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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公務預算委外職能進修養生西點烘焙班甄試 
 
一、單選題（每題 2分，共 100分）： 

1.【 D 】下列何者非為防範有害物食入之方法？  

(A) 有害物與食物隔離 (B) 不在工作場所進食或飲水 (C) 常洗手、漱口 (D) 穿

工作服  

2.【 B 】作業場所高頻率噪音較易導致下列何種症狀？  

(A) 失眠 (B) 聽力損失 (C) 肺部疾病 (D) 腕道症候群  

3.【 A 】事業單位之勞工代表如何產生？  

(A) 由企業工會推派之 (B) 由產業工會推派之 (C) 由勞資雙方協議推派之 (D) 

由勞工輪流擔任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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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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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棉紗手套 (D) 護目鏡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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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C 】下列何者非屬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之勞工法定義務？  

(A) 定期接受健康檢查 (B) 參加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C) 實施自動檢查 (D) 遵守

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8.【 A 】下列何者非為職業病預防之危害因子？  

(A) 遺傳性疾病 (B) 物理性危害 (C) 人因工程危害 (D) 化學性危害  

9.【 A 】以下為假設性情境：「在地下室作業，當通風換氣充分時，則不易發生一氧化碳中

毒或缺氧危害」，請問「通風換氣充分」係指「一氧化碳中毒或缺氧危害」之何種

描述？  

(A) 風險控制方法 (B) 發生機率 (C) 危害源 (D) 風險  

10.【 C 】下列何措施較可避免工作單調重複或負荷過重？  

(A) 連續夜班 (B) 工時過長 (C) 排班保有規律性 (D) 經常性加班  

11.【 D 】我國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適用之對象為何？  

(A) 未投保健康保險之勞工 (B) 未參加團體保險之勞工 (C) 失業勞工 (D) 未加

入勞工保險而遭遇職業災害之勞工  

12.【 D 】職業安全衛生法所稱有母性健康危害之虞之工作，不包括下列何種工作型態？  

(A) 長時間站立姿勢作業 (B) 人力提舉、搬運及推拉重物 (C) 輪班及夜間工作 

(D) 駕駛運輸車輛  



 

13.【 C 】以下何者是消除職業病發生率之源頭管理對策？  

(A) 使用個人防護具 (B) 健康檢查 (C) 改善作業環境 (D) 多運動  

14.【 D 】根據性別工作平等法，下列何者非屬職場性別歧視？  

(A) 雇主考量男性賺錢養家之社會期待，提供男性高於女性之薪資 (B) 雇主考量

女性以家庭為重之社會期待，裁員時優先資遣女性 (C) 雇主事先與員工約定倘其

有懷孕之情事，必須離職 (D) 有未滿 2 歲子女之男性員工，也可申請每日六十分

鐘的哺乳時間  

15.【 A 】下列有關智慧財產權行為之敘述，何者有誤？  

(A) 製造、販售仿冒註冊商標的商品不屬於公訴罪之範疇，但已侵害商標權之行為 

(B) 以 101 大樓、美麗華百貨公司做為拍攝電影的背景，屬於合理使用的範圍 (C) 

