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近年來雖然國人對環保、安全、衛生等議題的認知度迭有提昇，但危及產業安全
的事件仍時有所聞。這一方面乃科技進步引發產業製程複雜化、高度化與生產規模的
大型化，使得安全的確保越來越難，另一方面也顯示安全科技的研發、安衛專業人才
的質與量、乃至於經營管理階層對安全確保之認知等均仍有提昇之空間。
所幸，國內大專院校相繼設立相關科系以培養專業人才，而有志於維護職業安全
工作的社會新鮮人、對產業安全領域有興趣的社會人士也有增加的趨勢。但是，如果
要從事職業安全相關工作的話，必須通過檢定考試，取得規定的資格，即－必須考取
勞動部的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相關證照。這就使得不少人望之卻步或勞煩了不少心力卻
仍難以如願。
為了幫助有心投入職業安全相關工作的人取得「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的資格，
幾位在職業安全衛生領域有多年工作經驗或相關教學輔導經驗的專家共同編撰了這本
「職安一點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乙級檢定完全掌握」。本書的內容與編排完全針對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乙級技術士所應具備的知識、技能，蒐集歷屆考題，並依據技
能檢定考試的規範彙整、分類，讓讀者可以立即一窺其全貌。
由於產業科技的日新月異，維護產業安全所需的知識、技能也相當廣泛，使得準
備考試的工作相當吃力。作者群不但分析歷屆題型分佈，還貼心的提供記憶的方法、
口訣以及答題的技巧等。另外，在考題精華解析的部分，作者們針對每一題選擇題均
提供詳細的解說，讓讀者可以理解其意義或法規出處。在術科的部分則除了依技能種
類將蒐集之歷屆精選試題分門別類並提供詳細解答之外，還提供「使用法規」、「考
題重點」、「考題趨勢」等說明，讓讀者更容易掌握應試的準備方向。
雖然這是一本考試用書，但因為作者群的用心，所以即使已經取得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員的資格，仍然可以在需要的時候拿出來複習或查詢資料。對於還在學的相關科
系的同學，在準備學校考試的時候，本書也應該有所幫助。期待更多人關心產業安全，
共同維護每位工作者的安全與健康。

許宏德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副教授兼工學院副院長
2017.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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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從事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與研究工作近 25 年來，非常樂見許多的先進前輩與後起之
秀能積極投入此一領域，受邀為此書寫序時，才領悟到「青出於藍，勝於藍」的道理。
從我個人的整理分析資料發現，在乙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術科測驗題型中，職業
安全衛生相關法規及其計畫與管理部分佔考試配分達 35%以上，以「職業安全衛生設
施規則(9.22%)」與「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辦法(自動檢查辦法，8.73%)」出現比例最高，
專業課程部分則以「化學性危害預防(7.73%)」、「物理性危害預防(5.78%)」、「通風
與換氣(4.78%)」、「機械安全防護(4.71%)」、「職業災害調查處理與統計(4.42%)」、
「電氣安全(4.21%)」與「危險性機械設備安全管理(3.92%)」出現的機率較高。但是自
民國 91 年起，「營造業安全衛生設施標準」與「墜落災害防止」兩部份的出現機率總
和超過 8%的水準。所有與職業安全衛生法規有關的題目分數平均高達 54.1%以上；並
且自民國 97 年以後，除民國 100 年第一梯次法規相關的題目分數佔約 40%外，全部都
超過 60%的配分比例，有關「職業道德」部分與專業課程部分「教學技巧」的題型則
從來都未出現過。
目前市面上有關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的技能檢定考試用書雖多，然而能讓初學者快
速掌握整體架構與應考技巧的參考書籍則不多見。本書分析精闢、內容完整並提供作
者群多年來參加考試的經驗與技巧，可以讓初學者一窺堂奧，報考技能檢檢定者更快
速掌握考試重點與孰悉考試作答方式，是一本相當用心整理歸納的考試用書，絕對值
得為想踏入職業安全衛生領域的人士推薦。

