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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安一點通 
職業衛生管理甲級檢定

二版序

職安一點通甲級職業衛生檢定完全掌握全新大改版了！第二版也將帶給讀者更多

的驚喜與服務，由於職安法規及資訊更新迅速，職安一點通作者團隊希望能將最完整、

最正確的資訊呈現給讀者，除了將許多寶貴意見回饋增訂並納入最新公告之法規之外，

也修正了之前錯誤之處。本次二版提供了最新的特色 -職安一點通服務網 (www.osh-
soeasy.com)正式上線，考生讀者最關心的歷屆學術科試題本書僅收錄最新之 108年度
三次之學術科試題，更早期之學術科試題及解析皆置放於職安一點通服務網 -考古題
下載區 (www.osh-soeasy.com/exam)供讀者下載準備，讓題目隨身帶著走，掌握最新考
試訊息。

隨著已開發國家服務業的盛行造成越來越多的工作需要久坐，因此其造成的健康

問題和製造業或是營造產業不同。當代的健康問題，像是許多國家肥胖比例的上昇，

以及心理壓力及超時工作等問題；有些職業有安全上的風險，有些職業則有造成疾病

或長期健康問題的風險。常見的職業病，例如塵肺病：包括矽肺症及煤礦工人塵肺症；

勞工也常得到皮膚病：例如蕁麻疹、皮膚炎、濕疹、曬傷及皮膚癌，甚至其他常見的

職業病有腕隧道症候群及鉛中毒等職業病。也因此許多國家將職業健康視為是社會的

挑戰，並且形成團體組織來確保工作者的健康和安全。

職業衛生的領域包山包海，與職業安全不同，職業安全注重短期立即性的危害，

職業衛生則著重長期而累積的影響。從工廠到營造業工地，除了可立即發現的安全性

危害，衛生牽涉的議題更是無所不在，涵括對工作職場之物理性、化學性、生物性、

人因性與心理性危害領域，除了衛生這樣的條件要求之外，現在更著重創造健康的環

境，「健康」這一個名詞在世界衛生組織於 1946年 6月 22日WHO於紐約舉辦的健
康大會，多國簽署並於 1948年 4月 7月生效的WHO組織法序言（《世界衛生組織官
方記錄》第 2號 p.100）定義，「健康」廣義來說是：「健康不僅為疾病或虛弱之消除，
而是體格，精神與社會之完全健康狀態」。這是一個很抽象的議題，因此一個好的衛

生管理師不但要有危害辨識，還需要有解決問題能力，才能提升事業單位職業衛生管

理水準，邁向健康友善的工作環境，期待本書能夠幫助您順利通過考試，並一窺職業

衛生領域的入門，一同共創安全、健康、衛生、舒適的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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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職業安全衛生法規

壹、職業安全衛生法規

 本節提要及趨勢

名詞解釋雖一向為職業衛生管理師常考題型，但比較偏向專業名詞用語。本章名

詞為法定名詞，字體不可混淆錯別；另職安母法為許多標準或規則之法源依據，請各

位讀者務必熟悉母法與子法間的關係。

 適用法規

一、 「職業安全衛生法」。

二、 「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

 重點精華

一、 工作者：指勞工、自營作業者及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
員。【72-1-1】【77-4】

二、 自營作業者：指獨立從事勞動或技藝工作，獲致報酬，且未僱用有酬人員幫同工
作者。【106工礦】

三、 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指與事業單位無僱傭關係，
於其工作場所從事勞動或以學習技能、接受職業訓練為目的從事勞動之工作者。

四、 工作場所負責人：指雇主或於該工作場所代表雇主從事管理、指揮或監督工作者
從事勞動之人。

五、 職業災害：指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原料、材料、化學品、氣體、
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工作者疾病、傷害、失能或死

