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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本試題本為雙面，共100分，答案卡每人一張，不得要求增補。未依規定畫記答案

卡，致讀卡機器無法正確判讀時，由應考人自行負責，不得提出異議。 

④ 限用2B鉛筆作答。請按試題之題號，依序在答案卡上同題號之劃記答案處作答，未

劃記者，不予計分。欲更改答案時，請用橡皮擦擦拭乾淨，再行作答，切不可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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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選題【共 50 題，每題 2 分，共 100 分】 

1. 易燃液體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規定，係指閃火點未滿攝氏多少度之物質？ 

(A)65  (B)45  (C) 70  (D)80 度 

2. 雇主對於建築物之工作室，除建築法規另有規定者其樓地板至天花板淨高應在多少公

尺以上？ 

(A)1.1  (B)2.1  (C)3.1 (D)4.3 公尺 

3. 設置固定梯子長超過6公尺時，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規定，應每隔多少公尺以下設

一平台？ 

(A)9  (B)7  (C)5  (D)3 公尺 

4. 為避免造成衝、撞、剪、夾之危害，磨床或龍門刨床之刨盤、牛頭刨床之滑板等之何

處，應設置護罩、護圍等設備？ 

(A)衝程部分   (B)突出旋轉中加工物部分  

(C)電源部分  (D)緊急制動裝置 

5. 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規定，俗稱的電石（碳化鈣）屬於下列何者？ 

(A)爆炸性物質 (B)著火性物質 (C)易燃液體 (D)可燃性氣體 

6. 對於從事熔接、熔斷、金屬之加熱及其他使用明火之作業或有發生火花之虞之作業時，

若使用下列何種氣體作為通風換氣之用容易引起燃燒爆炸？ 

(A)氮氣 (B)氧氣 (C)一氧化碳 (D)二氧化碳 

7. 雇主對於染有油污之破布、紙屑等應使蓋藏於下列何者之內，或採用其他適當處置已

防止火災？ 

(A)塑膠容器 (B)橡膠容器 (C)不銹鋼容器 (D)大型紙箱 

8. 下列何種狀況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規定，無強制規定要裝設感電防止用漏電斷路

器？ 

(A)營造工地之電氣設備  

(B)使用對地電壓220伏特之手提電鑽 

(C)於潮濕場所使用電銲機  

(D)使用單相三線220伏特之冷氣機 

9. 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規定，勞工從事與動、植物接觸作業，有造成勞工傷害或下列

何種情形者，雇主應採取危害預防或隔離設施、提供適當之防衛裝備或個人防護器具？ 

(A)過敏 (B)中毒  (C)感染 (D)心理恐懼 

10. 採人工照明之作業場所，何者應採用局部照明？ 

(A)精密儀器組合  (B)一般辦公場所  

(C)鍋爐房  (D)精細物件儲藏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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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一般辦公場所之人工照明，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規定，應至少達多少米燭光？ 

(A)50  (B)100  (C)200  (D)300  米燭光 

12. 安全門之寬度依規定不得小於幾公尺？ 

(A)1.2  (B)l.6 (C)1.8  (D)2  公尺 

13. 搬運高壓氣體容器時，不論盛裝或空容器，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規定，下列敘述

何者有誤？ 

(A)溫度保持攝氏25度以下 

(B)儘量使用專用手推車 

(C)容器吊起搬運不得直接使用吊鏈 

(D)容器卸車必須使用緩衝板或輪胎 

14. 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規定，人工濕潤工作場所，濕球與乾球溫度相差攝氏多少度