莊侑哲 博士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職業安全衛生系暨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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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非常榮幸可以幫宗凱還有一些在職業安全衛生工作上，長期用心努力的專家們寫
這份序。也祝賀這本書能夠嘉惠所有想要在職業安全衛生管理領域盡一份心力的人。
這一群聯合撰稿人長期在職業安全衛生管理體系上面的努力，他們的成就及貢獻老早
就在各行各業中留下的不少可貴的足跡。這群人當中有一些是擔任顧問、教授還有在
產業中主管安全衛生衛生工作的傑出人員。相信彙總他們的實務經驗及專業知識，可
以讓這本書的使用者，不只是成功應用在考試，而且也可以務實的應用在日常管理工
作上。
根據我個人的經驗，這本書不僅是提供準備考試的重點及方向，也讓讀者可以很
清楚的掌握到法規要求的重點，以及如何將這些要求務實、有效的應用到日常的管理
工作上。特別是作者群基於工作經驗及專業知識所縮濃縮萃練出來的一些秘訣及思
路，例如用魚骨圓所展開的人機料法環、5W1H 及心智地圖、因果關係法，甚至於「亂
七八糟答題法」，都是非常實戰好用的一些技巧，除了可以應用在考試答題以外，也
可以應用在日常工作上，解決一切疑難雜症，非常實用。

英商勞氏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區總經理
台灣產業競爭力協會 常務理事
APEC 認可 BCP(營運持續計畫)講師
環境管理協會理事
品質學會驗證人員登錄審查委員

黃國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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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隨著國內工業日益發展進步，職業安全與衛生也越來越受到重視，更多的事業單
位也迫切的需要專業的職業安全與衛生管理人才。目前職業安全衛生與管理的考試由
勞動部辦理技術士之檢定考試負責，每年也都有數萬人參加此考試，競爭激烈。為了
幫助讀者與考生用最短的時間、最有效率的準備考試並順利摘金，筆者匯集了數十年
來教學、輔導的經驗與重點筆記，特別將精華呈現於此。
筆者在這要建議各位讀者有關於本書的最佳準備模式，本書依照勞動部所公告之
乙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命題大綱所編製，所以一開始必須掌握出題的方向，方能知己
知彼、百戰百勝。考試分成學科【選擇題】與術科【簡答/申論題】兩部分，準備方式
也略微不同。
學科的部分本書蒐集了近三年來近十次的歷屆考題彙整而成共 513 題，可以發現
有部分的試題皆有重複出現，也針對大部分的試題詳細解說答案，考生準備時必須知
其然及其所以然才能融會貫通，不能死記答案。在學科的解說部分，研讀時可以順便
複習相關之內容，可以建立許多相關的之概念，對於術科考試也有相當幫助。
接著內容分成三個部分【法規】、【計畫與管理】與【專業科目】：
第一部分：法規乃職業安全衛生的重點精華所在，尤其許多基本法規不論是考試或實
務中皆不斷出現，也是重要的基本功，本書法規章節中的試題幾乎是精華
中的精華，請讀者不要大意失荊州。法規的內容建議以條列式關鍵字記憶，
考試時才能以不變應萬變。
第二部分：計畫與管理中包含計畫書的製作與組織管理等較為實務的內容，在學習時
若有不明白之處，可以上網搜尋相關的表單、計畫書來參考，只要看過實
際的東西對於記憶也是有很大的幫助。
第三部分：專業科目內容較為廣泛，但關於【職業災害】與【職業病】的相關規定與
預防也都是考試重點，【物理性危害】、【化學性危害】與【人因性危害】
的內容也是常考的計算題重點。
在乙級技術士檢定考中，每梯次計算題考題大約會出一至二題，所以這本書特別
以專章方式以及公式重點提示展現。計算題重點彙總分【物理性危害因子-噪音】、【物
理性危害因子-溫濕環境、輻射危害】、【化學性危害因子-有害物容許濃度】、【化學
性危害因子-通風換氣】、【職業災害統計與工作安全觀察分析】、【機械、設備或器
具安全防護】等六種類型，內含有歷屆考古題解答和例題，希望能幫助考生縮短整理
時間，計算題需要理解公式含義以及常常作演練，才能在應考時順利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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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的考試範圍廣泛，也常讓人感到無所適從，但只須掌握 80/20
原則，利用有效率的讀書方法掌握住 80% 的考試重點，考試絕對可以迎刃而解。最後
本書附錄有三大法寶提供給讀者參考使用，第一是 50 天上榜讀書計畫表，可以讓您準
備時更有所依循根據計劃按部就班成功達陣。第二項是術科答題的空白試卷樣張，搭
配第三項收錄的歷屆試題，可以自我檢驗學習狀況，並實際動手感受考試時的狀態，
遇到不清楚不明白之處可以再找出自己不熟之處。
謹在此以『有心』、『用心』、『決心』、『專心』、『細心』五心共勉讀者、
考生朋友們，願心想事成 ，預祝順利通過考試。

