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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蘭縣 106 學年度國中技藝教育學程「電機電子群」技藝競賽學科測試題庫 

選擇題 200 題內含專業學科 150 題、 職業安全衛生 25 題、工作倫理與職業道德 25 題 

( B ) 1. 屋內配線設計圖之符號 為 (A) 出口燈  (B) 日光燈  (C) 白熾燈  (D) 壁燈  

( D ) 2. 屋內配線設計圖專用雙插座之符號為 (A)   (B)   (C)   (D)   

( D ) 3. 屋內配線設計圖出口燈之符號為 (A)   (B)   (C)   (D)   

( D ) 4. 屋內配線設計圖之符號 為 (A) 接地型插座  (B) 接地型燈座  (C) 綠色指示燈  (D) 發電機  

( A ) 5. 電能的單位是下列何者？ (A) 焦耳  (B) 瓦特  (C) 庫侖  (D) 安培  

( D ) 6. 屋內配線設計圖瓦時計之符號為 (A)   (B)   (C)   (D)   

( B ) 7. 屋內配線設計圖接地型專用雙插座之符號為 (A)   (B)   (C)   (D)   

( B ) 8. 屋內配線設計圖電燈總配電盤之符號為 (A)   (B)   (C)   (D)   

( B )9. 屋內配線設計圖之符號 為 (A) 瓦時計  (B) 瓦特計  (C) 需量計  (D) 矮腳燈  

( D )10. 屋內配線設計圖緊急照明燈之符號為 (A)   (B)   (C)   (D)   

( D )11. 屋內配線設計圖之符號 為 (A) 手捺開關  (B) 安全開關  (C) 單極開關  (D) 拉線開關  

( C )12. 屋內配線設計圖日光燈之符號為 (A)   (B)   (C)   (D)   

( B )13. 屋內配線設計圖壁燈之符號為 (A)   (B)   (C)   (D)   

( B )14. 屋內配線設計圖接地型雙插座之符號為 (A)   (B)   (C)   (D)   

( C )15. 電機工程中機械功率之單位為馬力，則 1 馬力等於多少瓦？ (A) 0.746  (B) 1  (C) 746  (D) 1000 

( A )16. 屋內配線設計圖接地防爆型插座之符號為 (A)    (B)    (C)    (D)    

( D )17. 屋內配線設計圖電動機之符號為 (A)   (B)   (C)   (D)   

( B )18. 屋內配線設計圖 之符號為 (A) 單插座 (B) 接地型單插座 (C) 接地型專用單插座 (D) 專用單插座  

( B )19. 屋內配線設計圖之符號 為 (A) 紅色指示燈  (B) 綠色指示燈  (C) 接地指示燈  (D) 接地保護電驛  

( B )20. 屋內配線設計圖電風扇之符號為 (A)   (B)   (C)   (D)   

( A )21. 屋內配線設計圖隔離開關之符號為 (A)   (B)   (C)   (D)   

( B )22. 屋內配線設計圖 之符號為 (A) 接線盒  (B) 出口燈  (C) 緊急照明燈  (D) 拉線箱  

( B )23. 屋內配線設計圖之符號 為 (A) 單切開關  (B) 按鈕開關  (C) 接線盒  (D) 電爐插座  

( A )24. 屋內配線設計圖之符號 為 (A) 電燈分電盤 (B) 電力分電盤 (C) 電燈總配電盤 (D)電力總配電盤 

( C )25. 屋內配線設計圖之符號 為 (A) 電力斷路器 (B) 拉出型電力斷路器 (C) 可變電阻器 (D) 變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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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26. 有 n 個相同之電池，其串聯總電動勢為並聯總電動勢之多少倍？ (A) n2  (B) n  (C) 1/n  (D) 1/n2  

( C )27. 屋內配線設計圖無熔線開關之符號為 (A)   (B)   (C)   (D)   

( B )28. 屋內配線設計圖鑰匙操作開關之符號為 (A) ST  (B) SK  (C) SP  (D) S2  

( D )29. 屋內配線設計圖之符號 為 (A) 電動機  (B) 起動器  (C) 手孔  (D) 人孔  

( D )30. 電工儀表上交直流兩用之符號為 (A)   (B)   (C)   (D)  

( A )31. 設計圖上註明 1/100 是表示實物為圖上尺寸之多少倍？ (A) 100 倍  (B) 10 倍  (C) 1/10 倍  (D) 1/100

倍 

( A )32. 游標卡尺的游尺刻度以本尺刻度 n 格等分為多少格？ (A) n＋1  (B) n－1  (C) n＋2  (D) n－2  

( A )33. 開口扳手大小之標稱尺寸通常以何者表示？ (A) 口徑  (B) 長短  (C) 重量  (D) 厚薄  

( C )34. 欲快速拆卸六角螺帽，使用下列何種工具較快？ (A) 梅花扳手  (B) 六角扳手  (C) 棘輪扳手  (D) 活

動扳子  

( B )35. 手弓鋼鋸鋸切工件時，眼睛應注視 (A) 虎鉗  (B) 鋸切線  (C) 鋸架  (D) 手之握持  

( D )36. 導線壓接時，宜慎選 (A) 開關  (B) 絕緣等級  (C) 操作棒  (D) 壓接鉗以符合各導線線徑  

( C )37. 移動式電具插座，其插座之額定電壓為二五０伏以下者，額定電流應不小於多少安？ (A) 5  (B) 10  (C) 

