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宜蘭縣 106 學年度國中技藝教育學程「機械職群」技藝競賽學科參考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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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D)工作面不作任何的加工稱為  (A)精切面  (B)細切面  (C)粗切面  (D)光胚面  

2. (D)中國國家標準之表面粗糙度用  (A)最大高度  (B)十點平均  (C)五點平均  (D)中心線

平均 粗糙度。  

3. (C)表面粗糙度單位用什麼表示？ (A)1/10 公厘  (B)1/100 公厘  (C)1/1000 公

厘  (D)1/10000 公厘   

4. (A)量測工件表面粗糙度的基準長之單位為  (A)mm  (B)μm  (C)cm  (D)m  

5. (C)中國國家標準規定表面粗糙度的等級分為  (A)16 級  (B)15 級  (C)12 級  (D)10 級  

6. (A)下列何種加工方法，其加工刀痕為同心圓？  (A)車工  (B)鉗工  (C)鉋工  (D)銑工  

7. (C)一般工件表面粗糙度的判定用何種方法  (A)量測法  (B)目測法  (C)比對法  (D)經驗

法  

8. (B)工件表面經切削加工所留刀痕之粗細程度為  (A)斷面曲線  (B)表面粗糙度  (C)已加工

面  (D)輪廓曲線  

9. (A)下列何種表面粗糙度其表面如鏡面？  (A)超光面  (B)精切面  (C)細切面  (D)光胚面  

10. (A)劃線工作時選用基準面，下列何者為宜？  (A)取已加工面  (B)取圓的中心面  (C)取未

加工面  (D)取孔的中心面)  

11. (A)一般劃線的首要工作是找出  (A)基準面  (B)高度位置  (C)長度位置  (D)寬度位置  

12. (D)下列何者不是劃線的目的？  (A)決定加工處  (B)瞭解加工量  (C)決定加工方法  (D)

瞭解加工順序  

13. (B)線條為避免放置過久不清楚，劃好線後可用何種工具標出？  (A)劃針  (B)尖衝  (C)中

心衝  (D)圓孔衝 

14.  (C)一般工件為清楚劃出線條，在工件表面上可塗何種塗料較佳？  (A)油漆  (B)粉筆  (C)

奇異筆  (D)紅丹液  

15. (D)下列何者不是劃線用塗料？  (A)油漆  (B)粉筆  (C)奇異筆  (D)立可白  

16. (A)在車床床台之胚面上劃線，一般用何種塗料？ (A)粉筆  (B)立可白  (C)奇異筆  (D)紅

丹液  

17. (B)劃線用塗料那一種較易模糊不清？  (A)油漆  (B)粉筆  (C)奇異筆  (D)紅丹  

18. (C)以紅丹作為劃線用塗料，何種情形最適宜？  (A)調成水狀  (B)調濃稠  (C)稍微濕

潤  (D)乾粉狀)  

19. (D)理想的中心衝角度為  (A)10～20 度  (B)30～40 度  (C)50～60 度  (D)80～90 度  

20. (B)理想的尖衝角度為  (A)10～25 度  (B)30～60 度  (C)65～80 度  (D)90～120 度  

21. (D)使用中心衝前，宜先用何種工具施工？  (A)劃線針  (B)實心衝  (C)空心衝  (D)尖衝  

22. (B)在鑽孔時，鑽頭係用何種工具作定位？  (A)劃線針  (B)中心衝  (C)V 形塊  (D)尖衝  

23. (C)平板上不可放置  (A)V 形枕  (B)尺台  (C)手錘  (D)劃線台  

24. (D)下列何種工具不適用在圓棒工件之端面劃線？  (A)磁性 V 形枕  (B)V 形枕及 C 形

夾  (C)V 形槽平行箱  (D)角板  



25. (A)下列何者不是劃平行線及垂直線的工具？  (A)鋼尺  (B)角尺  (C)劃線台  (D)V 形枕  

26. (D)下列何種工具不是配合鋼尺劃線的工具？  (A)分規  (B)單腳卡  (C)圓規  (D)角板  

27. (A)通常高碳工具鋼手鋸條表面呈  (A)黑色  (B)紅色  (C)藍色  (D)白色  

28. (A)一般手弓鋸條的鋸齒部位經常作何種熱處理？  (A)淬火  (B)退火  (C)表面硬化  (D)