作者群

謹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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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歷
蕭中剛
職安衛總複習班名師，人稱蕭技師為蕭大或方丈，是知名職業安全
衛生 FB 社團“Hsiao 的工安部屋家族”版主、Hsiao 的工安部屋部
落格版主。多年來整理及分享的考古題和考試技巧幫助無數考生通
過職安考試。
【學
歷】
健行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專業證照】
工業安全技師、工礦衛生技師、通過多次甲級職業安全管理、甲級
職業衛生管理、乙級職業安全與衛生管理證照

謝宗凱(Luke Hsieh)
佑民工礦安全衛生聯合技師事務所執業技師，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
統輔導顧問，並於大專院校及教育訓練機構擔任安全衛生課程講師。
【學
歷】
交通大學產業安全與防災學程碩士、雲林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工程系
【專業證照】
工業安全與工礦衛生技師、甲級職業安全管理、甲級職業衛生管
理、乙級職業安全與衛生管理、製程安全與施工安全評估人員及勞
工作業環境監測暴露評估訓練合格

劉鈞傑
大專院校工安/工礦技師班具有多年教學經驗，對於近年來環境、職
安、衛生、消防等考試皆有研究，目前服務於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
【學
歷】
國防大學理工學院國防科學研究所博士
【專業證照】
工業安全技師、工礦衛生技師、消防設備士、甲級職業安全管理、
甲級職業衛生管理、乙級職業安全與衛生管理、乙級物理性作業環
境測定、甲級廢水處理專責人員

陳正容
環安衛工作經驗超過 10 年以上，曾於大專院校教授職安衛法規、
作業環境測定、人因工程等課程。
【學
歷】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系研究所
【專業證照】
工業安全技師、工礦衛生技師及環境工程技師、甲級安全與衛生雙
證照、ISO9001、50001、OHSAS 18001 及 ISO14067 及 PAS2050
主導稽核員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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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秋琴(Sherry Lai)
知名職業安全衛生部落格 Sherry Blog 版主，內容包含衛生、計算
題解題，目前服務於崇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經理。
個人部落格：http://sherry688.pixnet.net/blog
【學
歷】
國立空中大學管理與資訊學系
【專業證照】
甲級職業安全管理、甲級職業衛生管理、乙級職業安全與衛生管
理、就業服務乙級、升降機裝修乙級等證照

崔財銘
於燁聯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環安部門從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工作經
歷 20 年以上，同時也於大專院校擔任職業安全衛生系兼任講師。
【學
歷】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環境與職業安全衛生工程系
【專業證照】
甲級職業安全管理、甲級職業衛生管理、乙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堆高機、固定式起重機、移動式起重機、甲級鍋爐、第一種壓力容
器等技術士證照

陳坤志
目前任職於高雄長庚紀念醫院環管課課長，同時也講授職安衛相關
課程，為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工管系講師。
【學
歷】
義守大學管理研究所
【專業證照】
甲級安全衛生管理、乙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教育部校園職業安全
衛生種子師資、OHSAS 18001 內部稽核員、甲級廢棄物處理

江軍
輔導國際認證及國內技術士證照多年經驗，曾於多所大專院校及推
廣部授課，著有相關領域著作六本。
【學
歷】
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
【專業證照】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認可證、建築物室內裝修專業技術人員登記
證、堆高機技術士、國際專案管理師、消防設備士、ISO14046、
50001 主導稽核員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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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乙級職業安全衛生
考試準備要訣&
50 天上榜計畫

乙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如何準備、如何上手，此篇章將職安乙級技術士的考試
重點娓娓道來，原本勞工安全衛生管理技術士考試從 104 年開始改為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技術士考試，從行政院勞動部辦理考試以來，本考科可以說是最多人考的熱門證照，
每年約有六、七萬名考生報名，但是經過統計發現，錄取率約只有 10%上下並不甚高(詳
見下圖)。根據筆者多年來輔導學生及教學的經驗統計，大部分的考生落榜原因有三：
1. 工作忙碌無暇準備唸書：本考科是相當著重記憶與理解的科目，因此沒有時間讀
書的考生甚至直接缺考，因此本書規劃考前 50 天讀書計畫表，方便工作忙碌的考
生按進度準備。