亡。【黃金考題】

六、 勞動場所：【73-1-1】【106工礦】

1. 於勞動契約存續中，由雇主所提示，使勞工履行契約提供勞務之場所。

2. 自營作業者實際從事勞動之場所。

3. 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實際從事勞動之場所。

七、 工作場所：指勞動場所中，接受雇主或代理雇主指示處理有關勞工事務之人所能
支配、管理之場所。【106工礦】

八、 作業場所：指工作場所中，從事特定工作目的之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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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稱職業上原因：指隨作業活動所衍生，於勞動上一切必要行為及其附隨行為而具
有相當因果關係者。

十、 合理可行範圍：指依本法及有關安全衛生法令、指引、實務規範或一般社會通念，
雇主明知或可得而知勞工所從事之工作，有致其生命、身體及健康受危害之虞，

並可採取必要之預防設備或措施者。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雇主對於具有危害性之化學品，應如何採取源頭

管理措施？

參考題型

答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十條規定，雇主對於具有危害性之化學品，應予標示、

製備清單及揭示安全資料表，並採取必要之通識措施。

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提供前項化學品與事業單位或自營作業者前，應予標

示及提供安全資料表；資料異動時，亦同。

 標、清、資、通。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雇主對於危害性化學品，應如何實施風險評估及

管理？

參考題型

答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十一條規定，雇主對於危害性化學品，應依其健康危害、

散布狀況及使用量等情形，評估風險等級，並採取分級管理措施。

 風險評估三個要項：健康危害、散布狀況、使用量。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中央主管機關對於新化學物質有何規定？

參考題型

答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十三條規定，製造者或輸入者對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化學物質清單以外之新化學物質，未向中央主管機關繳交化學物質安全評估報告，

並經核准登記前，不得製造或輸入含有該物質之化學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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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主管機關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審查化學物質安全評估報告後，得

予公開之資訊為何？有必要揭露予特定人員之資訊範圍為何？

參考題型

答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十八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審查化學物質安全評

估報告後，得予公開之資訊如下：

一、 新化學物質編碼。

二、 危害分類及標示。

三、 物理及化學特性資訊。

四、 毒理資訊。

五、 安全使用資訊。

六、 為因應緊急措施或維護工作者安全健康，有必要揭露予特定人員之資訊。

前項第六款之資訊範圍如下：

一、 新化學物質名稱及基本辨識資訊。

二、 製造或輸入新化學物質之數量。

三、 新化學物質於混合物之組成。

四、 新化學物質之製造、用途及暴露資訊。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所稱之優先管理化學品，包含哪些項目？

參考題型

答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十四條第二項所稱優先管理化學品如下：

一、 本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三十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所列之危害性化
學品。

二、 依國家標準 CNS 15030分類，屬致癌物質第一級、生殖細胞致突變性物質第
一級或生殖毒性物質第一級者。

三、 依國家標準 CNS 15030 分類，具有物理性危害或健康危害，其化學品運作量
達中央主管機關規定者。

四、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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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職業安全衛生計畫及管理
本章節部分內容參考「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編列之勞工衛生管理師教育訓

練教材」。

壹、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含風險評估 )

 本節提要及趨勢

本章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CNS-15506：2011) 是我國 (勞委會 96年 )整併
OHSAS-18001：2007(全球主要驗證機構共同制定之職業安全衛生評估系列標準 )及
ILO-OSH：2001(國際勞工組織公告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指引 )，以提升國家競
爭力，將職場安全衛生管理制度邁向系統化。2018年 3月國際標準組織 (ISO)已發布
ISO 45001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標準，更成為各企業系統改版的趨勢，以走向國際化
發展的指標。

 適用法規

一、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二、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12-2條。

三、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1. TOSHMS驗證指導要點 (107.08.20)。

