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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列那一項說明是屬於我國勞工安全衛生法所稱「立即發生危險之虞」之工作場所？  (A)游離輻射線作業場所  
(B)超過規定負載之移動式起重機作業場所  (C)於儲槽內部從事有機溶劑作業之室內作業場所  (D)從事缺氧作業
而有發生缺氧危險之虞之作業場所。 

2. 勞動檢查機構受理勞工申訴後，應儘速就其申訴內容派勞動檢查員實施檢查，並應於多久時間內將檢查結果通知

申訴人？ (A) 7天  (B) 10天  (C) 14天  (D) 30天。 

3. 依法規規定，一般辦公場所之全面照明應達多少米燭光以上？ (A) 50  (B) 100  (C) 200  (D) 300。 

4. 控制污染物最好從那一種方式著手？ (A)發生源 (B)人員管理  (C)傳播路徑  (D)衛生習慣。 

5. 二氧化矽之粉塵進入人體會危害之主要途徑為何？  (A)皮膚接觸  (B)呼吸系統吸入  (C)消化道食入  (D)皮下
組織。 

6. 有機鉛對人體之危害在於那一部位？ (A)血液  (B)神經  (C)皮膚  (D)心臟。 

7. 為避免操作、觸摸或接近電氣設備而發生感電事故，下列那一項安裝措施無法達到避免感電？  (A)過載斷路器  
(B)雙重絕緣電氣設備  (C)漏電斷路器  (D)電器外殼接地。 

8. 焊接作業應使用那一種防護眼鏡最適當？ (A)一般安全眼鏡  (B)遮光眼鏡  (C)防毒眼鏡  (D)防塵眼鏡。 

9. 一般作業場所空氣品質之好壞係以何者含量作為指標？ (A)氧  (B)氮  (C)一氧化碳  (D)二氧化碳。 

10. 人為失誤的原因，下列敘述何者不正確？(A)不適當之機械或物質環境  (B)缺乏知識或技能  (C)不適當的個人防
護具  (D)身體不能適應。 

11. 高溫作業暴露屬於那一種危害？ (A)物理性危害  (B)化學性危害  (C)人體工學危害  (D)生物性危害。 

12. 依『勞工健康保護規則』之規定，勞工於多少分貝之噪音場所作業，應定期實施特殊健康檢查？  (A) 80  (B) 85   
(C) 90  (D) 95。 

13. 依『勞工健康保護規則』之規定，某位勞工 47歲應多久安排實施定期檢查一次？  (A)半年  (B)一年  (C)二年   
(D)三年。 

14. 電氣火災不適用何種滅火材料滅火器？ (A)乾粉  (B)CO2  (C)海龍  (D)泡沫。 

15. 下列何者不是燃燒的要素？ (A)溫度  (B)燃料  (C)壓力  (D)開放性鏈反應。 

16.  以人力搬運重物，方式不正確時，最易受到傷害的部位是何處？  (A)手部  (B)腳部  (C)胸部  (D)腰部。 

17. 安全顏色中的橙色是代表何種意義？  (A)危險或禁止之指示  (B)有立即的危險之指示  (C)注意警告之指示   
(D) 放射性危害之指示 。 

18. 工業安全標示中，表示禁止者之形狀應使用那一項？ (A)正三角形  (B)矩形 (C)圓形  (D)菱形 。 

19. 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之訂定，是由誰來訂定？  (A)雇主自行訂定  (B)雇主會同勞方代表訂定  (C)勞工自行訂定  
(D)安全衛生人員與醫護人員。 

20. 新僱勞工用以分配工作依據之檢查為  (A)定期健康檢查  (B)體格檢查  (C)特殊健康檢查  (D)一般檢查。 

21. .依勞工安全衛生法規定，勞工不遵勞工安全衛生工作守則時，最重將受到何種方式之處罰？ (A)新台幣三千元以
下之罰鍰  (B)新台幣三萬元以下之罰鍰  (C)一年以下之有期徒刑  (D)勞動服務。 

22. 距離某機械 5米處量得音量為 85分貝，若另一音量相同的機械併置一起同時運轉，於原測量處之音量約為多少分

貝？ (A) 85  (B) 88  (C) 90  (D) 170。 

23. 位於台北市之某營造公司至台北縣樹林鎮承包工程，而發生死亡職業災害時，應向那一單位報告？ (A)台北市勞

工局檢查所  (B)行政院勞委會勞工安全衛生處  (C)行政院勞委會北區勞動檢查所  (D)行政院勞委會中部辦公

室。 

24. 相同排氣量下，下列那一種局部排氣裝置氣罩效果最好？ (A)崗亭式氣罩  (B)外裝式氣罩  (C)包圍式氣罩     
(D)接收式氣罩。 

＜背面尚有題目＞ 



25. 依法規規定勞工接近黑球溫度超過多少度以上之灼熱物體時，雇主應提供熱防護衣物供勞工使用？ (A) 30  (B) 40  
(C) 50  (D) 60。 

26. 測定噪音對人體之危害時，噪音計之功能開關應調至那一種特性之權衡電網？ (A) A權  (B) B權 (C) C權      
(D) D權。 

27. 下列何者不屬於勞工安全衛生法所指之職業災害？ (A)勞工於噴漆時有機溶劑中毒  (B)化學工廠爆炸致居民死傷
多人  (C)勞工因工作罹患疾病  (D)勞工為修理機器感電死亡。 

28. 所謂童工是指多大年齡之受僱從事工作者？ (A)13歲以上未滿 14歲  (B) 14歲以上未滿 15歲  (C) 15歲以上未
滿 16歲  (D) 12歲以上未滿 13歲。 

29. 裝卸貨物高度超過多少米以上之場所作業時，雇主應設置能使勞工安全上下之設備？ (A) 1.0  (B) 1.5  (C) 2.0  
(D) 2.5。 

30. 安全衛生設施規則對危險物之界定，汽油屬於下列那一類？ (A)爆炸性物質  (B)著火性物質  (C)引火性物質   
(D)可燃性氣體。 

31. 坐姿不良是屬於何種危害？ (A)物理性危害  (B)化學性危害  (C)人體工學危害  (D)生物性危害。 

32. 依勞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之規定，安全門之寬度不得小於多少公尺？ (A) 1.0  (B) 1.2  (C) 1.5  (D) 1.8。 

33. 下列那一項是消除靜電危害的最有效方法？ (A)絕緣  (B)接地  (C)裝設開關  (D)加濕。 

34. 依勞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之規定，多少公斤以上之物品宜用人力車輛或工具搬運為原則？ (A) 55  (B) 50  (C) 45 
(D) 40。 

35. 將有害物排除最有效的方法為何？ (A)局部排氣 (B)自然換氣 (C)溫差排氣 (D)整體換氣。 

36. 通風系統內某點之靜壓為 30 mmH2O，動壓為 80 mmH2O，則其全壓為多少 mmH2O？ (A) 50  (B) 110  (C) 80    
(D) 30。 

37. 依法規定勞工在 95分貝之作業場所連續作業，每天暴露時間不得超過多少小時？ (A) 8  (B) 6  (C) 4  (D) 10。 

38. 下列那一項屬於非游離幅射？(A)紅外線 (B)α射線 (C)β射線 (D)X光。 

39. 依法令規定，有機溶劑之室內作業場所應多久時間實施作業環境測定一次？ (A)每半個月  (B)每個月  (C)每三個
月  (D)每六個月。 

40. 長期暴露於局部振動，可能會引起之職業病為何？ (A)白指病  (B)烏腳病  (C)白髮症  (D)腳氣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