原作者自行創作某音樂作品後，即可宣稱擁有該作品之著作權 (D) 著作權是為促

進文化發展為目的，所保護的財產權之一  

16.【 D 】根據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之間接歧視意涵，下列何者錯誤？  

(A) 一項法律、政策、方案或措施表面上對男性和女性無任何歧視，但實際上卻產

生歧視女性的效果 (B) 察覺間接歧視的一個方法，是善加利用性別統計與性別分

析 (C) 如果未正視歧視之結構和歷史模式，及忽略男女權力關係之不平等，可能

使現有不平等狀況更為惡化 (D) 不論在任何情況下，只要以相同方式對待男性和

女性，就能避免間接歧視之產生  

17.【 D 】所謂營業秘密，係指方法、技術、製程、配方、程式、設計或其他可用於生產、

銷售或經營之資訊，但其保障所需符合的要件不包括下列何者？  

(A) 因其秘密性而具有實際之經濟價值者 (B) 所有人已採取合理之保密措施者 

(C) 因其秘密性而具有潛在之經濟價值者 (D) 一般涉及該類資訊之人所知者  

18.【 D 】個人資料保護法為保護當事人權益，多少位以上的當事人提出告訴，就可以進行

團體訴訟︰ 

(A) 5人 (B) 10人 (C) 15人 (D) 20人  

19.【 C 】某公司員工因執行業務，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若被害人提

起告訴，下列對於處罰對象的敘述，何者正確？  

(A) 僅處罰侵犯他人著作財產權之員工 (B) 僅處罰雇用該名員工的公司 (C) 該名

員工及其雇主皆須受罰 (D) 員工只要在從事侵犯他人著作財產權之行為前請示雇

主並獲同意，便可以不受處罰  

20.【 B 】請問下列何者非為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條所規範之當事人權利？  

(A) 查詢或請求閱覽 (B) 請求刪除他人之資料 (C) 請求補充或更正 (D) 請求停

止蒐集、處理或利用  

21.【 A 】甲公司將其新開發受營業秘密法保護之技術，授權乙公司使用，下列何者不得為

之？  

(A) 乙公司已獲授權，所以可以未經甲公司同意，再授權丙公司使用 (B) 約定授

權使用限於一定之地域、時間 (C) 約定授權使用限於特定之內容、一定之使用方

法 (D) 要求被授權人乙公司在一定期間負有保密義務  



 

22.【 D 】以下哪一項員工的作為符合敬業精神？  

(A) 利用正常工作時間從事私人事務 (B) 運用雇主的資源，從事個人工作 (C) 未

經雇主同意擅離工作崗位 (D) 謹守職場紀律及禮節，尊重客戶隱私  

23.【 B 】小吳是公司的專用司機，為了能夠隨時用車，經過公司同意，每晚都將公司的車

開回家，然而，他發現反正每天上班路線，都要經過女兒學校，就順便載女兒上

學，請問可以嗎？  

(A) 可以，反正順路 (B) 不可以，這是公司的車不能私用 (C) 可以，只要不被公

司發現即可 (D) 可以，要資源須有效使用  

24.【 A 】從事專業性工作，在服務顧客時應有的態度是  

(A) 選擇最安全、經濟及有效的方法完成工作 (B) 選擇工時較長、獲利較多的方

法服務客戶 (C) 為了降低成本，可以降低安全標準 (D) 不必顧及雇主和顧客的

立場  

25.【 D 】廠商某甲承攬公共工程，工程進行期間，甲與其工程人員經常招待該公共工程委

辦機關之監工及驗收之公務員喝花酒或招待出國旅遊，下列敘述何者為對？  

(A) 公務員若沒有收現金，就沒有罪 (B) 只要工程沒有問題，某甲與監工及驗收

等相關公務員就沒有犯罪 (C) 因為不是送錢，所以都沒有犯罪 (D) 某甲與相關

公務員均已涉嫌觸犯貪污治罪條例  

26.【 A 】當發現公司的產品可能會對顧客身體產生危害時，正確的作法或行動應是  

(A) 立即向主管或有關單位報告 (B) 若無其事，置之不理 (C) 儘量隱瞞事實，協

助掩飾問題 (D) 透過管道告知媒體或競爭對手  

27.【 B 】下列哪一項水質濃度降低會導致河川魚類大量死亡？  

(A) 氨氮 (B) 溶氧 (C) 二氧化碳 (D) 生化需氧量  

28.【 B 】目前市面清潔劑均會強調「無磷」，是因為含磷的清潔劑使用後，若廢水排至河

川或湖泊等水域會造成甚麼影響？  

(A) 綠牡蠣 (B) 優養化 (C) 秘雕魚 (D) 烏腳病  

29.【 C 】大氣層中臭氧層有何作用？  

(A) 保持溫度 (B) 對流最旺盛的區域 (C) 吸收紫外線 (D) 造成光害  

30.【 B 】下列何者是懸浮微粒與落塵的差異？  

(A) 採樣地區 (B) 粒徑大小 (C) 分布濃度 (D) 物體顏色  

31.【 B 】「聖嬰現象」是指哪一區域的溫度異常升高？  

(A) 西太平洋表層海水 (B) 東太平洋表層海水 (C) 西印度洋表層海水 (D) 東印

度洋表層海水  

32.【 A 】下列何者屬地下水超抽情形？  

(A) 地下水抽水量「超越」天然補注量 (B) 天然補注量「超越」地下水抽水量 

(C) 地下水抽水量「低於」降雨量 (D) 地下水抽水量「低於」天然補注量  

33.【 D 】小明拿到「垃圾強制分類」的宣導海報， 標語寫著「分 3 類， 好 OK」，標語中

的分 3 類是指家戶日常生活中產生的垃圾可以區分哪三類？  

(A) 資源、廚餘、事業廢棄物 (B) 資源、一般廢棄物、事業廢棄物 (C) 一般廢棄

物、事業廢棄物、放射性廢棄物 (D) 資源、廚餘、一般垃圾  



 

