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南藥理科技大學 101 學年度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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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試題共 1 張 2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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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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磨輪破裂之主要原因為何？

2.

二氧化氮屬下列何種物質？

3.

實施自動檢查之紀錄，目前未規定保存三年以上係下列何者？ (A)機械車輛之定期檢查 (B)設備定期檢查 (C)機
械設備之重點檢查 (D)機械設備之作業檢點。

4.

依勞工安全衛生法令規定，事業單位以其事業招人承攬時，其承攬人就承攬部分負該法所定雇主之責任，而下列
何者應就職業災害補償與承攬人負連帶責任？ (A)勞動檢查機構 (B)縣市政府 (C)原事業單位 (D)勞工保險局。

5.

下列何者不是電氣設備接地之目的？ (A)發生異常電壓時抑制對地電位 (B)發生接地故障時使電驛動作確實 (C)
以大地為迴路，節省配線降低感電之可能性 (D)防止雷擊災害（避雷接地）。

6.

為研究平時作業有關危害因素找出預防災害之有效措施，進而訂定安全作業標準列入檢點或定期檢查項目，應實
施下列何者？ (A)安全觀察 (B)作業檢點 (C)定期檢查 (D)代行檢查。

7.

下列何者為中央主管機關訂有防護標準之機械器具？

8.

依法令規定，雇主使勞工於載貨台從事單一物料裝卸物之重量超過多少公斤以上時，應指定專人決定作業方法及
順序並指揮作業？ (A) 100 (B) 200 (C) 300 (D) 500。

9.

職業災害統計，有關失能日數之損失日數，不包括下列何者？
經過之休假日 (D)受傷後經過之工廠停工日。

(A)最高周速度不符 (B)儲存過久 (C)利度不符 (D)沒有施行現場檢點。

(A)高溶解度物質 (B)致肺纖維化物質 (C)致貧血性物質 (D)低溶解度肺刺激物質。

(A)起重機 (B)升降機 (C)動力堆高機 (D)電焊機。

(A)受傷當日 (B)受傷後經過之星期日 (C)受傷後

10. 人性化管理組織注重隨時設身處地站在對方立場思考問題，而不是嚴守本身立場，所以大家容易溝通，此種為下
列何種溝通方式？ (A)威權式 (B)同理心 (C)指揮式 (D)高壓式。
11. 雇主僱用勞工人數在 30 人以上未滿 100 人者，應使擔任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者接受何種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 (A)甲種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B)乙種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C)丙種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D)勞工安
全衛生管理員。
12. 消除不安全的狀況及行為所採 4E 政策係指除工程、教育、執行外，還包括下列何者？ (A)教養 (B)永恆 (C)熱心
(D)宣傳。
13. 依法令規定，高壓氣體特定設備，應多久實施定期檢查一次？ (A) 1 日 (B) 2 日 (C) 1 週 (D) 1 個月。
14. 勞工因職業災害死亡，雇主應於幾日內給予其遺屬喪葬費？

(A) 3 (B) 5 (C) 10 (D) 15。

15. 下列有關電器安全之敘述何者錯誤？ (A)電氣火災時用泡沫滅火器灌救 (B)不可用濕手操作開關 (C)更換保險絲
等由合格電氣技術人員操作之 (D)非從事電氣有關人員不得進入電氣室。
16. 下列何種裝置可以預防木材加上用圓鋸切木條時反撥？

(A)撐縫片 (B)自動護罩 (C)手工具送料 (D)光電監視。

17. 肢體被截斷時，下列處理何者不適當？ (A)控制出血情形 (B)預防傷口感染 (C)截肢不必處理，連同患者送醫
(D)截肢以生理鹽水濕潤的紗布包住，連同病患送醫。
18. 依法令規定，粉塵作業外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勞工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
經醫師認定健康異常且可能與職業原因有關者，其健康管理分級屬第幾級？ (A)一 (B)二 (C)三 (D)四。
19. 在接地電路中，所謂的對地電壓係指下列何者間所量得的最大電壓？
(C)中性線與接地線 (D)有電流流通的兩線間。