技術士發證人數統計表
技術士名稱
梯
次

時間

職業安全管理甲級
報考 及格 累積
人數 人數 人數

及格率

職業衛生管理甲級
報考 及格 累積
人數 人數 人數

及格率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乙級
報考 及格 累積
人數 人數 人數

及格率

82 106.11.05 1,080 206 1,138 19.07% 1,078 153 1,142 14.19% 5,527 618 5,047 11.18%
81 106.07.16 1,009 150

932

14.87%

998

180

989

18.04% 4,767 409 4,429

80 106.03.19 1,084 158

782

14.58%

976

110

809

11.27% 4,877 502 4,020 10.29%

79 105.11.06 1,236 182

624

14.72% 1,017 208

699

20.45% 5,538 526 3,518

78 105.07.17 1,127

81

442

7.19%

907

135

491

14.88% 4,891 688 2,992 14.07%

77 105.03.20 1,256

82

361

6.53%

881

90

356

10.22% 4,682 194 2,304

76 104.11.06 1,374

93

279

6.77%

952

147

266

15.47% 5,547 925 2,110 16.68%

75 104.07.19 1,384 154

186

11.13%

770

28

119

3.64%

74 104.03.22 1,426

32

2.24%

727

91

91

12.52% 5,708 854

32

圖 3-1

4,975 331 1,185
854

8.58%

9.50%

4.14%

6.65%
14.96%

技術士歷年發證人數與錄取率統計

2. 法規與條文太多沒有架構：職安相關的法條實在太多且更新太快，讀起來吃力且
沒有系統，因此本書將最重點之法條條列化方便條列式記憶背誦，快速掌握得分
關鍵。
3. 計算題公式不熟且不知其應用方式：計算題也是許多考生最頭痛之處，面對複雜
且看起來困難的公式要如何應用於題目上呢？本書特別規劃獨一無二的專屬計算
題章節，您如果對計算題不熟可直接針對各式題型做練習，把握住每次都會出現
的計算考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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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提供五大獨門秘招提供給考生準備參考：

掌握考試方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根據近年來技術士的考試，除了從命題大綱掌握之外，題型的分布不外乎基本題、進
階題、職業災害題、計算題與新法規型題目。

圖 3-2

職安乙級技術士題型分布

基本題這樣的考題是考生必拿的分數，都是從最基本必須掌握的重點法規如職業
安全衛生法及其施行細則、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職業安
全衛生管理辦法、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等法規之內容出現，占比約四成。
新增或修訂法規是指考試近期內有修改的法規，因為職安所涉及之法規眾多，且修
訂快速，因此也更有可能出現近期內有修改之新規定。考生在準備時，可由全國法規資
料庫查詢最近有修正之規定，尤其內容之數字有更動之部分更要牢記，占比約二成。
年度重大職災考題，這類考題每年也佔有兩成以上的比重，因此近期發生的重大
職業災害需要特別留意，平常更應多注意與職業安全衛生相關之新聞報導(工安時事)。
計算題每年至少會出一題計算題考題，而且計算題考題，而計算題只要公式、答
案及單位完全寫對，就可以取得全部分數，相對於法規的題型，更容易拿分，乙員計
算題題型大約分六大類型(噪音、溫濕環境、有害物容許濃度、通風換氣、職業災害統
計、機械設備安全防護)，本書中的計算題內容豐富、分類完整，有助於學員在準備上
更加得心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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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記憶方法、閉著眼也能寫出來
面對龐雜的法規與數字，要如何有效的記憶呢？以下提供三個方法給考生讀者
參考：


第一是歸納比較法，在研讀法規時，必須參照母法及子法(細則)並將相關的法規
標記出來(例如寫下此條於細則＃條)，且將有相關的規定一併標記整理出來，例
如法規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中可能都提到安全帶，
就可以對應了解其相關規定，提到梯子相關規定，則可以參照固定梯、移動梯、
合梯等規定。



第二是表格化的筆記，在研讀資料時，若能自己繪製整理成表格，不但比較好
記憶，甚至於考試時也更能有系統的將答案寫出，將複雜的法規中的文字數字
清楚的分類歸納，例如自動檢查法規中每種設備與機械檢查之期限都不同，將
其化為表格自己填入數字則可快速比較且有效記憶。