以下時，應立即停止人工濕潤？ 

(A)0.4 (B)1.4 (C)2.4 (D)3.4  攝氏度 

15. 能以動力驅動且自行活動於非特定場所之車輛，稱為？ 

(A)運輸機械 (B)升降機械 (C)軌道機械 (D)車輛機械 

16. 一大氣壓下、攝氏十五度時，具有可燃性之氣體，稱為？ 

(A)爆炸性氣體 (B)氧化性物質 (C)低燃點氣體 (D)可燃性氣體 

17. 氣體集合熔接裝置中之氣體集合裝置，係指由導管連接幾個以上之可燃性氣體容器？ 

(A)五 (B)十 (C)十五 (D)二十 

18. 除焊接、切割、燃燒及加熱等動火作業外，雇主使勞工於有危害勞工之虞之局限空間

從事作業時，其進入許可應載明事項，何者為非？ 

(A)雇主及其簽名   

(B)作業場所之能源隔離措施  

(C)作業人員與外部連繫之設備及方法    

(D)作業場所可能之危害 

19. 雇主對車輛通行道寬度，如係單行道則為最大車輛之寬度加幾公尺？ 

(A)1 (B)1.2 (C)2 (D)2.1 

20. 雇主架設之通道（包括機械防護跨橋），如係設置於豎坑內之通道，長度超過十五公

尺者，每隔幾公尺內應設置平台一處？ 

(A)五 (B)七 (C)十 (D)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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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雇主架設之通道（包括機械防護跨橋），如傾斜超過幾度以上者，應設置踏條或採取

防止溜滑之措施？ 

(A)15   (B)20   (C)25   (D)30 

22. 有墜落之虞之場所，應置備高度幾公分以上之堅固扶手？ 

(A)九十   (B)八十五   (C)八十   (D)七十五 

23. 直徑不滿幾公分之研磨輪得免予速率試驗？ 

(A)十   (B)十五 (C)二十 (D)二十五 

24. 雇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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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有至少保持

幾公尺距離之過捲預防裝置？ 

(A)0.05   (B)0.15   (C)0.25   (D)0.5 

25. 雇主對於最大速率超過每小時幾公里之車輛系營建機械，應於事前依相關作業場所之

地質、地形等狀況，規定車輛行駛速率，並使勞工依該速率進行作業？ 

(A)十   (B)十五   (C)二十   (D)二十五 

26. 雇主對於物料之搬運，應儘量利用機械以代替人力，凡幾公斤以上物品，以人力車輛

或工具搬運為原則？  

(A)四十   (B)四十五   (C)五十   (D)六十 

27. 雇主對物料之堆放，下列規定何者錯誤？ 

(A)不得影響照明  (B)不得妨礙機械設備之操作 

(C)不得超過堆放地最小安全負荷 (D)不得阻礙交通或出入口 

28. 雇主對於使用溶解乙炔之氣體集合熔接裝置之配管及其附屬器具，不得使用銅質及含

銅百分之多少以上之銅合金製品？ 

(A)50   (B)60   (C)70   (D)80 

29. 雇主對於高度在幾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份，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者，

應設有適當強度之圍欄、握把、覆蓋等防護措施？ 

(A)1.2   (B)1.5   (C)1.75   (D)2 

30. 雇主應於明顯易見之處所設置警告標示牌，並禁止非與從事作業有關之人員進入該工

作場所，下列何者為非？ 

(A)氧氣濃度未達百分之二十之場所   

(B)有害物超過勞工作業場所容許暴露標準之場所   

(C)處置大量高熱物體或顯著濕熱之場所   

(D)處置特殊有害物之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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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係依照何種法規所訂定？ 