15  (D) 20  

( D )38. 手弓鋼鋸鋸削薄鋼管時，應選用鋸條之齒數為每英吋多少齒？ (A) 14  (B) 18  (C) 24  (D) 32  

( A )39. 用螺絲起子旋緊木螺釘時，釘頭上溝槽起毛邊，其原因是 (A) 起子刀口成 V 形  (B) 起子刀口等於槽寬  

(C) 起子刀口寬於槽寬  (D) 槽太深  

( C )40. 安裝於易燃物附近之燈具，不得使易燃物遭受超過攝氏多少度？ (A) 70  (B) 80  (C) 90  (D) 100  

( D )41. 使用電工刀剝除導線絕緣皮時，原則上應使刀口向 (A) 內  (B) 上  (C) 下  (D) 外  

( C )42. 使用螺絲起子，最易發生螺絲槽滑牙的原因之一為 (A) 使用力道不足  (B) 螺絲材質太軟  (C) 起子吻

部不合於槽溝  (D) 被鎖材質太硬  

( B )43. 公制鋼尺上之最小刻度為多少公厘？ (A) 0.1  (B) 0.5  (C) 1  (D) 5  

( D )44. 手提電鑽的規格是以什麼表示？ (A) 重量  (B) 電流  (C) 轉數  (D) 能夾持鑽頭之大小  

( D )45. 螺絲起子的厚度要與螺絲的槽 (A) 寬一點  (B) 薄一點  (C) 長一點  (D) 吻合  

( A )46. 游標卡尺在本尺上每刻劃的尺寸為多少公厘？ (A) 1  (B) 0.5  (C) 0.05  (D) 0.02  

( D )47. 燈具線截面積不得小於多少平方公厘？ (A) 3.5  (B) 2.0  (C) 1.25  (D) 0.75  

( A )48. 一般螺絲攻每組均包含有第一攻、第二攻及第三攻等三支，其倒角螺紋數最多者為 (A) 第一攻  (B) 第

二攻  (C) 第三攻  (D) 無法分辨  

( A )49. 公制螺紋大小規格的標示是 (A) 外徑與節距  (B) 外徑與牙數  (C) 節徑與牙數  (D) 節徑與節距  

( B )50. 欲攻 M4 之螺牙時，其攻牙前應鑽多大之孔徑？ 

 (A) 2.6～2.8   (B) 3.0 ～3.4   (C) 3.6～3.8   (D) 4.0～4.24   

( D )51. 七股絞線以不加紮線之分岐連接時，每股應紮幾圈以上？ (A) 3  (B) 4  (C) 5  (D) 6  

( B )52. 電燈及電熱工程所使用單線直徑不得小於多少公厘？ (A) 1.2  (B) 1.6  (C) 2.0  (D) 2.6  

( D )53. 導線之線徑大於多少平方公厘得並聯使用，且並聯之導線，其長度、材質、截面積及絕緣材質等均需相同，

且使用相同的裝置法？ (A) 14  (B) 22  (C) 38  (D) 50 

( C )54. 一般低壓 PVC 絕緣電線之最高容許溫度為多少℃？ (A) 50  (B) 55  (C) 60  (D) 65  

( A )55. 用 PVC 絕緣帶纏繞導線之連接部分時，應就 PVC 絕緣帶寬度 (A) 1/2  (B) 1/3  (C) 1/4  (D) 1/5 重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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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纏繞 

( D )56. 導線直徑為 2.6 公厘以下之實心線，做分歧連接時，其接頭須綁紮幾圈以上？ (A) 2  (B) 3  (C) 4  (D) 

5  

( C )57. 既設花線之場所更換時仍可使用花線，但長度不得超過多少公尺？ (A) 1  (B) 2  (C) 3  (D) 5  

( D )58. 屋內配線所使用之絞線至少由幾股實心線組成？ (A) 1  (B) 3  (C) 5  (D) 7  

( B )59. 銅線之電阻與 (A) 截面積成正比  (B) 長度成正比  (C) 溫度成反比  (D) 電流成正比  

( C )60. PVC絕緣帶纏繞導線連接部份時，應掩護原導線之絕緣外皮多少公厘以上？ (A) 5 (B) 10 (C) 15 (D) 20  

( B )61. 低壓 PE 絕緣導線，其絕緣物之最高容許溫度為多少℃？ (A) 60  (B) 75  (C) 80  (D) 90  

( B )62. 低壓耐熱 PVC 絕緣電線之最高容許溫度為多少℃？ (A) 60  (B) 75  (C) 80  (D) 90  

( C )63. 電燈及電熱工程所使用絞線截面積不得小於多少平方公厘？ (A) 2.0  (B) 2.6  (C) 3.5  (D) 5.5  

( B )64. 以七根直徑各為 2.0公厘之銅實心導線組合而成之絞線，其公稱截面積相當於多少平方公厘？ (A) 14  (B) 