不必處理  

29. (C)最常用的手鋸條長度為  (A)200 公厘  (B)250 公厘  (C)300 公厘  (D)350 公厘  

30. (A)手弓鋸條的寬度是  (A)12 公厘  (B)15 公厘  (C)20 公厘  (D)25 公厘  

31. (A)手弓鋸條之鋸齒形式以何種使用較多？  (A)單齒交錯式  (B)三齒交錯式  (C)波浪彎曲

式  (D)不規則形式  

32. (B)手弓鋸條之長度如何訂定？  (A)鋸條全長  (B)鋸條上兩孔間距  (C)全齒長  (D)鋸條

有鋸齒的長度  

33. (B)鋸割鑄件時鋸條齒數以何種為宜？  (A)15 齒  (B)18 齒  (C)20 齒  (D)30 齒  

34. (C)用手弓鋸鋸割工件時，雙眼要注意  (A)鋸片  (B)鋸架  (C)與鋸割線距離  (D)眼觀四方  

35. (D)手弓鋸鋸割工件時，其出力方向為  (A)向前推  (B)向內拉  (C)向下加壓  (D)向前推又

向下加壓  

36. (C)手弓鋸條在工作中常折斷，原因是  (A)材料太硬  (B)材料太薄  (C)鋸條裝配過緊  (D)

材料太軟  

37. (B)鋸割時，鋸條折斷，換新鋸條後要如何鋸割？  (A)換新鋸路  (B)循原鋸路先輕輕鋸

割  (C)循原鋸路反向鋸割  (D)循原鋸路先重重鋸割  

38. (C)手弓鋸鋸割工件時，每分鐘往返幾次為宜？  (A)10～20 次  (B)30～40 次  (C)50～60

次  (D)70～80 次  

39. (B)手弓鋸鋸割薄工件時，發出刺耳的聲音，是因為工件鋸割線距離鉗口邊  (A)太近  (B)

太遠  (C)太低  (D)太短  

40. (D)一般手弓鋸的鋸條鋸割薄工件，齒數以何種為宜？ (A)15 齒  (B)20 齒  (C)25 齒  (D)32

齒  

41. (A)虎鉗的規格是以下列何種方式表示？  (A)鉗口寬度  (B)虎鉗長度  (C)虎鉗寬度  (D)