(A) 接地線與未接地線間 (B)任何兩線間

20. 雇主對於以潛盾工法施工之隧道開挖作業，下列在隧道內應採之措施何者有誤？ (A)未經許可禁止進行電焊作業
(B)未經許可禁止進行氣體熔接作業 (C)未經許可禁止攜帶打火機等火源進入 (D)汽油引擎以外之內燃機不得使
用。

＜背面尚有題目＞

【乙】每題 6 分
21. 依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規定，辦理調換作業之勞工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時其訓練時數不得少於多少小
時？ (A) 3 (B) 6 (C) 12 (D) 10。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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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分之一 (B)三分之一 (C)四分之一 (D)五分之一。
23. 雇主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應會同何人辦理？
人員 (D)醫護人員。

(A)勞工安全衛生人員 (B)勞工代表 (C)電氣技術

24. 通風系統內某點之靜壓為-40mmH2O，動壓為 18mmH2O 則全壓為多少 mmH2O？
25. 勞工在一次事故中受傷使雙眼失明是屬下列何者？
能。
26. 下列何者不是工作安全分析的功能？
(D)作為事故調查的參考。
27. 安全分析的分析者為何人？

(A) -58 (B) -22 (C) 22 (D) 58。

(A)輕傷害 (B)暫時全失能 (C)永久部分失能 (D)永久全失

(A)作為安全教導的參考 (B)作為安全觀察的參考 (C)作為員工升遷的參考

(A)事業經營負責人 (B)廠長 (C)安衛人員 (D)領班。

28. 依我國勞工安全衛生法令規定噪音每增多少分貝，勞工容許暴露時間即須減半？
29. 依法令規定，對熱環境評估採用下列何者？
30. 粒狀物質的濃度通常以何種單位表示？

(A) 2 (B) 4 (C) 5 (D) 6。

(A)熱危害指數 (B)有效溫度 (C)綜合溫度熱指數 (D)排汗量。

(A)mg/m3 (B) ppm (C) ppb (D)％。

31. 依法令規定，事業單位工作場所發生勞工死亡職業災害時，雇主應於多少小時內報告勞動檢查機構？ (A) 8 (B) 24
(C) 48 (D) 72。
32. 用人力提舉物件，應儘量利用身體之何部位？

(A)腿肌 (B)腰部 (C)腹部 (D) 背肌。

33. 經常暴露於高噪音環境下可能引起下列何者？

(A)近視眼 (B)肺炎 (C)重聽 (D)皮膚炎。

34. 在一大氣壓下，室溫為攝氏 30 度時，一工作場所處置甲醇（閃火點 12℃）、乙醇（閃火點 13℃）、二甲苯（閃火
點 17-27℃）、異戊醇（閃火點 43℃），下列何者危險性最小？ (A)甲醇 (B)乙醇 (C)二甲苯 (D)異戊醇。
35. 下列何者為防範有害物與皮膚接觸主要方法？
訓練。

(A)著用防護衣著、手套等 (B)健康檢查 (C)危害物標示 (D)教育

36. 依照法令規定，事業單位之勞工安全衛生管理由何人負執行之責？ (A)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單位業務主管 (B)勞工
安全衛生委員會執行秘書 (C)各部門主管 (D)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人員。
37. 依法令規定，醫療保健服務業平時勞工人數在多少人以上者，應設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單位？
(C) 300 (D) 500。
38. 一般作業勞工戴用之安全帽多採用何種材質？

(A) 50 (B) 100

(A)鋼鐵 (B)輕金屬 (C)合成樹脂 (D)橡膠。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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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安全管理計畫 (B)實施勞工體格檢查結果 (C)新僱勞工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D)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40. 女性勞工持續性搬運重物工作不得超過幾公斤？

(A) 15 (B) 20 (C) 25 (D)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