22  (C) 30  (D) 38  

( C )65. 電氣爐內之配線得選用之導線為 (A) PVC 絞線  (B) PVC 花線  (C) 裸銅線  (D) 電纜線  

( C )66. 電纜與絕緣導線連接時，應依絕緣導線互相連接規定施工，在雨線外者，應將電纜末端向何方向彎曲，避

免雨水侵入？ (A) 外  (B) 內  (C) 下  (D) 上  

( B )67. 燈具線及花線截面積不得小於多少平方公厘？ (A) 0.6  (B) 0.75  (C) 1.0  (D) 1.25  

( C )68. 在張力處所，鋁線接頭一般採用之施工方式為 (A) 扭接  (B) 焊接  (C) 壓接  (D) 紮接  

( C )69. 銅是一種 (A) 半導體材料  (B) 絕緣材料  (C) 非磁性材料  (D) 磁性材料  

( A )70. 常用低壓屋內配線以採用下列何種導線為宜？ (A) 絕緣軟銅線 (B) 絕緣硬銅線 (C) 鋼心鋁線 (D) 鐵線 

( B )71. 導線壓接時，宜選用符合各導線線徑之 (A) 電工鉗  (B) 壓接鉗  (C) 斜口鉗  (D) 鋼絲鉗  

( B )72. 周圍溫度與導線之安培容量 (A) 成正比  (B) 成反比  (C) 平方成正比  (D) 立方成正比  

( A )73. 絞線接於開關時，如在線頭加焊錫或使用壓接端子可 (A) 減少接觸電阻  (B) 提高溫升  (C) 增加電壓

降  (D) 降低耐張強度  

( B )74. 材質及長度相同之銅導線，其截面積愈大者電阻 (A) 愈大  (B) 愈小 (C) 和導線截面積無關 (D) 不變  

( D )75. 屋內低壓配線應具有適用於多少伏之絕緣等級？  (A) 250  (B) 300  (C) 450  (D) 600  

( D )76. 由多股裸線扭絞而成之導線稱為 (A) 裸線  (B) 延長線  (C) 花線  (D) 絞線  

( D )77. 選擇導線線徑大小之條件下列何者錯誤？ (A) 安培容量  (B) 電壓降  (C) 周溫  (D) 相序  

 

( D )78. 進屋線為單相三線式，計得之負載大於 10 仟瓦者，其接戶開關額定值應不低於多少安？ (A) 20  (B) 30  

(C) 40  (D) 50  

( C )79. 無熔線開關之 AT 係表示 (A) 負載容量  (B) 框架容量  (C) 跳脫容量  (D) 啟斷容量(編號 213)  

( B )80. 低壓進屋線之過電流保護應裝置於屋內 (A) 接戶開關電源側  (B) 接戶開關負載側  (C) 電表之電源側  

(D) 電表之負載側  

( C )81. 配電盤及配電箱供給儀表、訊號燈、比壓器及其他附有電壓線圈等設備使用之分路，其過電流保護裝置之

額定不超過多少安培？ (A) 30  (B) 20  (C) 15  (D) 10  

( B )82. 無熔線開關之 AF 係表示 (A) 負載容量  (B) 框架容量  (C) 跳脫容量  (D) 啟斷容量  

( A )83. 接戶開關之設置中，一組進屋線供應數戶用電時，各戶之接戶開關得裝設於同一開關箱內或於個別開關箱

內（共裝於一處）或在同一配電箱上，其開關數如不超過多少具者，得免設總接戶開關？ 

 (A) 6  (B) 5  (C) 4  (D) 3  

( C )84. 分路用配電箱，係指其過電流保護設備中額定多少安以下，佔百分之十以上者？(A) 15 (B) 20 (C) 30(D)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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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85. 電壓 220 伏配電箱內，其裸露帶電體對地應保持多少公厘以上之間隔？ (A) 10  (B) 13  (C) 16  (D) 25  

( D )86. 電度表額定容量為 60 安培之低壓（1 3W）用戶，其分路過電流保護器最低啟斷容量為多少 kA？ (A) 2.5  

(B) 4  (C) 5  (D) 7.5  

( D )87. 刀型開關其電壓在 250 伏以下，額定電流在幾安以上者，僅可做為隔離開關之用？ (A) 50  (B) 75  (C) 

100  (D) 150 

( D )88. 配電箱之分路額定值如為 30 安以下者，其主過電流保護器應不超過多少 A？ (A) 30  (B) 60  (C) 100  

(D) 200  

( A )89. 配電箱若採用鋼板製者，其厚度應在多少公厘以上？ (A) 1.2  (B) 1.6  (C) 2.0  (D) 2.5  

( A )90. 依屋內線路裝置規則規定斷路器之標準額定電流值最小為多少安？ (A) 10  (B) 15  (C) 20  (D) 30  

( B )91. 刀型開關其電壓在 600 伏以下，額定電流在幾安以上者，僅可做為隔離開關之用？ (A) 50  (B) 75  (C) 