(A)職業安全衛生法  (B)消防法  

(C)勞動基準法  (D)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 

32. 本設施規則所稱「離心機械」，係指利用迴轉離心力將內裝物分離、脫水及鑄造者。

但不包含以下何項設備： 

(A)離心脫水機 (B)離心分離機 (C)機械攪拌機 (D)離心鑄造機 

33. 本設施規則所稱「著火性物質」，不包含以下何種物品： 

(A)黃磷 (B)氧化鈣 (C)鎂粉、鋁粉 (D)碳化鈣 

34. 本設施規則所稱「可燃性氣體」，不包含以下何種物質： 

(A)氫 (B)乙烯 (C)丁烷 (D)氨 

35. 雇主為防止電氣災害，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以下敘述何者錯誤： 

(A)可以肩負方式攜帶竹梯、鐵管或塑膠管等過長物體，接近或通過電氣設備 

(B)發電室、變電室或受電室，非工作人員不得任意進入 

(C)拔卸電氣插頭時，應確實自插頭處拉出 

(D)非職權範圍，不得擅自操作各項設備 

36. 雇主對於從事地面下或隧道工程等作業，有物體飛落、有害物中毒、或缺氧危害之虞

者，應使勞工確實配戴安全防護裝備，但不包括以下器材： 

(A)空氣呼吸器 (B)防毒面具 (C)安全帽 (D)保暖衣 

37. 雇主對於勞工在作業中使用之物質，有因接觸而傷害皮膚、感染、或經由皮膚滲透吸

收而發生中毒等之虞時，應置備適當防護具，但不包括以下何者？ 

(A)不浸透性防護衣 (B)防護手套 (C)耳塞 (D)防護鞋 

38.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所稱「爆炸性物質」，不包含以下何種成分： 

(A)硝化甘油 (B)甲苯 (C)三硝基苯 (D)過醋酸 

39.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所稱「氧化性物質」，不包含以下何種成分： 

(A)鎂粉 (B)過氧化鉀 (C)過氧化鋇 (D)過氧化鈉 

40.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所稱「高壓氣體」，係指在常用溫度下，表壓力達每平方公分N

公斤以上之壓縮氣體。N=？ 

(A)6 (B)8 (C)10 (D)15 

41. 雇主對於機械之原動機、轉軸、齒輪、帶輪、飛輪、傳動輪、傳動帶等有危害勞工之

虞之部分，應有適當的防護設施。以下何者非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指定的防護設施？ 

(A)護罩 (B)閃燈 (C)套胴 (D)跨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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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以下何者非屬於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定義之「一般工作機械」？ 

(A)起重升降機 (B)研磨機 (C)衝剪機械 (D)滾軋機 

43. 雇主對行駛於軌道之動力車，應設置手煞車，N公噸以上者，應增設動力煞車。N = ？  

(A)6 (B)8 (C)10 (D)12 

44. 雇主對於高度在N公尺以上之作業場所，有遇強風、大雨等惡劣氣候致勞工有墜落危險

時，應使勞工停止作業。N=？ 

(A)4 (B)3 (C)2.5 (D)2 

45.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所稱「低壓」，係指V伏特以下電壓。V=？ 

(A)300 (B)400 (C)500 (D)600 

46. 勞工從事載貨台裝卸貨物其高差在N公尺以上時，應提供勞工安全上下之設備。N=？ 

(A)1.5 (B)2 (C)2.5 (D)3 

47. 雇主對於高煙囟及高度在N公尺以上並作為危險物品倉庫使用之建築物，均應裝設適當

避雷裝置。N=？  

(A)2 (B)3 (C)4 (D)5 

48. 雇主對於常溫下具有自燃性之之四氫化矽(矽甲烷)之處理方式，以下敘述何者為非？  

(A)未使用之氣體容器與供氣中之容器得合併放置 

(B)提供必要之個人防護具，並使勞工確實使用 

(C)保持逃生路線暢通  

(D)避免使勞工單獨操作 

49. 雇主對於化學設備或其附屬設備，為防止因爆炸、火災、洩漏等造成勞工之危害，應

採取各種防範措施，下列敘述，何者為非？  

(A)確定冷卻、加熱、攪拌及壓縮等裝置之正常操作 

(B)保持安全閥、緊急遮斷裝置、自動警報裝置或其他安全裝置於開啟狀態 

(C)確定為輸送原料、材料於化學設備或自該等設備卸收產品之有關閥、旋塞等之正常操作 

(D)保持溫度計、壓力計或其他計測裝置於正常操作功能 

50. 雇主對於使用之乾燥設備，應依規定進行。以下敘述何者為非？  

(A)不得使用於加熱、乾燥氧化性固體  

(B)乾燥設備之外面，應以不燃性材料構築 

(C)危險物乾燥設備之熱源，不得使用明火  

(D)乾燥設備之內部，應置有隨時能測定溫度之裝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