2. TOSHMS指引 (96.08.13)。

 重點精華

一、 名詞定義

1. 稽核 (audit)：系統化、獨立及文件化之程序，以獲得證據，並客觀地評估它，
以決定滿足所定準則的程度。

2. 危害 (hazard)：潛在會造成人員傷害或有礙健康的傷害之來源、情況或行為，
或上述之組合。

3. 危害鑑別 (hazard identification)：確認危害之存在，並定義其特性的過程。

4. 有礙健康 (ill health)：可鑑別，有害身體或精神的狀態，因工作活動與工作
相關情形提升或者惡化。

5. 事件 (incident)：造成或可能造成傷害、有礙健康 (不論嚴重程度 )或死亡的
工作相關情事；包含意外事故、虛驚事件或緊急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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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風險 (risk)：係對於危害事件或暴露發生的可能性之組合，且傷害程度或有
礙健康會因此危害事件或暴露而造成。

7. 風險評鑑 (risk assessment)：考量任何現有管制措施的結果，評估因危害而
造成的風險與決定此風險是否可接受的過程。

8. 主動式監督 (active)：檢查危害和風險的預防與控制措施，以實施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系統的作法，符合其所定準則的持續性活動。

9. 被動式監督 (passive)：對因危害和風險的預防與控制措施，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系統的失誤而引起的傷病、不健康和事故進行檢查、辨識之過程。

10. 持續改善 (action)：為達成改善整體的職業安全衛生績效及職業安全衛生政
策的承諾，而不斷強化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的循環過程。

11. 預防措施：消除潛在不符合或其他不期待情況原因之措施。

12. 矯正措施：消除所偵知之不符合或不期待情況原因之措施。

二、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在決定管制措施，或是考慮變更現有管制措施時，應
依據下列順序 (應注意優先次序 )以考量降低風險。

1. 消除；

2. 取代；

3. 工程控制措施；

4. 標示、警告與管理或管制措施；

5. 個人防護器具。

三、 依國際勞工局 ILO-OSH 2001指引，其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架構包含：

1. 政策 -職業安全衛生政策 
政策 -員工參與

2. 組織 -責任與義務
 組織 -能力與訓練 
組織 -職安衛管理系統文件化 
組織 -溝通

3. 規劃與實施 -先期審查
 規劃與實施 -系統規劃、建立與實施 
規劃與實施 -職業安全衛生目標 
規劃與實施 -危害預防 (包括預防與控制措施、變更管理、緊急應變措施、 
規劃與實施 -採購、承攬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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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評估 -績效監督與量測
 評估 -與工作有關的傷害、不健康、疾病和事故及其對安全衛生績效影響的 
評估 -調查

 評估 -稽核
 評估 -管理階層審查

5. 改善措施 -矯正與預防措施
 改善措施 -持續改善

四、 依行政院國家工安獎評審標準，安全衛生管理之目的為降低企業風險，保護企業
及員工的安全與健康，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即為運用風險管理的觀念，有效

建構與整合企業的安全衛生自主管理制度。企業要達到健全的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至少要做到：

1. 超越法規：任何安全衛生規範除應符合安全衛生法規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
統的基本要求外，尚須追求優於法令的高階標準。

2. 高層政策支持：在提升安全衛生及促進勞工健康之投資，應以本質安全、工
程控制優先考量。

3. 落實風險評估：任何作業工作環境及組織程序所存在的風險，均應詳實地辨
識與評估，並採取防災控制措施，透過事前做好評估及預防控制，將風險機

率及嚴重性降到最低。

4. 持續改善：落實規劃（Plan）、實施（Do）、查核（Check）與矯正行動（Action）
的管理循環，隨時檢討改進，使安全衛生水準不斷地改進提昇。

五、 依危害辨識及風險評估技術指引，執行危害辨識及風險評估之作業流程如下涵蓋
八個步驟程序：

設計 /作業條件
(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 )盤查 (一 )

危害辨識 (二 )

判定風險是否可接受 (四 )

風險評估 (三 )

檢討風險控制措施 
之適用性及有效性 (六 )

危害辨識及風險評估結果 
之檢討修正 (八 )