100  (D) 150  

( B )92. 配電箱內之任何過電流保護裝置，如所裝接負載在正常狀態下須連續滿載三小時以上者，該負載電流以不

超過其額定值之多少百分比？ (A) 70  (B) 80  (C) 90  (D) 125  

( D )93. 分路用之配電箱，其過電流保護器極數不得超過幾個？ (A) 60  (B) 50  (C) 48  (D) 42  

( B )94. NFB 係表示 (A) 油斷路器  (B) 無熔線開關  (C) 燈用分電盤  (D) 隔離開關  

( A )95. 積熱型熔斷器及積熱電驛可作為導線之 (A) 過載  (B) 短路  (C) 漏電  (D) 逆相保護  

( B )96. 配電箱如裝置於潮濕處所者，應屬 (A) 防震型  (B) 防水型  (C) 防爆型  (D) 防塵型  

( D )97. 負載不變之情況下保險絲燒毀，應換裝 (A) 安培數較大保險絲  (B) 銅絲  (C) 安培數較小之保險絲  

(D) 原規格之保險絲 

( C )98. 一組低壓進屋線供應數戶用電時，在同一配電箱上引接之接戶開關數未超過幾具者，得免設總接戶開關？ 

 (A) 二  (B) 四  (C) 六  (D) 八  

( D )99. 低壓 3 4W線路中不宜單獨裝開關或斷路器之導線為 (A) R相線 (B) S相線 (C) T相線  (D) 被接地導線  

( D )100. 在發散腐蝕性物質場所，得使用 (A) 吊線盒  (B) 矮腳燈頭  (C) 花線  (D) 密封防腐蝕之燈頭  

( D )101. 燈具之導線，應依燈具之 (A) 電壓  (B) 電壓、電流  (C) 溫度  (D) 電壓、電流、溫度選用適當絕

緣物之導線  

( A )102. 二種不同負載(如電暖器及冷氣機等)如不致同時使用，則其負載如何計算？ (A) 取較大容量者  (B) 取較

小容量者  (C) 取兩種容量平均值  (D) 視使用次數而定  

( B )103. 額定 110 伏 100 瓦燈泡和 110 伏 20 瓦的燈泡互相串聯後，連接於交流 110 伏的電源時，其亮度為 (A) 100

瓦燈泡較亮  (B) 20 瓦燈泡較亮  (C) 兩燈泡一樣亮  (D) 各燈泡亮度正常不影響  

( B )104. 燈具線截面積不得小於多少平方公厘？ (A) 0.6  (B) 0.75  (C) 1.0  (D) 1.25  

( D )105. 安裝於易燃物附近之燈具，不得使易燃物遭受超過攝氏多少度之溫度？(A) 60  (B) 70  (C) 80  (D) 90  

( C )106. 商店、餐廳等營業場所其照明時間若連續使用 3 小時以上者，負載應不超過分路額定之多少百分比？ (A) 

60  (B) 70  (C) 80  (D) 90  

( D )107. 以手捺開關控制電感性負載時，其負載電流應不超過開關額定電流值之多少%？ (A) 50 (B) 60 (C) 70 (D) 

80 

( B )108. 在易燃性塵埃發生甚為嚴重之場所，以不裝插座為原則，否則應採用 (A) 耐熱型者  (B) 防爆型者  (C) 

防蝕型者  (D) 防腐型者  

( C )109. 低壓分路供應額定多少安培以上之燈座，該燈座應用重責務型者？ (A) 15  (B) 20  (C) 30  (D) 50  

( B )110. 移動式電器最大容量不超過分路額定之多少百分比？ (A) 75  (B) 80  (C) 85  (D)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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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111. 燈具、燈座、吊線盒及插座應確實固定，但重量超過多少公斤之燈具不得利用燈座支持？ (A) 1  (B) 1.7  

(C) 2  (D) 2.7  

( B )112. 低壓屋內線路與煙囪、熱水管應保持規定之距離，其主要原因為 (A) 防止干擾  (B) 防止絕緣劣化  (C) 

防止感應  (D) 防止干擾及感應  

( A )113. 住宅處所之臥房、書房、客廳、廚房等每室至少應裝設幾個插座出線口？ (A) 1  (B) 2  (C) 3  (D) 4 

( A )114. 浴室內之插座 (A) 安裝時位置應遠離浴盆  (B) 安裝時位置應靠近浴盆  (C) 不得安裝插座  (D) 可

安裝於任何位置  

( C )115. 變比器（PT 及 CT）二次側引線之接地，應按何種接地施工？(A) 第一種 (B) 第二種 (C)第三種 (D)

