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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試類科：服務員－勞安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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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答注意事項— 

① 應考人須按編定座位入座，作答前應先檢查答案卡、測驗入場通知書號碼、桌角號

碼、應試科目是否相符，如有不同應立即請監試人員處理。使用非本人答案卡作答

者，不予計分。 

② 答案卡須保持清潔完整，請勿折疊、破壞或塗改測驗入場通知書號碼及條碼，亦不

得書寫應考人姓名、測驗入場通知書號碼或與答案無關之任何文字或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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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色殘跡，或將答案卡汙損，也切勿使用立可帶或其他修正液。 

⑤ 本項測驗僅得使用簡易型電子計算器（依考選部公告「國家考試電子計算器規格標

準」規定第一類，不具任何財務函數、工程函數功能、儲存程式功能），並不得發

出聲響；若應考人於測驗時將不符規定之電子計算器放置於桌面或使用，經勸阻無

效，仍執意使用者，該節扣10分；該電子計算器並由監試人員保管至該節測驗結束

後歸還。 

⑥ 考試結束答案卡務必繳回，未繳回者該科以零分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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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選題【共 50 題，每題 2 分，共 100 分】 

1. 利用迴轉離心力將內裝物分離、脫水及鑄造者，屬於何種機器？ 

(A)旋轉  (B)重心  

(C)往復  (D)離心 

2. 工作場所軌道上供載運勞工或貨物之藉動力驅動之車輛，稱為？ 

(A)載重機械  (B)軌道機械  

(C)輕軌機械  (D)工字型鋼軌 

3. 下列何者不屬於可燃性氣體？ 

(A)甲烷  (B)乙烯  

(C)丙烯  (D)丁烷 

4. 非供勞工在其內部從事經常性作業，勞工進出方法受限制，且無法以自然通風來維持

充分、清淨空氣之空間，稱為？ 

(A)局限空間  (B)限制作業空間  

(C)密閉空間  (D)管道間 

5. 使用道路作業之工作場所訂定安全防護計畫時，不包括下列何項？ 

(A)使用道路作業可能危害之項目  (B)緊急應變處置措施  

(C)道路封閉布設圖  (D)可能危害之防止措施 

6. 雇主對於工作場所之人行道、車行道與鐵道，應儘量避免交叉，必要時應設置安全措

施，下列何項有誤？ 

(A)設置天橋或地下道  (B)派專人看守   

(C)設自動信號器    (D)即時錄影監視 

7. 車輛通行道之寬度，設置規定為何？ 

(A)最大車輛寬度之二倍再加一公尺   (B)最大車輛寬度加一公尺之二倍   

(C)最大車輛寬度加二公尺   (D)最大車輛寬度加四公尺 

8. 固定梯之設置，踏條與牆壁間應保持幾公分以上之淨距？ 

(A)十五點五    (B)十六    

(C)十六點五    (D)十八 

9. 我國中央勞工行政主管機關為下列何者？ 

(A)行政院   (B)勞工保險局  

(C)勞動部  (D)經濟部 

10. 「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為下列何種法律之立法目的？ 

(A)工會法  (B)職業安全衛生法  

(C)勞工安全衛生法  (D)勞動基準法 

11. 職業安全衛生法最新修正時間為何時？民國  

(A)91  (B)101  

(C)102  (D)103 



第 2 頁，共 5 頁 

12.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規定，下列何者係指工作場所中，為特定之工作目的所設

之場所？ 

(A)就業場所     (B)作業場所    

(C)公共場所   (D)施工場所 

13. 「勞工於職場上遭受主管或同事利用職務或地位上的優勢予以不當之對待,及遭受顧

客、服務對象或其他相關人士之肢體攻擊、言語侮辱、恐嚇、威脅等霸凌或暴力事件,

致發生精神或身體上的傷害」此等危害可歸類於下列何種職業危害？ 

(A)物理性    (B)化學性   

(C)社會心理性    (D)生物性 

14. 下列何者非屬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之勞工法定義務？ 

(A)定期接受健康檢查   (B)參加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C)實施自動檢查    (D)遵守工作守則 

15. 勞工違反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主管機關最高可處罰鍰新臺幣多少元？ 

(A)一千元  (B)三千元  

(C)六千元  (D)九千元 

16. 勞動契約存續中，由雇主所提示使勞工履行契約提供勞務之場所為下列何者？  

(A)職業場所  (B)工作場所  

(C)勞動場所  (D)作業場所 

17.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雇主應會同下列何者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報經勞動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 

