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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單選題 

【4】1.依石油管理法用詞之定義，下列何者不是石油製品？ 

煤油 輕油 液化石油氣 天然氣 

【2】2.依石油管理法規定，石油業或非石油業者，輸入石油系列之溶劑油或潤滑油，應於輸入後幾日內檢附
申報書，載明經營主體及所在地、負責人姓名及住所、輸入貨品種類、數量、用途，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五日內 十日內 十五日內 三十日內 

【2】3.依石油管理法規定，加油站經廢止許可執照者，原營業主體及負責人自廢止之日起幾年內，不得於
原設置地點申請設站？ 

一年內 二年內 三年內 四年內 

【1】4.依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規定，申請於非都市計畫甲、乙、丙種建築用地設置加油站者，有關申請基

地，可供使用之整塊土地總面積需在幾平方公尺以上？ 

 300平方公尺   500平方公尺 

 1,200平方公尺   1,500平方公尺 

【2】5.依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規定，於高速公路服務區或休息站內設置之加油站，遇有緊急或特殊情況，
致加油業務有中斷之虞時，高速公路管理機關得在原經營許可範圍內，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同意由高速公路
管理機關或其臨時委託之加油站業者繼續經營，其期限不得超過幾個月？  

一個月 三個月 六個月 九個月 

【3】6.依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規定，兼營加氣站業務之加油站，其儲油槽、加油機、油罐車卸油位置與儲
氣槽、加氣機、氣槽車卸氣位置二者間，應保持幾公尺以上之安全距離？ 

一公尺 三公尺 五公尺 十公尺 

【4】7.依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規定，同時設置加油站及兼營加氣站業務者或已開業加油站兼營加氣站業務

者，於非都市土地類別之土地其可供使用之整塊土地總面積之限制規定，於申請兼營加氣站業務時，不得
逾幾平方公尺？ 

 300平方公尺  500平方公尺  1,500平方公尺  3,000平方公尺 

【2】8.依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規定，加油站經核准籌建後，未於核准次日起三年內完成各項營運設備，並檢
具文件送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規定申請核發經營許可執照，有不可歸責於申請人之事由時，得檢具
相關證明文件，於期限屆滿前，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延展，延展期限每次不得逾幾個月？ 

三個月 六個月 九個月 十二個月 

【3】9.依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規定，同一山地鄉同一村內，如有依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規定核准設置加油
站開業經營時，下列何種加油站應廢止其核准？ 

汽油加油站 柴油加油站 聽裝加油站 漁船加油站 

【3】10.依石油管理法規定，石油業者設置儲油設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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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檢查紀錄，業者應保存幾年以上？ 

一年 三年 五年 十年 

 

【4】11.依石油管理法規定，應於每年十月底前編具次一年之煉製、輸入、輸出、銷售計劃，報請中央主管

機關備查之業者，不包括下列何者？ 

石油煉製業 

石油輸入業 

汽、柴油批發業 

汽油、柴油或供車輛使用之液化石油氣之零售業 

【2】12.依石油管理法規定，加油站銷售品質不符合國家標準之汽、柴油時，應處多少罰款？ 

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 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 

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 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 

【3】13.依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規定，加油站兼營便利商店時，加油站面積應有幾平方公尺以上？ 

 300平方公尺  500平方公尺  1,000平方公尺  1,500平方公尺 

【1】14.依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規定，有關加油站之加油機，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具可倒退計數表之流量式加油機 

加油機應接地，並經專業認證機構認證合格，且距離地界線應在二公尺以上 

加油機加油皮管應裝設經專業認證機構認證合格之緊急脫離器 

加油槍應具備加滿自動跳停功能 

【2】15.依石油管理法規定，經營加油站，其經營許可執照未依規定換發時，應處多少罰款？ 

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 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 

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 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 

【2】16.依石油管理法規定，石油煉製業或輸入業敷設石油管線，應於每年幾月底前編具次一年之管線維修

檢測、汰換、防盜、防漏及緊急應變計畫？ 

每年 9月底前 每年 10月底前 每年 11月底前 每年 12月底前 

【2】17.依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規定，申請於非都市土地交通用地上設置加油站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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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平方公尺  1,500平方公尺  1,000平方公尺  500平方公尺 

【1】18.依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規定，地下儲油槽應固定於多少公分以上厚度之鋼筋混凝土之堅固基礎上？ 

 30公分  40公分  50公分  60公分 

【4】19.依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規定，地下儲油槽頂部與基地表面距離應在多少公分以上？ 

 30公分  40公分  50公分  60公分 

【2】20.依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規定，經營加油站業務者，應依加油站營運設備自行安全檢查表自行實施加

油站設施每日、每月及每半年安全檢查，並製作檢查紀錄，且應保存多久期間以上？ 

六個月以上 一年以上 二年以上 三年以上 

【4】21.依石油管理法規定，石油煉製業及輸入業未依規定儲備安全存量或儲備不足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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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依石油管理法規定，經營加油站業者未於加油站開業後一個月內加入當地加油站商業同業公會者，

處多少額度之罰鍰？ 

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2】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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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與所面臨道路上之鐵路平交道、