特種  

( D )116. 使用傳統接地電阻計測試接地電阻時，接地輔助極(P、C)與接地極 E 應成一直線，且距離不得小於多少公

尺？ (A) 1～2  (B) 3～4  (C) 4～5  (D) 5～10  

( C )117. 對地電壓 2 2 0 伏之路燈線路，燈具實施設備單獨接地，接地電阻應在多少歐姆以下？ (A) 5  (B) 25  

(C) 50  (D) 100  

( A )118. 變比器（PT 及 CT）二次側之接地引線應採用之最小線徑為多少平方公厘？ (A) 5.5 (B) 8 (C) 14 (D) 22  

( B )119. 連接設備、器具或配線系統至接地極之導線為 (A) 被接地導線  (B) 接地導線  (C) 非接地導線  (D) 

非識別導線  

( A )120. 以銅板作接地極時，其厚度應在多少公厘以上？  (A) 0.7  (B) 0.8  (C) 0.9  (D) 1  

( B )121. 以銅板作為接地極時應埋入地下多少公尺以上深度？ (A) 0.9  (B) 1.5  (C) 2  (D) 3  

( B )122. 接地線以使用何種材質之導線為原則？ (A) 鐵線  (B) 銅線  (C) 鋁線  (D) 鋼心鋁線  

( A )123. 設備接地的目的為何？  (A) 防止感電  (B) 防止漏電  (C) 防止靜電  (D) 防止斷電  

( C )124. 如右圖電路所示 

 

，6電阻兩端之電壓降為多少伏？ (A) 0  (B) 44  (C) 66  (D) 110  

( B )125. 對地電壓在 151V 至 300V 之電力設備接地，其接地電阻應保持在多少以下？ (A) 25  (B) 50  (C) 75  

(D) 100  

( C )126. 下列何種顏色可作為接地線使用？ (A) 白色  (B) 黑色  (C) 綠色  (D) 紅色  

( A )127. 1 220V 冷氣機如接於 1 3W110/220V 電源時，其金屬外殼接地電阻應在多少歐姆以下？ 

 (A) 100  (B) 50  (C) 25  (D) 10  

( A )128. 如右圖所示 

  

，若 E、R1、R2 均保持不變，則 R3 增加時，R2 中之電流將 (A) 增加  (B) 減少  

(C) 不變  (D) 不一定  

( B )129. 內線系統接地位置應在 (A) 接戶線與進屋線之間  (B) 接戶開關電源側  (C) 電表電源側  (D) 接戶

開關負載側  

( A )130. 14 平方公厘以下進屋線之被接地導線 (A) 必須整條為白色或淺灰色  (B) 必須整條為綠色  (C) 必須

兩端作白色標誌  (D) 必須兩端作綠色標誌以資識別  

( C )131. 低壓電源其電壓在 150～600V 以內之電容器，其外箱應按何種接地施工？ (A) 第一種  (B) 第二種  

(C) 第三種  (D) 特種  

( A )132. 用電設備單獨接地之接地線線徑最小為 (A) 1.6公厘  (B) 2.0公厘  (C) 3.5平方公厘  (D) 5.5平方公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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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133. 如右圖電路所示 ，於 5電阻消耗功率為多少瓦特？ (A) 200  (B) 250  (C) 400  

(D) 500  

( D )134. 電源系統接地後，其對地電壓超過多少伏者，不得接地？ (A) 110  (B) 150  (C) 220  (D) 300  

( B )135. 屋內線路屬於被接地一線之再行接地者稱為 (A) 設備接地  (B) 內線系統接地  (C) 低壓電源系統接

地  (D) 設備與系統共同接地  

( B )136. 電器設備或電線著火時，應使用何者滅火？(A) 泡沫滅火器  (B) 二氧化碳滅火器  (C) 石棉覆蓋  (D) 

消防用水 

( D )137. 以心臟按摩法施救感電患者，每分鐘多少次最適宜？(A) 20～30 (B) 40～50 (C) 60～70 (D) 80～100 

( C )138. 利用止血帶止血時，須每隔多少分鐘緩解一次，以便血液循環周流患肢？(A)五 (B)十 (C)十五 (D)三十 

( A )139. 動脈血管出血時，應採用 (A) 壓迫止血法  (B) 直接壓迫傷口止血法  (C) 視情況而定  (D) 不必止血  

( D )140. 下列何種材料不得替代止血帶來止血？ (A) 三角布  (B) 手巾  (C) 領帶  (D) 膠帶  

( B )141. 梯子放置時，其水平角度以多少度為原則？ (A) 85  (B) 75  (C) 65  (D) 55  

( D )142. 以手提電鑽鑽孔時，下列何者錯誤？ (A) 應做適當防護措施  (B) 固定工件  (C) 電鑽之接地線要確實

接地  (D) 戴手套  

( C )143. 以俯式人工呼吸法急救患者時，每分鐘最適宜之次數為多少？ (A) 5  (B) 10  (C) 12  (D) 20  

( B )144. 對成年人感電患者施作口對口人工呼吸時，每分鐘最適宜的次數為多少？(A) 5 (B) 12 (C) 20 (D) 31 

( A )145. 依「勞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規定，走道、樓梯之照明應在多少米燭光以上？ (A) 50 (B) 40 (C) 30 (D) 20 