第三是圖像記憶法，由於需要記憶的內容有諸多包含數字、距離、長度等關鍵
字，可以參考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網站 (http://www.osha.gov.tw) 中的營造安
全衛生設施標準圖解、防墜設施建議圖說等檔案，都可以藉由實際的圖說幫助
了解其文字敘述所表達的內容。

圖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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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圖解(來源:勞動部)

掌握考試技巧、臨場發揮功力加成
抄題的技巧：原則上不需要“抄題”！！但是如果您有時間且字跡工整，可以將題目
的「疑問句」改變成「肯定句」，也就是題目問「應依規定辦理之項目為何？」改幾
個字變成「應依下列規定辦理：」，這種答題方式才是抄題的意義。
例如題目：依照「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之規定，雇主供給勞工使用之個人防護具
或防護器具，應依規定辦理之項目為何？(10 分)
把它寫成：
依照「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77 條 雇主供給勞工使用之個人防護具或
防護器具，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
二、………
將答案用是條列式呈現而不是敘述式：以「乙安」術科考試的類型而言，筆者
認為是屬於「簡答題」的類型，既然是簡答題，自然就以「簡答題」的答題方
式--「條列式」較為適當，且條列的時候最好將項目編號有原則整齊的逐條撰
寫，例如：
一、………………
(一)：………….
(二)：…………
１：…………
(１)：…………
二、………………
考試時間分配：考試時間 120 分鐘，扣除一開始的 10 分鐘看題目，交卷前的 10 分鐘
檢查，真正作答的時間只有 100 分鐘，將這 100 分鐘平均分配給 10 個題目，也就是說
每一個題目只有 10 分鐘來作答，您也可以利用本書後面的術科答案紙來練習，測試自
己 10 分鐘可以寫多少字，請參考下列例題：
例如題目：如何防止作業場所之噪音危害？請就工程改善及行政管理寫出可採取之措
施。(10 分)
就參考解答來說，「工程改善」計有七項，「行政管理」計有六項，字數大概
有 700 字，10 分鐘之內根本寫不完，建議是先把「標題」(例如：一、隔離噪
音發生源、二、密閉噪音發生源…等等)寫在答案卷上的每一「行」，至少寫
上十個「標題」先拿個 5 分入袋，多餘的時間再針對各「標題」去舉例說明，
這樣子的答題方式是筆者認為比較好的答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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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天上榜計畫
乙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的考試範圍可以說是相當廣泛、包山包海，也常造成考
生在準備的過程手足無措，不知從何著手起。因此本書規劃此讀書計畫，只要您按照
準備日期按部就班準備，一定可在有限的時間內一舉達陣！

使用說明
1. 職安相關的法規時常更新，且內容繁多本書並未全部含括，因此請考生細讀時先
自行至全國法規資料庫(http://law.moj.gov.tw/)或手邊的最新法規資料參考並搭配
本書使用。
2. 職安考試首重法規內容，因此第一次閱讀準備時需先將重要法規讀熟，本書中收
錄之精華考題乃常考之重點，惟只針對題目準備容易見首不見尾，最好了解全盤
後再服用本書，可收打通任督二脈之效果。
3. 考生撰寫申論題的時候，常因現今電腦使用頻繁，造成考試時不習慣手寫的情況，
因此本書附錄也放置術科答題試卷的樣張，方便考生自行影印練習寫題。

分類

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

職業安全衛生計畫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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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重要度

準備時間

距離考試

(日)

倒數

1. 勞動法簡介



1

50

2. 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其施行細則



3

46

3.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3

43

4. 職業安全衛生管 理辦法



3

40

5.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 練規則



2

38

6. 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7. 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暨檢查辦法



3

35

8. 其他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


2

33

9.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規章



10.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之製作實務



11.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1

32

12. 勞工健康管理計畫



1

31

13. 自動檢查計畫



1

30

14.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計畫


1

29

15. 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16. 工作安全分析與安全觀察相關知識



(日)

距離考試
倒數

1

28

3

2



1

24



1

23

2

21

2

19

28. 通風與換氣相關法規規定、工業通

風原理

3

16

29. 危險性機械設備安全管理



1

15



1

14



1

13



2

11



1

10

4

6

1

5

1

4

分類

專業科目(一)