34.【 A 】世界環境日是在每一年的  

(A) 6 月 5 日 (B) 4 月 10 日 (C) 3 月 8 日 (D) 11 月 12 日  

35.【 C 】下列何者為環境保護的正確作為？  

(A) 多吃肉少蔬食 (B) 自己開車不共乘 (C) 鐵馬步行 (D) 不隨手關燈  

36.【 A 】外食自備餐具是落實綠色消費的哪一項表現？  

(A) 重複使用 (B) 回收再生 (C) 環保選購 (D) 降低成本  

37.【 C 】購買下列哪一種商品對環境比較友善？  

(A) 用過即丟的商品 (B) 一次性的產品 (C) 材質可以回收的商品 (D) 過度包裝

的商品  

38.【 B 】台灣自來水之水源主要取自  

(A) 海洋的水 (B) 河川及水庫的水 (C) 綠洲的水 (D) 灌溉渠道的水  

39.【 A 】漏電影響節電成效，並且影響用電安全，簡易的查修方法為  

(A) 電氣材料行買支驗電起子，碰觸電氣設備的外殼，就可查出漏電與否 (B) 用

手碰觸就可以知道有無漏電 (C) 用三用電表檢查 (D) 看電費單有無紀錄  

40.【 D 】解決台灣水荒（缺水）問題的無效對策是  

(A) 興建水庫、蓄洪（豐）濟枯 (B) 全面節約用水 (C) 水資源重複利用，海水淡

化等 (D) 積極推動全民體育運動  

41.【 A 】下列何種現象無法看出家裡有漏水的問題？  

(A) 水龍頭打開使用時，水表的指針持續在轉動 (B) 牆面、地面或天花板忽然出

現潮濕的現象 (C) 馬桶裡的水常在晃動，或是沒辦法止水 (D) 水費有大幅度增

加  

42.【 D 】依據台灣電力公司三段式時間電價（尖峰、半尖峰及離峰時段）的規定，請問哪

個時段電價最便宜？  

(A) 尖峰時段 (B) 夏月半尖峰時段 (C) 非夏月半尖峰時段 (D) 離峰時段  

43.【 C 】有關台灣能源發展所面臨的挑戰，下列何者為非？  

(A) 進口能源依存度高，能源安全易受國際影響 (B) 化石能源所占比例高，溫室

氣體減量壓力大 (C) 自產能源充足，不需仰賴進口 (D) 能源密集度較先進國家

仍有改善空間  

44.【 A 】下列哪一項的能源效率標示級數較省電？  

(A) 1 (B) 2 (C) 3 (D) 4  

45.【 C 】電氣設備維修時，在關掉電源後，最好停留 1 至 5 分鐘才開始檢修，其主要的理

由是  

(A) 先平靜心情，做好準備才動手 (B) 讓機器設備降溫下來再查修 (C) 讓裡面的

電容器有時間放電完畢，才安全 (D) 法規沒有規定，這完全沒有必要  

46.【 A 】有關觸電的處理方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應立刻將觸電者拉離現場 (B) 把電源開關關閉 (C) 通知救護人員 (D) 使用

絕緣的裝備來移除電源  



 

47.【 A 】欲降低由玻璃部分侵入之熱負載，下列的改善方法何者錯誤？ 

(A) 加裝深色窗簾 (B) 裝設百葉窗 (C) 換裝雙層玻璃 (D) 貼隔熱反射膠片  

48.【 D 】如圖所示，你知道這是什麼標章嗎？  

(A) 省水標章 (B) 環保標章 (C) 奈米標章 (D) 能源效率標示  

49.【 A 】台灣是屬缺水地區，每人每年實際分配到可利用水量是世界平均值的多少？  

(A) 六分之一 (B) 二分之一 (C) 四分之一 (D) 五分之一  

50.【 D 】下列何者不是能源之類型？  

(A) 電力 (B) 壓縮空氣 (C) 蒸汽 (D) 熱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