( B )146. 一般空氣之含氧量約為多少百分比？ (A) 40  (B) 21  (C) 15  (D) 10  

( D )147. 包燈採用下列何種供電方式供電為錯？ (A) 1 2W110V (B) 1 2W220V (C) 3 4W220V/380V (D) 

3 3W220V 

( C )148. 某承裝業如僅僱用一名乙種電匠時，該承裝業可申請登記為那一級承裝業？(A) 甲 (B) 乙 (C) 丙 (D) 丁  

( C )149. 目前台電公司供應之低壓表燈電壓不含下列何者？ (A) 1 3W110/220V  (B) 3 3W 220V  (C) 

3 4W120/208V  (D) 3 4W220/380V  

( C )150. 目前台電公司供電之頻率為多少赫(Hz)？ (A) 50  (B) 55  (C) 60  (D)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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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技藝班技藝競賽「職業安全衛生」題庫（25題） 

 

01. (B) 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規定，雇主對於機械之原動機、轉軸、齒輪、傳動輪、傳動帶等有危害勞工之虞

之部分，為防止機械夾捲危害，應設下列何種安全裝置？(A)漏電斷路器(B)護罩、護圍(C)雙手操作式安全

裝置(D)防滑舌片。 

02.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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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B)1(C)1.5(D)2。 

03. (C) 從事屋頂修繕作業時，應有何種作業主管在場執行主管業務？(A)施工架組配(B)擋土支撐組配(C)屋頂(D)模

板支撐。 

04. (B) 起重機具吊掛作業時應注意事項，以下何者為非？(A)指派專人負責指揮作業(B)超過額定荷重時應試吊(C)

已扭結者之吊掛鋼索不得作為吊掛用具(D)吊索不得有顯著變形或腐蝕者。 

05. (C) 依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辦法規定，雇主對於機械、設備，應實施定期檢查。但發現有腐蝕、劣化、損傷或堪

用性之虞，應實施下列何者，並縮短其檢查期限？(A)健康檢查(B)作業環境測定(C)安全評估(D)職業災害調

查。 

06. (B) 下列何者非屬一般機械操作時為遠離危險所採用之措施？(A)自動進退料(B)減少動作項目(C)使用夾具或手

工具(D)遠端操控。 

07. (C) 下列何者非屬於機械災害發生原因？(A)安全防護設計不良(B)操作程序錯誤(C)包住長髮、束緊袖口、取下

圍巾領帶(D)安裝、保養或調整不當。 

08. (D) 對於墜落危險之預防措施，下列敘述何者正確？(A)在外牆施工架等高處作業應盡量使用繫腰式安全帶(B)

安全帶應確實配掛在低於足下之堅固點(C)高度2m 以上之開口緣處應圍起警示帶(D)應戴安全帽並繫妥頤

帶。 

09. (A) 下列何者非屬危險物儲存場所應採取之火災爆炸預防措施？(A)使用工業用電風扇(B)裝設可燃性氣體偵測

裝置(C)使用防爆電氣設備(D)標示「嚴禁煙火」。 

10.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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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B) 在地下室油漆作業時，較易引起何種危害？(A)被撞(B)缺氧或火災(C)溺斃(D)感電。 

12. (C) 於營造工地潮濕場所中使用電動機具，為防止感電危害，應於該電路設置何種安全裝置？(A)閉關箱(B)自動

電擊防止裝置(C)高感度高速型漏電斷路器(D)高容量保險絲。 

13. (A) 設計機械時若忽略人體工學的原則，將使得機械和人體特性和能力配合錯誤，而導致下列何項人體工學性

危害？(A)骨骼肌肉不良影響(B)幻聽或幻覺(C)視力減弱(D)腦神經衰弱。 

14. (C) 為防止勞工感電，下列何者為非？(A)使用防水插頭(B)避免不當延長接線(C)設備有接地即可免裝漏電斷路

器(D)電線架高或加以防護。 

15. (C) 電氣設備接地之目的為何？(A)防止電弧產生(B)防止短路發生(C)防止人員感電(D)防止電阻增加。 

16. (C) 使用鑽孔機時，不應使用下列何護具？(A)耳塞(B)防塵口罩(C)手套(D)護目鏡。 

17. (C) 汽車修護時，若廢機油引起火災，最不應以下列何者滅火？(A)厚棉被(B)砂土(C)水(D)乾粉滅火器。 

18. (A) 安全帽承受巨大外力衝擊後，雖外觀良好，應採下列何種處理方式？(A)廢棄(B)繼續使用(C)送修(D)油漆保

護。 

19. (C) 下列有關工作場所安全衛生之敘述何者有誤？(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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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濯等設備(B)事業單位應備置足夠急救藥品及器材(C)事業

單位應備置足夠的零食自動販賣機(D)勞工應定期接受健康檢查。 

20. (B) 勞工若面臨長期工作負荷壓力及工作疲勞累積，沒有獲得適當休息及充足睡眠，便可能影響體能及精神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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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甚而較易促發下列何種疾病？(A)皮膚癌(B)腦心血管疾病(C)多發性神經病變(D)肺水腫。 