(A)承攬商    (B)安全衛生顧問公司   

(C)醫療機構    (D)勞工代表 

18. 研磨機使用，應於每日作業開始前試轉一分鐘以上，研磨輪更換時應先檢驗有無裂痕，

並在防護罩下試轉幾分鐘以上？ 

(A)一    (B)二    

(C)三   (D)五 

19. 雇主於施行旋轉輪機、離心分離機等週邊速率超越每秒幾公尺以上之高速回轉體之試

驗時，為防止高速回轉體之破裂之危險，應於專用之堅固建築物內或以堅固之隔牆隔

離之場所實施？ 

(A)二十    (B)二十五    

(C)三十   (D)三十五 

20. 雇主對於起重機具所使用之吊掛構件，應使其具足夠強度，使用之吊鉤或鉤環及附屬

零件，其斷裂荷重與所承受之最大荷重比之安全係數，應在多少以上？ 

(A)四 (B)五 (C)六 (D)七 

21. 雇主對於升降機之升降路各樓出入口門，應有連鎖裝置，使搬器地板與樓板相差多少

公分以上時，升降路出入口門不能開啟之？ 

(A)五點五    (B)六點五    

(C)七點五    (D)八點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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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雇主對於高壓氣體之貯存，周圍幾公尺內不得放置有煙火及著火性、引火性物品？ 

(A)二  (B)二點五   (C)三   (D)五 

23. 雇主對於荷重在幾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應指派經特殊作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人員操作？ 

(A)零點三   (B)零點五  (C)一   (D)一點五 

24. 雇主對行駛於軌道之載人車輛，下列規定何項錯誤？ 

(A)以設置載人專車為原則   

(B)應有限制乘坐之人員數標示   

(C)應有防止人員於乘坐或站立時摔落之防護設施   

(D)使用於傾斜度超過二十度之軌道者，應設有預防脫軌之裝置 

25. 使用乙炔熔接裝置或氧乙炔熔接裝置從事金屬之熔接、熔斷或加熱作業時，應規定其

產生之乙炔壓力不得超過表壓力每平方公分多少公斤以上？ 

(A)一點二    (B)一點三    

(C)一點四    (D)一點五 

26. 發生重大職業災害時，除必要之急救、搶救外，雇主非經那個單位許可，不得移動或

破壞現場？ 

(A)司法機關或勞動檢查機構   (B)工程主辦單位   

(C)監造單位   (D)職業安全衛生人員 

27.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工作現場若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時，工作場所負責人應如何

處理？  

(A)報告上級，並靜候上級指示應變措施   

(B)報告上級，立即進行搶修，並請求支援  

(C)即令停止作業，並使勞工退避至安全場所  

(D)請搶修人員立即進行搶修。 

28. 事業招人承攬時，其承攬人就承攬部分負雇主之責任，原事業單位就職業災害補償部

分之責任為何？ 

(A)視職業災害原因判定是否補償  (B)依工程性質決定責任 

(C)依承攬契約決定責任 (D)仍應與承攬人負連帶責任 

29. 正己烷為何種物質？ 

(A)氧化性物質   (B)易燃性物質  

(C)可燃性物質    (D)爆炸性物質 

30. 工作用階梯應寬於56公分，梯級面深15公分以上，且斜度應在多少度以內並有扶手？ 

(A)三十  (B)三十五   

(C)六十   (D)七十五 

31. 某廠房準備從事鐵皮板構築之屋頂更換作業，為防止勞工踏穿墜落，雇主依職業安全

衛生設施規則規定，應於屋頂上設置適當強度之安全護網或多少公分以上之踏板？ 

(A)三十       (B)三十五       

(C)四十       (D)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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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雇主對於勞工經常作業之室內作業場所，採自然換氣時，其窗戶及其他開口部分等可

直接與大氣相通之開口部分面積，應為地板面積之幾分之幾以上？  

(A)一十分之一   (B)二十分之一   

(C)三十分之一   (D)四十分之一 

33. 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規定，雇主對於在高度至少幾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勞工有

