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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現代化的物流中心常藉助許多自動化的機具設備來減少人力的投入，但仍有一些作業是很難節省人

力的。一般而言，下列何項是物流中心最耗費人力且易出錯的作業？ 

�採購 �揀貨包裝 �進貨驗收 �儲存保管 

【3】2.棧板規格的常用標準可分日規與歐規兩種，下列何者不是棧板的標準規格？ 

� 80cm × 120cm � 100cm × 120cm � 100cm × 100cm � 110cm × 110cm 

【3】3.依據倉儲管理系統(WMS)的規劃，將商品貨物放置到適當儲存地點的是下列何種入庫方式？ 

�直接入庫 �批次入庫 �指示入庫 �越庫作業 

【1】4.無人搬運車系統的路徑佈置型式不包含下列何種？ 

�隨機式 �單迴圈式 �區域式 �網路式 

【2】5.低溫物流是指商品在儲存、配送及展示等過程中，必須維持在一定的冷溫條件下，以確保其產品品

質。例如，鮮乳這項產品，其最適的保存溫度應該是多少℃？ 

� 18℃ � 0 ~ 7℃ � -18℃ � -30℃ 

【2】6.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19條，在高溫場所工作之勞工，其每日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幾小時？ 

� 5小時 � 6小時 � 7小時 � 8小時 

【4】7.公路貨物的運送方式，可依營業的差異分成整車或零擔兩種。下列何者屬於零擔貨運的型態？ 

�砂石業 �搬家業 � CY貨櫃業 �快遞宅配業 

【3】8.依據《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33條，車輛通行道寬度應為最大車輛寬度之 2倍再加上多少公

尺？ 

� 0.5公尺 � 0.75公尺 � 1.0公尺 � 1.5公尺 

【1】9.依據《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170條，高度在多少公尺以上並作為危險物品倉庫使用之建築物，

應裝設適當避雷裝置？ 

� 3公尺 � 5公尺 � 6公尺 � 9公尺 

【1】10.凡從事與貨物之國際運送有關業務，遵守國際關務組織(WCO)或等同之供應鏈安全標準，並獲得國

家海關當局或其代表人承認者，均可經由認證成為何種身分？ 

� AEO優質企業 � GMP 廠商 � CAS 產品 � HACCP 標章 

【1】11.依據《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117條，最大速率超過每小時多少公里之車輛系營建機械，應依

相關作業場所之地質、地形，規定其行駛速率？ 

� 10公里 � 20公里 � 30公里 � 40公里 

【4】12.依據《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155條，雇主對於物料之搬運，應盡量利用機械以代替人力；凡

多少公斤以上物品，以機動車輛或其他機械搬運為宜？ 

� 150公斤 � 200公斤 � 300公斤 � 500公斤 

【2】13.依據《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28條，勞工於高差超過多少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時，應設置能

使勞工安全上下之設備？ 

� 1.0公尺 � 1.5公尺 � 2.0公尺 � 2.5公尺 

【1】14.依據《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300條，噪音超過多少分貝之工作場所，應標示並公告噪音危害

之預防事項，使勞工周知？ 

� 90分貝 � 85分貝 � 80分貝 � 75分貝 

【2】15.車輛駕駛常因視覺死角或未注意周遭情形而發生意外，例如當聯結車輛右轉轉彎時，在其右側的機

車或行人常因太過接近而被聯結車的後輪捲入，此種意外即是因為未注意到何種現象所致？ 

�外輪差  �內輪差  

�車頭距  �車間距 

【3】16.依據《勞動基準法》第 59條，醫療期間屆滿二年仍未能痊癒，雇主得一次給付多少個月之平均工

資後，免除工資補償責任？ 

� 12個月 � 24個月 � 40個月 � 60個月 

【3】17.按照產品加工製造順序安排，又稱為「產品式佈置」的是下列何者？ 

�群組佈置  �固定位置佈置  

�直線式佈置  �功能式佈置 

【2】18.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79條，下列有關貨車裝載之規定，何者錯誤？ 

�體積或長度非框式車廂所能容納者，伸後長度最多不得超過車輛全長 30% 

�裝載貨物寬度不得超過車身寬度 10% 

�裝載貨物高度自地面算起，大型車不得超過 4公尺，小型車不得超過 2.85公尺 

�裝載貨物不得超過核定之總重量或行駛橋樑規定之載重限制 

【1】19.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114條，汽車駕駛人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後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

每公升多少毫克以上，不得駕車？ 

� 0.15毫克 � 0.18毫克 � 0.20毫克 � 0.25毫克 

【3】20.依據《移動式起重機安全檢查構造標準》第 11條，移動式起重機結構部分承載之荷重種類，不包

含下列何項？ 

�垂直靜荷重  �垂直動荷重  

�水平靜荷重  �水平動荷重 

【4】21.依據《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第 3條，中型移動式起重機係指吊升荷重在 0.5公噸以上未滿多少

公噸之移動式起重機？ 

� 1.5公噸 � 2.0公噸 � 2.5公噸 � 3.0公噸 

【4】22.某日公路上發生了一起貨車翻覆事故，消防隊獲報後趕來搶救，並對車體進行噴水，結果卻發生了

燃燒、爆炸。事後調查發現，貨車上所載運的是禁水性物質。請問這貨物有可能是： 

�硫磺 �赤磷 �鎂棒 �鋁粉 

【3】23.職業安全衛生法中所稱之主管機關，在中央是為哪一單位？ 

�立法院秘書處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  

�行政院勞動部  �行政院交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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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依據《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第 35條，使用移動式起重機所採取之防止墜落措施，不包含下列