21. (C) 「感覺心力交瘁，感覺挫折，而且上班時都很難熬」此現象與下列何者較不相關？(A)可能已經快被工作累

垮了(B)工作相關過勞程度可能嚴重(C)工作相關過勞程度輕微(D)可能需要尋找專業人員諮詢。 

22. (C) 長時間電腦終端機作業較不易產生下列何狀況？(A)眼睛乾澀(B)頸肩部僵硬不適(C)體溫、心跳和血壓之變

化幅度比較大(D)腕道症候群。 

23. (D) 下列何種環境較不會產生一氧化碳？(A)於裝有瓦斯熱水器之密閉浴室中洗熱水澡(B)於通風不良處燃燒垃

圾(C)煉鋼高爐旁(D)噴漆作業。 

24. (C) 以下何者不是發生電氣火災的主要原因？(A)電器接點短路(B)電氣火花電弧(C)電纜線置於地上(D)漏電火

災。 

25. (A) 於拆除建築物或構造物時，為確保作業安全，下列何者有誤？(A)拆除順序應由下而上逐步拆除(B)不得同時

在不同高度之位置從事拆除(C)有飛落、震落之物件，優先拆除(D)拆除進行中予以灑水，避免塵土飛揚。 

 

 

 

 

 

 

 

 

 

 

 

 

 

 

 

 

 

 

 

 

 

 

 

 

 

 

 

 

 

 



                                   第 9 頁，共 10 頁           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中技藝班技藝競賽「工作倫理與職業道德」題庫（25題） 

 

01. (B) 下列何者應適用個人資料保護法之規定？(A)自然人為單純個人活動目的，而將其個人照片或電話，於社群

網站FACEBOOK 分享予其他友人等利用行為(B)與公司往來客戶資料庫之個人資料(C)將家人或朋友的電

話號碼抄寫整理成電話本或輸入至手機通訊錄(D)自然人基於保障其自身或居家權益之個人或家庭活動目

的，而公布大樓或宿舍監視錄影器中涉及個人資料畫面之行為。 

02. (B) 下列關於個人資料保護法的敘述，下列敘述何者不正確？(A)不管是否使用電腦處理的個人資料，都受個人

資料保護法保護(B)公務機關依法執行公權力，不受個人資料保護法規範(C)身分證字號、婚姻、指紋都是

個人資料(D)我的病歷資料雖然是由醫生所撰寫，但也屬於是我的個人資料範圍。 

03. (C) 某室內設計師接受業主委託進行室內設計並施工，但由於在施工過程中雙方出現爭議，因此決定由業主支

付設計圖設計費以及部分工程款後解約，但雙方並沒有針對著作財產權的歸屬進行約定，請問該名業主若

希望另行僱工按原設計圖完成工程，請問下列敘述何者正確？(A)由於設計師為著作人，並享有著作財產

權，因此業主必須取得設計師授權才得以施工(B)雖然設計師為著作人，但著作財產權屬於業主，因此業主

可以逕行施工(C)雖然設計師為著作人，並享有著作財產權，但業主為出資人，仍可以依據該設計圖施工(D)