墜落之虞者，應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 

(A)零點五    (B)一    

(C)一點五    (D)二 

34. 對於良導體機器設備內之檢修工作所用之手提式照明燈，其使用電壓不得超過多少伏

特，且導線須為耐磨損及有良好絕緣，並不得有接頭？ 

(A)二十    (B)二十四    

(C)一百二十   (D)二百二十 

35. 為避免漏電而發生感電危害，使用對地電壓在多少伏特以上移動式或攜帶式電動機具，

應設置具有高敏感度、高速型，能確實動作之防止感電用漏電斷路器？ 

(A)一百一十    (B)一百五十    

(C)二百二十    (D)六百 

36. 勞工使用活線作業用器具，並對勞工身體或其使用中之金屬工具、材料等導電體，充

電電路之使用電壓為21000V時，應保持接近界限距離多少公分？ 

(A)二十    (B)三十  

(C)五十    (D)六十 

37. 對於處理有害物、或勞工暴露於強烈噪音、振動、超音波及紅外線、紫外線、微波、

雷射、射頻波等非游離輻射或因生物病原體污染等之有害作業場所，應去除該危害因

素，採取有效之措施，下列何項錯誤？ 

(A)使用代替物    (B)工程控制   

(C)更換作業人員    (D)改善作業方法 

38. 勞工八小時日時量平均音壓級超過多少分貝或暴露劑量超過百分之五十時，雇主應使

勞工戴用有效之耳塞、耳罩等防音防護具？ 

(A)八十    (B)八十五    

(C)九十    (D)九十五 

39. 室內作業場所之氣溫在攝氏十度以下換氣時，不得使勞工暴露於每秒幾公尺以上之

氣流中？ 

(A)一    (B)二    

(C)三    (D)五 

40. 雇主對於勞工從事其身體或衣著有被污染之虞之特殊作業時，應置備該勞工洗眼、洗

澡、漱口、更衣、洗滌等設備。如為刺激物、腐蝕性物質或毒性物質污染之工作場所，

每多少人應設置一個冷熱水沖淋設備？ 

(A)五    (B)十五    

(C)二十    (D)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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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超過多少伏特供電之用電場所，應置高級電氣技術人員？ 

(A)二千四百    (B)六千四百    

(C)一萬二千八百   (D)二萬二千八百 

42. 對於動力車鋼軌之舖設，下列規定何項有誤？ 

(A)鋼軌接頭，應使用魚尾鈑或採取熔接固定 

(B)舖設鋼軌，應使用道釘、金屬固定具等將鋼軌固定於枕木或水泥路基上 

(C)軌道之坡度應保持在千分之五十五以下 

(D)動力車備有自動空氣煞車之軌道坡度得放寬至千分之六十五以下 

43. 下列何者可做為電器線路過電流保護之用？ 

(A)變壓器    (B)熔絲斷路器    

(C)避雷器    (D)電阻器 

44.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雇主設置下列何種機械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所定防護標準？ 

(A)動力衝剪機械  (B)起重機  

(C)升降機  (D)吊籠 

45.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有關事業單位工作場所發生勞工死亡職業災害之處理，下列

敘述何者錯誤？ 

(A)事業單位應採取必要措施  

(B)非經許可不得移動或破壞現場  

(C)應於8小時內報告檢查機構  

(D)於當月職業災害統計月報表陳報者，得免8小時內報告 

46. 有關研磨作業下列何者為非？ 

(A)研磨機使用不得超過規定最高使用周速度    

(B)不需配戴防護具     

(C)作業前應試轉1分鐘以上    

(D)更換研磨輪應先檢驗有無裂痕並在防護罩下試轉3分鐘以上 

47. 經勞動檢查機構以書面通知之檢查結果，事業單位應於該違規場所顯明易見處公告幾

日以上？  

(A)三十 (B)一十 (C)一十五  (D)七 

48. 皮帶是傳動和齒輪傳動機械，應於離地幾公尺以內均須設有防護裝置？  

(A)一 (B)二 (C)二點五  (D)四  公尺 

49. 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規定，對於室內工作場所，其主要人行寬度不得小於多少公尺？ 

(A)一 (B)一點二 (C)一點五  (D)一點六 

50. 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規定，裝卸貨物高差在多少公尺以上之作業場所，應設置能

使勞工安全上下之設備？ 

(A)一 (B)二 (C)一點五  (D)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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