虎鉗高度  

42. (D)虎鉗的安裝高度約在操作者的何處？  (A)膝高  (B)肩高  (C)胸高  (D)腰高  

43. (B)虎鉗鉗口夾持工件高度至少須為總高度的  (A)四分之一  (B)三分之一  (C)二分之

一  (D)三分之二  

44. (A)虎鉗必須單邊夾持工件時，須要注意什麼？  (A)在鉗口另一端加上墊塊  (B)輕力夾

持  (C)隨意夾持  (D)夾持至工件表面變形  

45. (A)下列何種方式不是虎鉗夾持工件的原則？  (A)工件高出鉗口表面愈高愈好  (B)儘量使

固定鉗口承受切削力  (C)工件宜夾於鉗口中央  (D)夾持鑄鐵胚料宜加鉗口罩  

46. (C)單切齒銼刀刀刃紋路與銼刀邊之夾角為幾度？  (A)35~50 度  (B)50~65 度  (C)65~85

度  (D)85~90 度  

47. (D)下列何種銼刀較適用於精細加工？  (A)方銼刀  (B)圓銼刀  (C)三角銼刀  (D)單切齒

銼刀  



48. (B)什錦銼刀是由下列何種類型的銼刀組成？  (A)大小不同  (B)形狀不同  (C)長短不

同  (D)銼齒密度不同  

49. (D)銼刀依公稱長度分類，從 100 公厘到 400 公厘，每隔多少公厘一支？  (A)10 公厘  (B)25

公厘  (C)40 公厘  (D)50 公厘  

50. (A)銼刀的銼齒硬度須在多少以上？  (A)HRC62  (B)HRC45  (C)HRC37  (D)不須考慮硬

度  

51. (D)一般銼齒的粗細和下列何者有關？  (A)厚度  (B)硬度  (C)寬度  (D)長度  

52. (D)棘齒銼刀適用於銼削何種平面？  (A)軟鋼面  (B)鑄鋁面  (C)黃銅  (D)木材  

53. (B)平銼刀的公稱長度，是指  (A)刀柄  (B)刀端至刀踵  (C)刀踵至刀跟  (D)刀端至刀柄  

54. (C)銼刀多以何種材料製成？  (A)高速鋼  (B)中碳鋼  (C)高碳鋼  (D)合金鋼  

55. (D)什錦銼，下列何者齒距較細？  (A)5 支組  (B)8 支組  (C)10 支組  (D)12 支組  

56. (B)銼刀兩面沿長度方向微凸的目的，在於  (A)易排屑  (B)易銼削  (C)美觀  (D)製造成本

低  

57. (C)雙切齒銼刀的上切齒的主要功用為何？  (A)美觀  (B)礪光  (C)切削  (D)排屑  

58. (C)下列何種銼刀適用軟金屬銼削？  (A)單切齒  (B)雙切齒  (C)曲切齒  (D)棘齒銼  

59. (B)下列何種銼刀適用軟鋼銼削？  (A)單切齒  (B)雙切齒  (C)曲切齒  (D)棘齒銼  

60. (D)下列何種銼齒最適用於木材之銼削？  (A)圓切齒  (B)雙切齒  (C)曲切齒  (D)棘齒銼  

61. (A)銼削方孔時，應最不適合用何種銼刀？  (A)圓銼  (B)方銼  (C)平銼  (D)三角銼  

62. (A)內圓孔銼削時，銼刀的半徑須比內圓孔半徑？  (A)稍小  (B)小一倍  (C)稍大  (D)相等  

63. (D)新銼刀最好先用於何種材質的銼削？  (A)鋼材  (B)鑄鐵材料  (C)硬材料  (D)軟材料  

64. (B)銼削行程與下列何者有關？ (A)銼刀寬度  (B)銼刀長度  (C)銼刀厚度  (D)與銼刀長度

無關  

65. (B)為了防止鐵屑沾住，可在銼刀面塗上  (A)紅丹  (B)粉筆  (C)切削劑  (D)潤滑油  

66. (C)300 公厘的粗銼刀，其銼削速度以每分鐘幾次為佳？  (A)20~30 次  (B)30~45

次  (C)50~60 次  (D)65~80 次  

67. (A)若想得到相同的銼削效率，銼刀愈短，銼削速率需？ (A)較快  (B)較慢  (C)不變  (D)

無關  

68. (D)進行銼削工作時，鑄鐵工件的胚面應該  (A)不必去除  (B)留到最後再去除  (C)用新的

銼刀銼削去除  (D)先去除再銼削  

69. (C)將銼刀橫壓在工件上方，來回進行銼削，稱為  (A)平銼法  (B)圓銼法  (C)推銼法  (D)

斜銼法  

70. (D)進行銼削工作時，握持銼刀柄時姆指應放在銼刀何處？  (A)右側  (B)左側  (C)下

面  (D)上面  

71. (B)平面銼削時，下列何種銼削動作可達到較平的平面？  (A)快、狠  (B)慢、穩  (C)短、

快  (D)短、慢  

72. (B)開始銼削鑄件工作物的黑皮時，應選用何種銼刀？  (A)新銼刀  (B)舊銼刀  (C)單切齒

銼刀  (D)雙切齒銼刀   

73. (A)在銼削工作中，真正有切削作用的是  (A)去程  (B)回程  (C)來回程  (D)無法判斷   



74. (A)下列有關銼刀的敘述，何者正確？  (A)使用銅刷去除銼屑  (B)軟材料應使用細銼

刀  (C)銼削鑄件，銼刀面加潤滑油  (D)使用新銼刀銼削鑄件表皮  

75. (C)進行交叉銼時，交叉的角度約為幾度？  (A)10  (B)20  (C)30  (D)40  

76. (A)公制螺紋牙角為 60°之代號為  (A)M  (B)W  (C)UNF  (D)UNC (編號 090)  