何者？ 

�以搭乘設備乘載或吊升勞工，並防止其翻轉及脫落 

�使勞工佩戴安全帶或安全索 

�搭乘設備下降時，採重力下降之方法 

�搭乘設備自重加上搭乘者、積載物等之最大荷重，不得超過該起重機作業半徑所對應之額定荷重之 50% 

【1】25.源自日本的「5S」運動，可用於改善現場環境品質及物流中心設施之安全維護，以下何者不是 5S之項目？ 

�迅速 �整頓 �清潔 �教養/紀律 

【2】26.把物品分為要與不要的物品，不要的予以撤除處理。是為「5S」運動中的哪一項？ 

�教養／紀律 �整理 �清潔 �清掃 

【4】27.經由長時間重複性作業導致肌肉骨骼傷害，是屬於哪一項職業健康危害因子？ 

�化學性危害 �物理性危害 �生物性危害 �人因性危害 

【2】28.確保公路交通安全，必須公路交通基本要素保持適當配合關係。請問公路交通三大基本要素為： 

�組織、駕駛人、車輛 �駕駛人、車輛、道路 �組織、車輛、道路 �組織、駕駛人、道路 

【4】29.工作中未使用個人防護具，是為下列哪一種意外事故發生原因？ 

�管理缺失  �環境缺失  

�物的不安全狀態  �人的不安全行為 

【4】30.依據《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下列敘述何者不符合規定？ 

�工作場所之人行道與車行道應儘量避免交叉 

�工作場所之通道自路面起算二公尺高度之範圍內，不得有障礙物 

�工作場所車輛通行道寬度，應為最大車輛寬度之二倍再加一公尺 

�設置於緊急避難出口或通道之門，應為內開式 

【4】31.依據《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作業人員於載貨台從事單一之重量超過幾公斤以上之物料裝卸時，

雇主應指定專人監督勞工作業狀況？ 

� 25公斤 � 50公斤 � 75公斤 � 100公斤 

【3】32.依據《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雇主對於絕緣用防護裝備、防護具，應多久檢驗性能一次？ 

�三個月 �五個月 �六個月 �一年 

【2】33.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工作者發現事業單位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之規定，得向哪一單位申訴？ 

�警察機關 �主管機關 �法院 �立法院 

【4】34.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有關一般健康檢查，下列敘述何者不符規定？ 

�勞工有接受之義務 

�應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可之醫療機構的醫師為之 

�雇主應負擔檢查費用 

�醫療機構應將所有檢查結果通報主管機關備查 

【4】35.依據《機械設備器具安全標準》，堆高機裝卸裝置使用之鍊條，安全係數應在： 

�二以上 �三以上 �四以上 �五以上 

【1】36.依據《機械設備器具安全標準》，有關堆高機之敘述，下列何者不符規定？ 

�駕駛人可搭載助手站立於駕駛座旁以協助防止災害發生 

�堆高機之液壓裝置，應設置安全閥 

�堆高機應設置警報裝置 

�堆高機之貨叉材料應為鋼材 

【2】37.依據《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駕駛者離開堆高機時，下列處置何者適當？ 

�原動機可不熄火  �貨叉應置於地面  

�貨叉可停置於高空  �可停放於有滑落危險之斜坡 

【4】38.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有關貨車乘載人員，下列處置何者適當？ 

�駕駛室乘人得以超過規定之人數 �車廂以外得以載人 

�後車廂之貨物上得附載人員 �框式貨車後車箱不得載人 

【2】39.「建立安全且生產力高的工作環境」，是哪一項倉儲保管作業之管理原則？ 

�規劃性原則  �安全性原則  

�彈性化原則  �標準化原則 

【4】40.目前存在的多種複合運輸聯運方式，其中空運與水道結合的模式，稱之為： 

�背載運輸  �船背運輸 

�鳥背運輸  �空橋運輸 

【3】41.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大貨車附載隨車作業人員，除駕駛人外，不得超過： 

�二人 �三人 �四人 �五人 

【1】42.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駕駛人看到鐵路平交道標誌後，應將速度降低至時速幾公里以下？ 

� 15公里 � 20公里 � 25公里 � 30公里 

【1】43.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交岔路口幾公尺內不得臨停？ 

�十公尺 �十五公尺 �二十公尺 �二十五公尺 

【3】44.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有關危險物品之裝載運送，下列何者不適當？ 

�應隨車攜帶未逾時效之滅火器 

�駕駛人應經專業訓練，並隨車攜帶有效之訓練證明 

�遇惡劣天候時，可繼續行駛 

�行經高速公路時，應行駛外側車道 

【1】45.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裝載危險物品之車輛，嚴禁在橋樑多少公尺範圍內停車？ 

�一百公尺 �二百公尺 �三百公尺 �四百公尺 

【3】46.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雇主應依規定填載職業災害內容及統計，並報請

哪一單位備查？ 

�警察機關  �商品檢驗單位  

�勞動檢查機構  �立法機關 

【3】47.倉儲保管操作之首要條件為： 

�貨物進出效率 �作業成本控管 �人員安全性 �貨物安全性 

【2】48.儲存作業中，為避免移動搬運時產生危險及減少搬運時間，笨重、體積大的貨物應放在何處？ 

�料架中高層  �料架第一層 

�遠離進出口的儲區  �走道上 

【4】49.「明確規定負責人按表訂時間，前往負責區巡視檢查」，這是掌握倉儲中心安全維護 5W1H 要點

中的哪一項？ 

� Where � Why � How � When 

【2】50.依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下列何者應依本法規定實施自動檢查，且應訂定自動檢查計畫？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  �雇主  

�勞工  �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