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南藥理科技大學九十九學年度第二學期轉學生招生考試
考試科目(二) 職業安全衛生概論試題【四技三年級】

注意
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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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試題計 40 題，甲部分 20 題，每題 4 分；乙部分 20 題，每題 6 分，兩者合計共 200 分。每題都有(A)(B)(C)(D)
四個答案，其中只有一個是正確，請將正確的答案選出，然後在答案卡上同一題號相對位置方格範圍內，
用 2B 鉛筆全部塗黑，答對者得題分，答錯與不答者該題以零分計。
二、 請先將本試題准考證號碼方格內，填上自己准考證號碼，考完後將「答案卡」及「試題」一併繳回。

【甲】每題 4 分
1.

依法令規定，事業單位辦理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練，其計畫、受訓人員名冊、簽到紀錄、課程內容等實施資料應
如何處理？ (A)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B)報請直轄市主管機關備查 (C)報請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D)留存備查 。

2.

事業單位安全衛生政策應由誰制定？ (A)安全衛生人員 (B)雇主 (C)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D)各級主管人員 。

3.

佩戴安全帶主要目的為下列何者？ (A)幫助平衡 (B)防止感電 (C)防止中毒 (D)防止人體墜落 。

4.

依法令規定鍋爐及壓力容器之竣工檢查及定期檢查，應由何者申請檢查？ (A)修改人 (B)製造人 (C)雇主 (D)操作
人員 。

5.

墜落災害防止對策在高處作業人員之管理對策方面，不包括下列何項？ (A)培養從事高處作業之安全態度 (B)限制
身體精神狀況不良勞工之作業 (C)選擇適合高架作業之勞工 (D)設置無墜落之虞的通路、樓梯、升降設備等設施 。

6.

依法令規定，以人力搬運或揹負重量多少公斤以上物體之作業，屬重體力勞動作業？ (A)40 (B)30 (C)20 (D)10 。

7.

依法令規定，勞工在工作場所暴露於連續性噪音在任何時間不得超過多少分貝？ (A)140 (B)115 (C)100 (D)90 。

8.

某事業單位新設荷重二公噸之堆高機乙部，其操作人員應接受下列何種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A)危險性設備 (B)
危險性機械 (C)有害作業 (D)特殊作業 。

9.

勞工參加有關之勞工安全衛生教育訓練，缺課時數達課程總時數多少以上時，則訓練單位應通知其退訓？ (A)五
分之一 (B)五分之二 (C)五分之三 (D)五分之四 。

10. 雇主對於處理有害物等之有害作業場所，應採取之預防危害措施，下列何者不正確？ (A)置備鮮奶供作業勞工飲
用解毒 (B)使用代替物 (C)改善作業方法 (D)工程控制 。
11. 風險評估的基本方法以簡單的公式描述為下列何者？ (A)危害×暴露＝風險 (B)風險×暴露＝危害 (C)風險×危害＝
評估 (D)危害×風險＝暴露 。
12. 危害之控制方法應優先考慮下列何者？ (A)健康管理 (B)危害源消除 (C)落實作業管理 (D)落實使用個人安全防
護具 。
13. 依法令規定，移動梯之寬度應在多少公分以上？ (A)10 (B)20 (C)30 (D)40 。
14. 為瞭解作業環境中有害因子之強度，並建立勞工暴露資料，應採下列何者？ (A)工程改善 (B)低毒性取代高毒性 (C)
有害物標示 (D)作業環境測定 。
15. 依勞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之規定，一般辦公場所全面照明應達多少米燭光以上？ (A)100 (B)200 (C)300 (D)500 。
16. 僱用勞工從事建築工程作業時，於各項勞工安全衛生管理措施中，依法應報請勞動檢查機構備查者為何？ (A)新
僱勞工之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B)施工安全管理計畫 (C)實施勞工體格檢查結果 (D)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
17. 下列有關移動式施工架，應採取之措施何者有誤？ (A)作業時施工架應予固定 (B)應提供安全上下之設備 (C)細長
型施工架應設控索或補助支撐 (D)施工架移動時於其上作業人員應蹲下以防墜落 。
18. 以鹵化烷類滅火藥劑之方法，主要是利用何種滅火原理？ (A)窒息法阻斷氧氣 (B)移除法除去可燃物 (C)冷卻法降
低溫度 (D)抑制連鎖反應 。
19. 可燃性液體中，其閃火點應低於攝氏幾度者，始歸列為引火性液體？ (A)65 (B)70 (C)75 (D)80 。
20. 依法令規定，第一類事業單位勞工人數在多少人以上，應參照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之職業安全衛生管理系統指引，
建立適合該事業單位之職業安全衛生管理系統？ (A)100 (B)200 (C)300 (D)400 。