77. (A)公制螺紋中 1 級是表示  (A)最精密  (B)次精密  (C)普通精密  (D)不精密  

78. (C)螺絲攻柄上註記Ⅰ、Ⅱ、Ⅲ 係表示  (A)螺絲攻等級代號  (B)螺絲攻大小代號  (C)螺絲

攻組成代號  (D)螺絲攻精度代號  

79. (D)手用螺絲攻依螺紋部的精度可分  (A)1 級  (B)2 級  (C)3 級  (D)4 級  

80. (C)手用螺絲攻一組是幾支  (A)一支  (B)二支  (C)三支  (D)四支  

81. (D)螺絲攻的第一、二、三攻之區別為  (A)牙深  (B)節距  (C)牙角  (D)絲攻前端的去角  

82. (C)攻製"M16×2.0"螺紋，鑽削孔徑宜為  (A)12 公厘  (B)13 公厘  (C)14 公厘  (D)15 公厘  

83. (B)一般攻絲前鑽削導孔是外徑減去  (A)牙深  (B)節距  (C)節徑  (D)底徑  

84. (C)螺絲直徑 6 公厘節距 1 公厘攻螺絲用鑽孔要使用的鑽頭直徑是多少？  (A)6 公

厘  (B)5.5 公厘  (C)5 公厘  (D)4.5 公厘)  

85. (D)螺絲攻柄上註記 D＝10，P＝1.5 其意義是  (A)直徑 10 公厘，牙深 1.5 公厘  (B)節徑 10

公厘、節距 1.5 公厘  (C)直徑 10 公厘，節徑 10 公厘  (D)直徑 10 公厘，節距 1.5 公厘  

86. (A)在鋼板上攻螺紋所加的切削劑，下列何者為宜？  (A)機油  (B)煤油  (C)乳化油  (D)黃

油  

87. (C)手用螺絲攻容易變鈍的原因是  (A)工件太硬  (B)未使用第一攻  (C)未使用切削劑  (D)

螺絲攻導孔過小  

88. (D)攻鉸螺絲時不宜使用切削劑的工件材質是  (A)碳鋼  (B)不銹鋼  (C)鋁  (D)鑄鐵  

89. (B)攻鉸螺絲時使用切削劑除了潤滑外尚有什麼作用  (A)工件太硬仍可切削  (B)降低切削

熱  (C)導孔過小仍可切削  (D)避免螺絲攻崩牙  

90. (C)攻中碳鋼螺紋時，螺絲攻旋進與後退之比例為  (A)進一圈退一圈  (B)進半圈退一

圈  (C)進 1/4 圈退 1/8 圈  (D)進一圈退半圈  

91. (A)一般螺絲鏌的形狀為  (A)圓形  (B)三角形  (C)方形  (D)多角型  

92. (C)盲孔攻螺紋工作，螺絲攻折斷的原因是  (A)螺絲攻太硬  (B)未使用第一攻  (C)螺絲攻

與孔底部碰觸  (D)螺絲導孔過大  

93. (D)最常用的手工鉸刀材料為  (A)鑄鋼  (B)低碳鋼  (C)鎢碳鋼  (D)高碳工具鋼  

94. (D)鉸孔之目的為  (A)擴大孔徑  (B)修正孔徑  (C)修正孔中心  (D)得到精密的孔  

95. (A)鉸削工作時，產生震刀現象其原因為  (A)進刀量太大  (B)孔徑太大  (C)進刀量太

小  (D)鉸削速度太慢  

96. (B)直徑 10 公厘的精鉸孔，要使用之鑽頭直徑為  (A)10 公厘  (B)9.7 公厘  (C)9.5 公

厘  (D)9.3 公厘  

97. (B)要鉸削 8 公厘的孔徑，要鑽多大的孔？  (A)8 公厘  (B)7.8 公厘  (C)7.6 公厘  (D)7.5 公

厘  

98. (D)鑽孔的孔徑要比鉸孔的直徑  (A)大  (B)相同  (C)無關  (D)小 (編號 117)  

99. (C)公制的錐銷鉸刀之錐度為  (A)1/10  (B)1/25  (C)1/50  (D)1/75 (編號 118)  



100. (B)一般錐銷之公稱尺寸，係以銷端的哪一部位決定？  (A)大端的直徑  (B)小端的直

徑  (C)中間的直徑  (D)錐銷的長度 

101. (C)在機械製圖中，一般最先繪製的線條是  (A)剖面線  (B)虛線  (C)中心線  (D)尺度線  

102. (D)凡是圓或圓柱體，必須繪出  (A)虛線  (B)延伸線  (C)剖面線  (D)中心線 (編號 006)  

103. (A)圖面上實線、虛線、中心線、割面線及尺度線重疊時，最優先者為  (A)實線  (B)虛線  (C)

中心線  (D)割面線 (編號 009)  