單元

重要度

17. 組織協調與溝通技巧



18. 人性管理與自主活動相關知識



19. 教學技巧相關知識



20. 職業安全與職業傷害預防概論



21. 職業衛生與職業病預防概論



22. 職業災害調查處理與統計相關法規
及職業災害
23. 安全衛生測定儀器
24. 機械、設備或器具安全相關法規
25. 電氣安全相關法規




26.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通識、管制及

分級管理相關法規
27. 個人防護具種類及使用

專業科目(二)

30. 物料處置相關法規
31. 各種急救概念
32. 墜落災害防止相關法規
33. 火災、爆炸相關知識



35. 化學性危害預防



36. 人因性危害預防




38. 母性勞工健康保護
職業道德



34. 物理性危害預防

37. 異常工作負荷

準備時間



39. 敬業精神



40. 職業素養



歷屆考古題總複習

3

金榜題名

3-7

chapter

職業安全衛生
計算題彙總

機械、設備或器具安全防護《計算公式》

研磨機之研磨輪轉速(V) ＝πDN
V：周邊速度(公尺/分)；
D：直徑(公尺)；
N：最大安全轉速(rpm)
Tm＝(1/2+1/離合器嚙合數之數目)×曲柄軸旋轉壹週所需時間
Tm：手指離開按鈕等至滑塊抵達下死點時之最大時間，以毫秒表示。
D＝1.6Tm
D：按鈕至危險界線間之安全距離
依「高壓氣體勞工安全規則」第 18 條規定該容器之儲存能力為：
液化氣體儲存設備：W＝0.9wV2
W(公斤)： 儲存設備之儲存能力值。
w(公斤/公升)：儲槽於常用溫度時液化氣體之比重值。
V2 (公升)：儲存設備之內容積值。
高壓氣體勞工安全規則第三十五條規定，自儲存能力在三百立方公尺或三千公斤
以上之可燃性氣體儲槽外面至其他可燃性氣體或氧氣儲槽間應保持一公尺或以該
儲槽、其他可燃性氣體儲槽或氧氣儲槽之最大直徑和之四分之一以上較大者之距
離。S＝(A 槽直徑+B 槽直徑) ×1/4。
框式鋼管施工架構築之移動式施工架計算：
H＝框架高×層數+腳輪高
15.4X(水平距離)≧H(頂層工作台高度)+5-7.7W(短邊寬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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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判別研磨機之使用是否規定最高使用周速度，得依下式為之：
如該研磨機之研磨最高使用速率( 周速率) 為 3000 公尺/ 分，其直徑為 250 公
厘，研磨輪之每分鐘轉速為 3600 轉。此研磨輪轉速是否合乎安全要求，試計
算之？

研磨機之研磨輪轉速(V)=πDN
V：周邊速度(公尺/分)；
D：直徑(公尺)；
N：最大安全轉速(rpm)
250公厘
D＝ 1000 (※1 公尺＝1000 公厘)
＝0.25 公尺
V＝πDN
＝3.14×0.25×3600
＝2,826(公尺/分)
∵此研磨輪轉速 V＝3,000(公尺/分)＞2,826(公尺/分)，所以符合安全要求。

2

衝剪機械每分鐘 150 行程，離合器嚙合數 14 點，採取雙手式安全裝置，請問
按鈕至危險界線間之安全距離。

衝剪機械每一行程=60/150=0.4 秒=400 毫秒
Tm：手指離開按鈕等至滑塊抵達下死點時之最大時間，以毫秒表示。
Tm＝(1/2+1/離合器嚙合數之數目)×曲柄軸旋轉壹週所需時間
＝(1/2+1/14)×400
＝228.57(毫秒)
D：按鈕至危險界線間之安全距離
D＝1.6Tm
＝1.6×2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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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76(毫米)
∴按鈕至危險界線間之安全距離為 365.76 毫米。

3

某一全轉式動力衝剪機械之離合器嚙處數目有 2 個，且其曲柄軸旋轉一週所需
時間為 0.5sec ，若設置雙手起動式安全裝，則其按鈕與危險界限間距離至少
為多公分？

曲柄軸旋轉一週所需時間為 0.5 秒=500 毫秒
Tm：手指離開按鈕等至滑塊抵達下死點時之最大時間，以毫秒表示。
Tm＝(1/2+1/離合器嚙合數之數目)×曲柄軸旋轉壹週所需時間
＝(1/2+1/2)×500
＝500(毫秒)
D：按鈕至危險界線間之安全距離
D＝1.6Tm
＝1.6×500
＝800(毫米)
＝80(公分)
∴其按鈕與危險界限間距離至少為 80 公分。(※注意題目所求之單位)