＜背面尚有題目＞

【乙】每題 6 分
21. 下列何者不屬於勞工安全衛生法所稱之職業災害？ (A)化學工廠爆炸致居民死傷多人 (B)勞工於噴漆時有機溶劑
中毒 (C)勞工因工作罹患疾病 (D)勞工為修理機器感電死亡 。
22. 下列何者非屬失能傷害？ (A) 暫時全失能 (B)輕傷害 (C)永久全失能 (D)死亡 。
23. 有關事業單位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之規定，下列何者為錯誤？ (A)應報經檢查機構備查並公告實施 (B)應報經當
地勞工主管機關認可 (C)會同勞工代表訂定 (D)應依勞工安全衛生法及有關規定訂定適合其需要者 。
24. 化學性有害物進入人體最常見路徑為下列何者？ (A)皮膚 (B)口腔 (C)呼吸道 (D)眼睛。
25. 依勞工安全衛生法令規定，下列何者為危險性設備？ (A)升降機 (B)固定式起重機 (C)營建用提升機 (D)鍋爐 。
26. 事業單位規劃實施勞工健康檢查，下列何者不是考量的項目？ (A)勞工之任職年資 (B)勞工之年齡 (C)勞工之作業
別 (D)性別 。
27. 依法令規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之內容可參酌下列那一事項擬定之？ (A)事業之經營方針 (B)教育與訓練 (C)勞工
學歷 (D)勞工體能狀態 。
28. 依法令規定，事業單位成立之製程評估小組成員應包含下列何者？ (A)勞工代表 (B)工作場所負責人 (C)事業經營
負責人 (D)工會代表 。
29. 防塵口罩選用原則，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A)吸氣抵抗愈低愈好 (B)重量愈輕愈好 (C)捕集效率愈高愈好 (D)視野
愈小愈好 。
30. 下列何者為各級主管人員職責之一？ (A)督導職業災害調查及處理，辦理職業災害統計 (B)安全衛生管理執行事項
(C)規劃實施勞工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D)規劃勞工健康檢查，實施健康管理 。
31. 依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暨檢查辦法規定，經審查合格之下列何種危險性工作場所，於施工過程中變更主要分項工
程施工方法時，應就變更部分重新評估後，報經原檢查機構審查？ (A)丁類 (B)丙類 (C)乙類 (D)甲類 。
32. 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欖人分別僱用勞工共同作業時，應由何者指定工作場所負責人，擔任統一指揮及協調工
作？ (A)原事業單位 (B)承攬人 (C)再承攬 (D)檢查機構 。
33. 自動檢查計畫之訂定，下列何者可免實施整體檢查？ (A)車輛系營建機械 (B)升降機 (C)堆高機 (D)高壓電氣設
備 。
34. 何種裝置可以預防木材加工用圓盤鋸於鋸切木條時之反撥？ (A)自動護罩 (B)撐縫片 (C)手工具送料 (D)光電監
視 。
35. 製作安全作業標準時，下列何者為優先分析項目？ (A)工作步驟 (B)可能造成之傷害 (C)不安全因素 (D)事故處理
之方法 。
36. 依法令規定，事業單位之勞工安全衛生管理，由誰綜理負責？ (A)勞工 (B)安全衛生人員 (C)各級主管人員 (D)
雇主 。
37. 如果有一位勞工時常發生不安全的行為，其主管把他正在做的事擱下來，有目的地去觀察這位勞工的工作情形，
在安全觀察實施方式中，屬於下列那一種方式？ (A)計畫的安全觀察 (B)臨時的安全觀察 (C)有意的安全觀察 (D)
特別的安全觀察 。
38. 依法令規定，勞工安全衛生管理計畫應由下列何者擬訂？ (A)雇主 (B)勞工安全衛生人員 (C)人事人員 (D)作業勞
工 。
39. 依法令規定，粉塵作業以外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勞工特殊健康檢查結果所有檢查項目正常者，其健康管理屬第
幾級？ (A)Ｏ (B)一 (C)二 (D)三 。
40. 下列何者非機械本質安全化之作為或裝置？ (A)連鎖裝置 (B)安全護具 (C)安全係數之考量 (D)安全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