隧道口、同側高速公路交流道匝道漸變端點，應有多少公尺以上之距離？ 

 50公尺以上  100公尺以上  150公尺以上  200公尺以上 

【1】24.依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規定，加油站設置有關自動販賣機及民生用品零售服務設施之附屬設施者，

該項目之總面積，不得超過多少平方公尺？ 

 20平方公尺  30平方公尺  50平方公尺  100平方公尺 

【3】25.依石油管理法規定，未經登記而經營汽、柴油批發業務，其因而致生公共危險者，處有期徒刑、拘

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多少額度之罰金？ 

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貳、複選題 

【24】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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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油管線高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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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應立即汰換  

石油管線應每月定期檢測，並將檢查結果作成紀錄保存，以備主管機關檢查 

石油管線配置圖、竣工圖等相關資料應送主管機關建立管線管理資訊系統 

【14】27.依石油管理法規定，下列何者為情節重大之情形？ 

違反規定，有事實足認不能於九十日內改善者 二年內違反同一規定事項達三次者 

一年內經處罰累積達三次者 違反規定煉製、輸入、銷售油品一次達二○○公秉以上者 

【124】28.依石油管理法規定，下列何種業者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繳納石油基金？ 

石油輸入業者  探採石油業者 

石油輸出業者  製造石化原料工業副產之石油製品業者 

【123】29.依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規定，加油站可兼營下列哪一種項目？ 

經銷公益彩券 

從事僅供收受洗滌物場所之洗衣業務 

提供營業站屋屋頂供設置行動電話基地台 

屋頂供他人設置裝置容量不及一千瓩並利用太陽能之自用發電設備 

【234】30.依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規定，加油站經核准籌建後，應於核准次日起三年內完成各項營運設備，

並檢具下列哪些文件送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 

中央主管機關核發加油站經營許可執照 建築物之使用執照影本 

消防主管機關核發之合格證明文件 環境保護主管機關核發之合格證明文件 

【24】31.依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規定，經營加油站業務者，不得有下列何情事？ 

灌注柴油至內容積總和為三千公升油罐車之罐槽體 

灌注柴油至內容積總和為五千公升車輛裝載之油槽（桶） 

灌注汽油至油罐車之罐槽體裝載內容積總和為一百公升之油槽（桶） 

灌注汽油至車輛裝載內容積總和為三百公升之油槽（桶） 

【24】32.依石油管理法規定，加油站應投保下列何責任險？ 

第三人責任險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產品責任險  意外污染責任險 

【1234】33.依石油管理法規定，有下列何款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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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取得石油輸入業經營許可執照，且未依第十二條或第十三條規定，經專案核准，而輸入石油 

違反中央主管機關得實施緊急時期石油管制、配售、價格限制、安全存量調整提撥及運用措施者 

石油管線有腐蝕現象致影響安全之虞時，業者未遵期改善之規定者 

【24】34.依石油管理法規定，有關石油業者設置儲油設備之業務監督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設置儲油設備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設置儲油設備之設置申請程序、用地、條件及其他管理事項之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中央主管機關不得委託他人抽查儲油設備 

儲油設備之檢查紀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必要時得派員查核 

【14】35.依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規定，下列有關經營加油站業務者，有關對特殊用油需求者以桶（槽）加油

之販售行為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柴油數量在 10公升以上，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登記表登記 

柴油數量限制，如為農民提出農機使用證者，不在此限 

應於消費者攜帶之容器上，黏貼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警語標籤 

禁止灌注油品至塑膠容器、紙質容器或塑膠袋 

【34】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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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自助加油區之設

置應符合相關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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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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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九二無鉛汽油為藍色、九五無鉛汽油為紅色 九五無鉛汽油為黃色、九八無鉛汽油為紅色 

九二無鉛汽油為黃色、九八無鉛汽油為紅色 九二無鉛汽油為藍色、九五無鉛汽油為黃色 

【134】38.依石油管理法規定，有關汽、柴油銷售管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經營汽、柴油批發業業務者，以股份有限公司為限 

申請經營汽、柴油批發業業務者，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登記，並取得登記證後始得營業 

原則上，經營汽油、柴油或供車輛使用之液化石油氣之零售業務者，應設置加油站、加氣站或漁船加油站 

經營加油站、加氣站或漁船加油站業務者，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准設站 

【13】39.依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規定，有關加油站基本設施設備設置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地下儲油槽與地下鐵道或地下隧道應有 10公尺以上之水平距離 

地下儲油槽應以厚度 15公分以上之鋼筋混凝土覆蓋 

地下儲油槽與加油站地界線應有 30公分以上之距離 

地下儲油槽之排氣管管口與高壓電線應有 2公尺以上之水平距離 

【23】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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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違法將原油提供予未經專案核准之非石油煉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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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用加儲油（氣）設施者 

違法銷售非依法輸入或非依法在國內所煉製之石油者 

參、非選擇題二大題（每大題 10分） 

第一題： 

依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第 14條規定，加油站應標示售油種類及油品價格，而標示時應符合哪些規定？

請至少列出五項。【10分】 

第二題： 

近年來，國內公民營加油站如雨後春筍般設立，朝向多角化方式經營，已是加油站營運之趨勢。依加油

站設置管理規則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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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加油站得設置哪些附屬設施？請至少列舉出五項。【1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