104. (B)下列線條何者不以細線繪製  (A)尺度線  (B)隱藏線  (C)折斷線  (D)剖面線  

105. (B)一組三角板可用來繪製的角度是  (A)20 　、30 　、45 　及 75 　  (B)15 　、45 　、

60 　及 75 　  (C)30 　、50 　、75 　及 90 　  (D)45 　、50 　、75 　及 90 　  

106. (C)繪製較長的直線，為了使線條粗細能夠一致，鉛筆最好  (A)改變方向  (B)用力調整  (C)

稍微轉動  (D)不變 (編號 015)  

107. (C)依據 CNS 標準，一般之繪圖單位為  (A)m  (B)cm  (C)mm  (D)μm  

108. (B)下列何者為等腰三角形之三邊  (A)9、9、20  (B)7、7、10  (C)6、6、16  (D)2、2、4  

109. (C)利用下列何式，可求得正 N 邊形的內角和  (A)(N－2)×120 　  (B)(N－2)×150 　  (C)(N

－2)×180 　  (D)(N－2)×210 　  

110. (C)正六角形每一內角等於  (A)60 　  (B)90 　  (C)120 　  (D)150 　  

111. (B)右圖 所示的投影法為  (A)第四角  (B)第三角  (C)第二角  (D)第一角

投影法  

112. (A)右圖 所示的投影法為 (A)第一角  (B)第二角  (C)第三角  (D)第四角投

影法  

113. (D)閱讀工作圖的第一步驟是瞭解圖面的  (A)加工法  (B)比例  (C)材料  (D)投影法  

114. (D)以比例 1：10 繪圖，若圖面長度為 50mm，則實際長度應

為  (A)5mm  (B)50mm  (C)100mm  (D)500mm (編號 033)  

115. (C)下列符號何者表示為真平度  (A)  (B)  (C)  (D)   

116. (C)描圖紙是一種  (A)感光紙  (B)模造紙  (C)透明薄紙  (D)道林紙  

117. (C)對於公差的敘述，下列何者為正確  (A)最大限界尺寸與實際尺寸的數字差  (B)最小限

界尺寸與基本尺寸的數字差  (C)最大限界尺寸與最小限界尺寸的數字差  (D)實際尺寸

與基本尺寸的數字差  

118. (D)為表明相關零件之形狀或相關位置，常在視圖中附加以細鏈線繪出的參考視圖稱為  (A)

局部視圖  (B)轉正視圖  (C)局部放大視圖  (D)虛擬視圖  

119. (B)物體斜面兩端高低差與長度的比值是  (A)錐度  (B)斜度  (C)梯度  (D)直度  

120. (D)依據 CNS 標準，應儘量使用下列何者來表示物體之形狀及尺度  (A)斜視圖  (B)透視

圖  (C)等角圖  (D)正投影視圖  



121. (C)通常使用三角板與丁字尺配合，無法繪出的角度是  (A)15　  (B)30　  (C)50　  (D)75  

122. (B)下列敘述，何者不正確  (A)焊接所產生的火花觸可能引起火災  (B)切削所產生的赤熱

金屬屑不會引起火災  (C)電路短路引起的高溫會造成電氣火災  (D)電路電流超過額定

安全電流會引起電氣火災  

123. (D)下列敘述，何者不正確  (A)振動是噪音產生的原因之一  (B)噪音會使人驚嚇、擾亂、

影響集中力、睡眠或休閒  (C)聲音的強度通常以分貝(db)表示  (D)噪音可提高工作效率  

124. (D)噪音造成之傷害，下列何者是錯誤的  (A)會引起聽力損失  (B)會引起肌肉的控制能力

減低  (C)會引起心跳加速或變慢  (D)常引起呼吸頻率減慢  

125. (A)吊車的安全使用法中，下列敘述何者不正確  (A)吊車上不可放置滅火器  (B)未經訓練

指派不可操作吊車  (C)提吊工件路徑應避開有工作者之上空  (D)停電即應關閉控制器

操作  

126. (B)固定式起重機變更設置位置時，需辦理下列何種檢查  (A)重新檢查  (B)竣工檢查  (C)