決定及採取風險控制措施 (五 )

記錄及記錄管理 (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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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列舉事業單位推動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的成功因素 10項。(10 分 )   
  【86-03-02】

參考題型

答

事業單位推動職安全衛生管理系統的成功因素如下：

一、 雇主的理念與承諾。

二、 高階主管的支持。

三、 安全衛生組織、功能及人員技術能力的強化。

四、 擴大員工參與之層面。

五、 融入企業管理模式。

六、 善用安全衛生資源。

七、 實施風險評估，對不可接受之風險採取有效之控制措施。

八、 依據 PDCA管理循環模式建置及落實各項職安衛計畫。

九、 強化各級人員之安全衛生技能與知識。

十、 建立職業安全衛生績效監督與量測機制。

十一、將職業安全衛生績效納入年度績效考核要項之中。

十二、強化職安衛管理系統之評估及審核機制。

執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之風險評估時，其中之作業條件清查可作為辨識危

害與後果及評估風險的依據。試列舉 6項有關作業清查宜包含的資訊。

參考題型

答

依「風險評估技術指引」附錄一、風險評估技術指引補充說明，作業清查可包括

的資訊如下列：

一、 作業的場所、人員、頻率及內容。

二、 作業可能使用或接觸到的機械、設備、工具，及其操作或維修之說明。

三、 作業可能使用或接觸到的原物料及其物性、化性、健康危害性、安全及異常
之處理方法等。

四、 法規及相關規範的要求，以及事業單位本身相關規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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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作業所需的公用設施，如電壓、壓縮空氣、蒸汽等。

六、 作業的控制措施 (包含工程控制、管理控制及個人防護具 )及其應用情況。

七、 事業單位本身或同業以往的事件案例。

八、 作業人員的技術能力、安衛知識及訓練狀況等。

九、 其他可能受此作業影響的人員，包含員工、承攬人、訪客、廠 (場 )周遭人員
等。

一、 試依準備期、建置期、系統運作期及矯正改善期，規劃在事業單位內推動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之各期工作。 【73-04】

二、 試簡述在事業單位內如何實施有關化學品健康暴露危害之風險管理。

參考題型

答

一、 事業單位內推動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之各期工作

1. 準備期：

(1) 高階主管的支持及授權。

(2) 成立推行組織。

(3) 提升員工的安全衛生認知。

2. 建置期：

(1) 制定安全衛生政策。

(2) 設定安全衛生目標及制訂管理方案。

(3) 擬訂文件綱目。

3. 系統運作期：職安衛管理系統執行運作時，乃依據職安衛管理系統標準
之要項及風險評估所建立之重大風險控制規劃所制定之相關程序書及作

業指導書來實施與操作。

4. 矯正改善期：持續檢討系統執行的方向、作法及效用，包含績效監督與
量測、事件調查、稽核、管理階層審查、矯正與預防措施，可確保職安

衛管理系統的運作是符合法規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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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關化學品健康暴露危害之風險管理實施如下列：

1. 規劃 (Plan)階段：

(1) 了解法規要求事項。

(2) 規劃化學品分級管理之執行程序。

(3) 清查廠場中具有健康危害之化學品。

2. 實施 (Do)階段：執行 CCB五步驟

(1) 劃分危害群組。

(2) 判別散布狀況。

(3) 選擇使用量。

(4) 決定管理方法。

(5) 參考暴露控制表單。

3. 檢查 (Check)階段：檢查廠場是否已依 CCB執行結果，採取適當的管理
方法及暴露控制措施。

4. 改進 (Action)階段：

(1) 若檢查結果已符合，則維持現況並持續觀察。

(2) 若未符合，則應執行改進相關風險減緩或控制措施。

(3) 定期檢討更新執行程序，並留存紀錄備查。

請說明台灣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之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應考量的內容。  
  【71-04】、【65-01】

