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南藥理科技大學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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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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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列有關電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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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列何者為中央主管機關訂有防護標準之機械器具？ (A)起重機 (B)升降機 (C)動力堆高機 (D)電焊機。
下列那一種危險性機械之操作人員，雇主應僱用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訓練或技能檢定之合格人員充任之？ (A)
吊升荷重在三公噸以上之固定式起重機 (B)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 (C)衝床 (D)鍋爐。
不適當姿勢做重複性之動作容易造成 (A)化學性 (B)生物性 (C)生理性 (D)人體工學
之危害。
可燃性高壓氣體壓力容器，處理能力在多少立方公尺以上，屬勞動檢查法令規定之危險性工作場所？ (A)1000
(B)2000 (C)3000 (D)5000。
用以偵測人體暴露有害物之累積情形稱為 (A)化學偵測 (B)生物偵測 (C)病理偵測 (D)生理偵測。
死亡的損失日數為幾天？ (A)2000 (B)4000 (C)5000 (D)6000 日。
我國法令規定，雇主對於勞工健康檢查記錄資料，最少應保存幾年 (A)5 (B)7 (C)10 (D)15 年。
我國法規規定於時量平均音壓級 95dBA 之噪音環境下勞工可暴露 (A)2 (B)4 (C)8 (D)10 小時。
事業單位工作場所如發生死亡災害時，雇主應在： (A)五 (B)十 (C)二十四 (D)三十六 小時內報告檢查機構。
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分別僱用勞工共同作業時，為防止職業災害，應由 (A)承攬人 (B)再承攬人 (C)共同
(D)原事業單位
指定一人擔任指揮協調之工作。
依缺氧症預防規則規定，缺氧危險場所係指空氣中氧氣濃度在多少％以下之場所？ (A)14 (B)16 (C)18 (D)20 。
依勞工安全衛生令規定勞工安全衛生委員或之委員任期應為幾年？ (A)一 (B)二 (C)三 (D)四。
一般高架作業在 (A)一 (B)二 (C)三 (D)四 公尺以上應利用施工架、合梯等設備以策安全。
使用無毒之原料以取代有毒之原料屬於 (A)工程管制 (B)行政管制 (C)健康管制 (D)環境管制。
固定梯之踏條應與牆壁間保持多少公分以上淨距？ (A)13.5 (B)14.5 (C)15.5 (D)16.5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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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勞工安全衛生法所謂的職業災害，係以 (A)人 (B)物 (C)人與物為對象 (D)以上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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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職業災害統計，有關失能日數之損失日數，不包括下列何者？ (A)受傷當日 (B)受傷後經過之星期日 (C)受傷後經
過之休假日 (D)受傷後經過之工廠停工日。

＜背面尚有題目＞

【乙】每題 6 分
21. 依勞工安全衛生法規定，下列何種情形得處三年以下有期徒刑？ (A)雇主僱用勞工時未施行體格檢查 (B)鍋爐使用
超過規定期間，未經在檢查合格而繼續使用致發生勞工死亡之職業災害 (C)未設置安全衛生組織或管理人員 (D)
未對勞工施以從事工作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22. 下列何者為防範有害物與皮膚接觸主要方法？ (A)著用防護衣著、手套等 (B)健康檢查 (C)危害物標示 (D)教育訓
練。
23. 下列何謂屬物理性爆炸 (A)粉塵 (B)乙炔氣爆炸 (C)鍋爐爆炸 (D)爆竹爆炸。
24. 以鋼索或吊鏈懸吊起重機之駕駛室，且能與貨物同時升降之起重機稱 (A)巴斯卡 (B)斯達卡 (C)奧斯卡 (D)達
斯卡式起重機。
25. 可燃性金屬粉如 Na，K 粉末屬 (A)A (B)B (C)C (D)D 類火災。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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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防止感電不宜採用 (A)漏電斷路器 (B)過載斷路器 (C)電氣外殼接地 (D)雙重絕緣電氣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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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2 (B)4 (C)5 (D)6 。
29. 依法令規定，對熱環境評估採用下列何者？ (A)熱危害指數 (B)有效溫度 (C)綜合溫度熱指數 (D)排汗量。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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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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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高架作業施工架之工作台，設置護欄高度不得低於 (A)55 (B)65 (C)75 (D)90 公分。
33. 粒狀物質的濃度通常以何種單位表示？ (A)mg/m3 (B) ppm (C) ppb (D)％。
34. 勞工在一次事故中受傷使雙眼失明是屬下列何者？ (A)輕傷害 (B)暫時全失能 (C)永久部分失能 (D)永久全失能 。
35. 竣工檢查由雇主向 (A)設置所在地之檢查機構 (B)製造所在地之檢查機構 (C)中央標準局 (D)商品檢驗局申
請。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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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勞工安全衛生人員 (B)勞工代表 (C)電氣技術人
員 (D)醫護人員。
37. 會立即死亡的電流平均約為 (A)100 (B)200 (C)300 (D)400 mA 以上。
38. 積垛作業地點離地面高差在： (A)1.0 (B)1.5 (C)2.0 (D)2.5 公尺時，除需設置安全梯上下外，還須有專人實施
一些安全事項。
39. 鍋爐或第一種壓力容器遷移裝置地點者應實施 (A)重新 (B)重點 (C)遷移 (D)竣工檢查。
40. 職業災害發生原因經分析結果為管理上的缺陷，屬下列何者？ (A)直接原因 (B)間接原因 (C)基本原因 (D)次要原
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