4

車架固定有一內容積 10 立方公尺容器之槽車，灌裝有比重 0.67 之液氨 2500
公斤，
(一) 該容器依「高壓氣體勞工安全規則」規定之儲存能力為若干？
(請列出計算式)
(二) 該容器在管理分類上，應至少再灌裝多少公斤才屬灌氣容器？
(請列出計算式)

(一) 依「高壓氣體勞工安全規則」第 18 條規定該容器之儲存能力為：
液化氣體儲存設備：W＝0.9wV 2
W(公斤)： 儲存設備之儲存能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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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公斤/公升)：儲槽於常用溫度時液化氣體之比重值。
V 2 (公升)：儲存設備之內容積值。
W＝0.9wV 2
＝0.9×0.67×10,000
＝6,030kg
∴該容器依「高壓氣體勞工安全規則」規定之儲存能力為 6,030kg 。
(二) 依「高壓氣體勞工安全規則」第 8 條規定：灌氣容器，係指灌裝有高壓氣
體之容器，而該氣體之質量在灌裝時質量之二分之一以上者。
故 以 上 述 計 算 結 果 該 容 器 之 儲 存 能 力 為 6,030kg ， 其 二 分 之 一 即 為
3,015kg。
目前已裝 2,500kg，所以應至少再灌裝 3,015-2,500＝515 公斤以上才屬灌
氣容器。

5

有一高壓氣體事業單位，計畫設置儲存能力 3000 公斤以上丙烯高壓氣體儲槽
(示意圖如下附圖) ， A 、 B 兩座球形槽及一座儲存能力 300 立方公尺以上氧氣
臥型槽 C 槽，其中 A 槽直徑 16 公尺、 B 槽直徑 8 公尺、C 槽軸向直徑 4 公
尺，試問：下列各槽間安全距離至少為多少公尺才合格？請列出計算式。

高壓氣體勞工安全規則第三十五條規定，自儲存能力在三百立方公尺或三千公
斤以上之可燃性氣體儲槽外面至其他可燃性氣體或氧氣儲槽間應保持一公尺
或以該儲槽、其他可燃性氣體儲槽或氧氣儲槽之最大直徑和之四分之一以上較
大者之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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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A 槽、B 槽間安全距離 S＝(A 槽直徑+B 槽直徑) ×1/4＝(16+8)×1/4＝6(公尺)
∴A 槽、B 槽間安全距離最少 6 公尺以上。
(二) A 槽、C 槽間安全距離 S＝(A 槽直徑+C 槽直徑) ×1/4＝(16+4)×1/4＝5(公尺)
∴A 槽、C 槽間安全距離最少 5 公尺以上。
(三) B 槽、C 槽間安全距離 S＝(C 槽直徑+B 槽直徑) ×1/4＝(8+4)×1/4＝3(公尺)
∴B 槽、C 槽間安全距離 3 公尺以上。

6

有一框式鋼管施工架構築之移動式施工架，每層框架短邊(W) 寬 0.7 公尺、高
1.8 公尺，共組搭 4 層框架，其腳部接續使用 0.12 公尺高之腳輪( 圖示如下) ，
試問：
(一) 頂層工作台高度為幾公尺？
( 二 ) 為防止使用移動式施工架作業之傾倒危險，
該施工架短邊方向補助撐材之地面撐點與施
工架之水平距離應至少幾公尺？
參考公式： 15.4X( 水平距離) ≧ H( 頂層工作台高
度)+5-7.7W( 短邊寬度)]

(一) H ＝ 框 架 高 × 層 數 + 腳 輪 高 ＝ 1.8(m/ 層 )×4 層 +0.12 ＝ 7.2+0.12 ＝ 7.32m
經計算後得知該工作台高度為 7.32 公尺。
(二) 15.4X≧H＋5－7.7W (H ：工作台之高度、X：輔助撐材之有效距離；
單位：公尺)
15.4X≧7.32＋5－(7.7×0.7)
→15.4X≧7.32＋5－(5.39)
→15.4X≧6.93
→15.4X≧6.93
→X≧6.93/15.4
→X≧0.45m
經計算後得知，該施工架短邊方向補助撐材之地面撐點與施工架之水平距
離應至少為 0.45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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