參考題型

答

依「TOSHMS驗證規範」之要求，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之程序應考量：

一、 例行性與非例行性之活動。

二、 所有進入工作場所人員之活動 (包括承攬商與訪客 )。

三、 人員行為、能力以及其他之人為因素。

四、 工作場所之外之危害，但其有可能影響組織控制下之工作場所範圍內人員之
安全衛生。

五、 在組織控制下，因工作相關之活動而造成存在於工作場所周圍之危害。

六、 工作場所中，由組織或其他單位所提供之基礎設施、設備以及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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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在組織中或其活動、物料方面，所作之改變或提出之改變。

八、 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之改變，包括暫時性改變與其在操作、過程以及活動之
衝擊。

九、 任何相關於風險評估與實施必要控制措施所適用之法律責任。

十、 對工作區域、過程、裝置、機械 /設備、操作程序及工作組織之設計，包括
這些設計對人員能力之適用。

依據台灣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指導綱領，試回答下列問題：

一、 何謂危害？

二、 在建立與使用風險評估矩陣時，應留意哪些事項？

三、 何謂矯正措施？並請說明矯正措施與預防措施之差異。【60-03-02】

參考題型

答

一、 依據「台灣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指導綱領」，所謂之「危害」係指：「潛
在造成任何形式傷害之來源、情況或行為，這些傷害包括受傷或不健康，或

是這些後果同時發生。」

二、 在建立與使用風險評估矩陣時，應留意事項如下述：

1. 僅考量二個因素，無法考量到影響風險的多重因素。

2. 且預估的答案可能對實際情況並不適用。

三、 依據「台灣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指導綱領」所謂之「矯正措施」係指：「消
除所偵知之不符合或不期待之情況原因之措施」，矯正措施與預防措施之差

異說明如下：

1. 「矯正措施」是被用來預防再發生。

2. 「預防措施」是被用來預防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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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噪音危害《計算公式》

  容許暴露時間

容許暴露時間 T＝
8

2(L-90)/5  

T：容許暴露時間 (hr)

L：噪音壓級 (dB)

勞工暴露之噪音音壓級及其工作日容許暴露時間如下列對照表：

工作日容許暴露時間 (小時 )    8 6 4 3 2 1 1/2 1/4

Ａ權噪音音壓級 (dBA) 90 92 95 97 100 105 110 115

  噪音劑量與音壓級換算計算

t小時時量平均音壓級 (LTWA) ＝ 16.61 log
100×D
12.5×t 

 +90(dBA)

D ： 暴露劑量

t ： 總工作暴露時間 hr

勞工噪音暴露之八小時日時量平均音壓級 (LTWA8) ＝ 16.61 1ogD＋ 90(dBA)

  測定勞工八小時日時量平均音壓級時，應將八十分貝以上之噪音以增加五分貝降
低容許暴露時間一半之方式納入計算。

  穩定性噪音容許暴露時間之五分貝原理，又稱五分貝減半率，每增加五分貝，容
許暴露時間減半，T ＝ 8/2(L-90)/5。

  勞工工作日暴露於二種以上之連續性或間歇性音壓級之噪音時，其暴露劑量之計
算方法為：

D＝
tl

T1 +
t2
T2 +…+

tn
Tn

(其和大於一時，即屬超出容許暴露劑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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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 工作者於工作日暴露某音壓級之時間 (hr)

T ： 暴露該音壓級相對應的容許暴露時間 (hr)

( D) ≦ 1 符合法規； (D) > 1不符合法規

  自由音場距離衰減公式

點音源：LP＝ LI＝ LW -20×log r- 11

線音源：LP＝ LI＝ LW -10×log r- 8

  半自由音場距離衰減公式

點音源：LP＝ LI＝ LW -20×log r- 8

線音源：LP＝ LI＝ LW -10×log r- 5

LP、LI及 LW表示聲音壓力位準、聲音強度位準及聲音功率位準；r：表示離噪
音源之距離。

(在常溫常壓下 LP＝ LI)

