向雇主、主管機關或勞動檢查機構申訴？【5 分】
（三）雇主不得對提出申訴之工作者施以哪些不利之處分？【2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