使用檢查  (D)構造檢查  

127. (A)電流流過下列何器官，對工作者產生之危害性最大  (A)心臟  (B)耳  (C)手  (D)腳  

128. (C)堆積加工物料時，較重者應置於  (A)較右方  (B)較左方  (C)較下方  (D)較上方  

129. (C)鏨削工件時，下列操作敘述何者錯誤  (A)可利用護墊保護手部  (B)刃口必須足夠銳

利  (C)兩眼必須緊盯鏨子頂端  (D)應輕輕握持鏨柄，不可抓太緊  

130. (B)下列防止水污染方法中，何者為生物方法  (A)熱處理法  (B)活性污泥法  (C)共枕

法  (D)反滲透法  

131. (B)安全鞋應可承受重 25 公斤的物體自多高處掉落，其產生之撞擊力不會壓傷腳趾，方為

合格  (A)10cm  (B)50cm  (C)100cm 高  (D)200cm (  

132. (B)為防護重工件壓傷腳部，需穿  (A)護足墊  (B)安全鞋  (C)木底鞋套  (D)腿罩  

133. (D)操作手提電鑽時，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必須以自身體重全力施壓，以利快速鑽穿  (B)

一定要戴手套保護手部  (C)小型工件要用手抓牢，才不會飛出  (D)應先切斷電源才更

換鑽頭或放下電鑽  

134. (C)操作木工用手弓鋸時，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A)應先明辨推鋸或拉鋸  (B)木紋會影響鋸

齒選擇  (C)開始就應以大行程與快速地鋸切  (D)懸掛手鋸之高度應低於頭部  

135. (C)較高溫操作環境下，用以防止高熱金屬噴射或燙傷的全身防護器材為  (A)石棉手套  (B)

皮衣  (C)石棉衣  (D)圍裙  

136. (C)設計機器便考慮到如何防範職業災害於未然者為  (A)機器自動化  (B)機器安全設

計  (C)送料自動化  (D)機器設計自動化  

137. (D)下列敘述，何者不正確  (A)機械鬆動會產生噪音  (B)電盤線路之搭接，嚴禁跳過漏電

斷路器  (C)物料之堆放應注意不得超過堆放地之最大安全負荷  (D)評估聽力損失時，

不需將年齡列入考慮  

138. (B)機械裝置失靈或失效的故障應視為整台機械安全失效，下列何者為最不宜採取之措

施  (A)斷電  (B)減速  (C)停用  (D)標示 (編號 449)  

139. (C)移動式起重機使用前之檢查稱為  (A)型式檢查  (B)竣工檢查  (C)使用檢查  (D)定期

檢查  



140. (A)下列有關使用手工具之敘述，何者正確  (A)鑿子鑿切操作時應戴防護眼鏡  (B)工件快

鋸斷時的速度宜快  (C)大螺絲釘應選用較小起子  (D)割切物體時的刀口應對著自己  

141. (C)實施安全檢查的最佳時機是  (A)即將發生危害事故時  (B)已經發生事故但尚無人員傷

亡時  (C)每天開始工作之後  (D)工廠休假停工時 (編號 457)  

142. (D)正方形或長方形在工業安全標示之意義為  (A)警告  (B)禁止  (C)指示  (D)一般說明

及提示  

143. (A)控制機械緊急停止之按鈕，其工業安全顏色應為  (A)紅色  (B)黃色  (C)綠色  (D)藍色 

144. (C)下列敘述何者為錯誤  (A)吊掛工件應估計重量  (B)吊起工件之重心應在吊鉤正下

方  (C)吊索之張角越大越好  (D)吊起時應注意工件是否滑脫  

145. (C)強光下作業可配戴  (A)普通眼鏡  (B)安全眼鏡  (C)遮光太陽眼鏡  (D)蛙鏡 (編號 473)  

146. (A)工廠之整潔應由  (A)全體員工  (B)高級主管  (C)維修人員  (D)基層員工加以維持  

147. (A)使用砂輪機時，操作人員站立的位置何處最不安全  (A)前方  (B)左側  (C)右側  (D)後

方  

148. (A)工具的攜帶方式最好是  (A)放在工具箱  (B)放在口袋  (C)繫在腰帶  (D)拿在手上  

149. (B)操作銑床之安全作業要領是  (A)使用變形之刀軸  (B)不使用太大的進刀及太深的切

深  (C)使用敲擊的方式安裝銑刀  (D)將銑刀隨意放置  

150. (A)正確的工具機安全操作方法是  (A)不可卸下安全防護裝置  (B)可任意操作不熟悉之機

具  (C)可用手、腳去停止機具的運作  (D)聽到機械發出異常的聲響時，無需停機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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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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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