  音壓級距離衰減

點音源：LP2＝ LP1 +20 log 
r1
r2  

線音源：LP2＝ LP1 +10 log 
r1
r2

面音源：無距離衰減

※r1及 r2表示離噪音源不同之距離 

  
聲音功率位準 (音功率級 )Lw(dB)＝ 10 log W

W0

W：聲音音功率 (watt)

W0：基準音功率＝ 10-12Watt 

聲音強度位準 (音強度級 )LI(dB)＝ 10 log
I
I0
；I0＝ 10-12 W/m2為基準強度

聲音壓力位準 (音壓力級 )LP(dB)＝ 20 log P
P0

；P0＝ 20μPa＝ 2×10-5Pa為基準 

音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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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噪音相加速算法 L1≧ L2，則噪音相加值＝ L1+修正值。

L1-L2 0,1 2~4 5~9 10~

修正值 3 2 1 0

  聲音合成相減 L＝ 10 log(10L1/10-10L2/10)

  聲音合成相和 L＝ 10 log 10L1/10＝ 10 log(10L1/10+10L2/10+…+10Ln/10)

  平均音量 Lavg＝ 10 log【
1
n (10L1/10+10L2/10+…+10Ln/10)】

  八音度頻率之上、下頻率之計算公式

fc＝ f1f2；f2＝ 2f1

fc：噪音計中心頻率；f1：下限頻率；f2：上限頻率。

某勞工工作場所，經測定其噪音之暴露如下：

時間 噪音類別 測定值

08：00~12：00 穩定性  90dBA    

13：00~16：00 變動性 噪音劑量：40%

16：00~18：00 穩定性 85dBA

試回答下列問題： 

一、  全程工作日之時量平均音壓級為何？

二、  暴露之 8 小時日時量平均音壓級為多少分貝？

三、  該勞工之噪音暴露是否符合法令之規定？ ( 請說明判定之理由 ) 
 【69-05】

1

 
一、 T＝ 

8
2(L-90)/5 ； T：容許暴露時間 (hr)； L：噪音壓級 (dB)

T1＝ 
8

2(90-90)/5＝ 8

D2＝ 0.4

T3＝ 
8

2(85-90)/5＝ 16

D＝
t1
T1

+
t2
T2

+…+
tn
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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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 工作者於工作日暴露某音壓級之時間 (hr)

T ： 暴露該音壓級相對應的容許暴露時間 (hr)

(D) ≦ 1 符合法規； (D) > 1不符合法規

D＝
t1
T1

+
t2
T2

+
t3
T3

    ＝
4
8

+0.4+
2

16
 ＝ 1.025

勞工全程工作日之時量平均音壓級：

LTWA＝ 16.61 log
100×D
12.5×t 

+90  

        ＝ 16.61 log
100×1.025

12.5×9
+90 ＝ 89.33(dBA) 

∴該勞工全程工作日之時量平均音壓級 89.33dBA。

二、 該勞工噪音暴露八小時日時量平均音壓級：

LTWA＝ 16.61 log
100×D
12.5×t 

+90  

        ＝ 16.61 log
100×1.025

12.5×8
+90 

        ＝ 90.18(dBA)  

∴該勞工噪音暴露八小時日時量平均音壓級 90.18 dBA。

三、 依法令規定，當總暴露劑量＞ 1(或 100%)時，則表示該勞工暴露之噪音作業場
所己經超過法令規定。

此題之勞工的噪音暴露劑量為 102.5%＞ 100%，故為不符合法令規定。

計算機操作範例：

計算式： 
8

2(90-90)/5＝ 8

計算機機型 計算機操作說明

CASIO fx820SOLAR 8 ÷ 2 XY   [(... [(... 90 - 90 ...)] ÷ 5 ...)]＝

AURORA SC600 8 ÷ 2 YX   (  (  90 - 90 )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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