由於雙方未約定著作財產權歸屬，因此在重新約定前，業主不得進行施工。 

04. (C) 下列何者行為，不違反著作權法？(A)將整本書籍分多次影印成冊(B)因工作需要，錄影重製MLB 世界大賽

現場4直播，回家再看(C)利用自己的新點子、新概念設計文宣(D)咖啡廳、服飾店播放音樂，雖未經授權，

但仍屬合理使用。 

05. (C) 某離職同事請求在職員工將離職前所製作之某份文件傳送給他，請問下列回應方式何者正確？(A)由於該項

文件係由該離職員工製作，因此可以傳送文件(B)若其目的僅為保留檔案備份，便可以傳送文件(C)可能構

成對於營業秘密之侵害，應予拒絕並請他直接向公司提出請求(D)視彼此交情決定是否傳送文件。 

06. (B) 如果你是業務員，公司主管希望你要擴大業績，向某A 公司推銷，你的親友剛好是某A 公司的採購人員，

你應該(A)給親友壓力，請他幫忙採購，最後共同平分紅利(B)向主管報備，應該不要參與自己公司與某A 公

司的 

採購過程(C)躲起來，不要接此案件(D)表面上表示不參與，但是暗中幫忙。 

07. (C) 公司發給每人一台平板電腦，從買來到現在，業務上都很少使用，為了讓它有效的利用，所以將它拿回家

給親人使用，這樣的行為是(A)可以的，因為不用白不用(B)可以的，因為反正放在那裡不用它，是浪費資

源(C)不 

可以的，因為這是公司的財產，不能私用(D)不可以的，因為使用年限未到，如果年限到便可以拿回家。 

08. (D) 在執行業務的過程中，對於雇主或客戶之不當指示或要求，下列處理方式何者適當？(A)即使有損公共利

益，但只要損害程度不高，仍可同意(B)勉予同意(C)基於升遷或業績考量只能照辦(D)予以拒絕或勸導。 

09. (C) 某公司員工執行職務時，應具備下列哪一項觀念？(A)基於對職務倫理的尊重，雇主的指示即使不當，也要

盡力做好(B)當雇主的利益與公共利益相衝突時，即使違反法令也要以雇主利益優先(C)若懷疑有違反公共

利益之不法情事，應向權責機關檢舉(D)舉報不法可能導致工作不保，應三思而後行。 

10. (D) 下列何者符合專業人員的職業道德？(A)未經雇主同意，於上班時間從事私人事務(B)利用雇主的機具設備私

自接單生產(C)未經顧客同意，任意散布或利用顧客資料(D)盡力維護雇主及客戶的權益。 

11. (C) 曉華的公司上班的打卡時間為8:00，會有10 分鐘的緩衝時間，如果超過10 分鐘就算遲到，所以，曉華應該

(A)只要上班時間開始的10 分鐘內到便可，無須8:00 到(B)只要在8:10 分到就可以了，不要太早到(C)應該

提早或準時8:00 到公司(D)只要有來上班就好，遲到就算了，無所謂。 

12. (C) 身為專業技術工作人士，應以何種認知及態度服務客戶？(A)若客戶不瞭解，就盡量減少成本支出，抬高報

價(B)遇到維修問題，盡量拖過保固期(C)主動告知可能碰到問題及預防方法(D)隨著個人心情來提供服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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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及品質。 

13. (A) 工業安全與衛生的基本目標是(A)維護工作者的安全與健康，避免意外事故發生(B)維護公司的利益，避免公

司財務損失(C)維護生產線正常運作，確保產能充裕(D)維護企業形象，避免品質不良。 

14. (B) 安全衛生檢查的目的主要在(A)協助廠商提高生產效率(B)消除不安全的環境及糾正不安全的作業方式(C)防

止設備損壞及偷竊事件發生(D)提升產品及服務品質。 

15. (B) 下列有關防止電氣火災的敘述，何者不正確？(A)電氣不用時，應切斷電源(B)電器使用當中，臨時有事可以

暫時離開(C)發生電氣火災應先關閉電源，再使用不導電的滅火器材滅火(D)易燃物質不得堆積於電路開關

附近。 

16. (A) 對於維護工作環境的整潔與安全，較為正確的作法是(A)選擇適當的機具及正確方法減少公害的發生(B)選擇

低成本快速方法完成工作(C)將工作環境的整潔及安全只交付給安全管理人員負責(D)以達成工作任務優

先，公共安全可以暫不考量。 

17. (D) 為減少施工造成公害，下列的作法何者不適當？(A)施工場所設置警告標示及護欄(B)施工完成後，儘速將工

作場所妥善復原(C)施工之前檢視機具設備是否正常(D)施工當中可以任意丟棄廢棄物，以方便工程進行。 

18. (C) 完成工作之後所產生的有害之廢水或溶液，我們應該(A)應該直接倒到水溝中即可(B)應該先以專業技術處理

一下，再倒入水溝中(C)應該先集中起來，再由有專業處理的業者回收處理(D)應該不用理它，大自然便會

自行分解循環。 

19. (C) 對於工作使用的機具，應該如何保養才最適當(A)不需要每天保養，只要定時保養即可(B)不用保養，反正壞

了，換掉就好(C)隨時注意清潔，每天最後結束時，都將機具做好保養(D)保養只要交給保養公司就好，他

們很專業。 

20. (C) 當發現工作同仁之施工方法及作業環境有潛在危險時，正確作法是(A)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當作與自己無

關(B)因尚未造成傷害，故可以不必加以理會(C)立即主動加以提醒及勸阻(D)礙於同事情誼，不便加以糾正。 

21. (B) 每日工作結束之後，應該將所有的工具歸位，並將環境清潔乾淨，是為什麼？(A)避免被公司罰錢(B)讓下一

位使用者，能夠更方便找得工具，也有舒適環境工作(C)可以提前早點休息，將時間用來打掃，消耗時間(D)

公司有比賽，可以拿到獎金。 

22. (C) 公司與工廠需要定期舉辦工安講習與專業教育訓練，其目的是要做什麼？(A)應付政府機關的稽查(B)消耗經

費(C)保護員工安全，讓員工能夠防範未然(D)讓大家有相聚時間，彼此相互認識。 

23. (D) 下列哪一種工作態度並不足取？(A)在公司規定上班時間之前，就完成上工的一切準備動作(B)工作時注重細

節，以追求最高的工作品質為目標(C)在工作時喜歡團隊合作，與其他同仁充分人際互動(D)在公司內使用

E-mail 時，任意發送與工作無關的訊息給同仁。 

24. (A) 下列有關技術士證照及證書的使用原則之敘述，何者不正確？(A)為了賺取外快，可以將個人技術證照借予

他人(B)專業證書取得不易，不應租予他人營業使用(C)取得技術士證照或專業證書後，仍需繼續積極吸收

專業知識(D)個人專業技術士證照或證書，只能用於符合特定專業領域及執業用途。 

25. (D) 在公司內部行使商務禮儀的過程，主要以參與者在公司中的(A)年齡(B)性別(C)社會地位(D)職位 來訂定順

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