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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選題： 

1 . (3) 酸雨對土壤可能造成的影響，下列何者正確？①土壤更肥沃②土壤礦化③土壤中的重金屬釋出④

土壤液化。 

2 . (2) 職業分析的體能需求分析表，是用來分析一個職業對體能的需求，其中「工作姿勢及體力負荷」

項目的各項動作中，下列動作何者不含於「施力於物體的移動與負荷量的評定」？①舉②走動③

推④拉。 

3 . (3) 人際衝突解決的最高境界為何？①離群索居②犧牲大我與小我③共創雙贏④人人為我。 

4 . (1) 依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規定，雇主聘僱外籍營建工達 10 人以上者，應規定設置生活

照顧服務人員，其中大專校院畢業者擔任生活照顧服務人員至少應具幾年以上工作經驗？①1 年

②2 年③3 年④4 年。 

5 . (1) 強調「以進化論的觀點來解釋助人的行為，及個體所表現出的種種社會行為均有其遺傳基因基

礎」的理論，稱為①社會生物學家②社會行為學家③社會心理學家④社會組織學家。 

6 . (2) 依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規定，雇主採網路傳輸方式申請聘僱外國人，申請文件書面原

本，至少應自行保存多少年？①1 年②5 年③2 年④3 年。 

7 . (1) 依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被害人因性騷擾之情事致生法律訴訟，於受司法機關通知到庭期間，雇

主應給予下列哪一假別？①公假②事假③公傷病假④休假。 

8 . (4) 公司負責人為了要節省開銷，將員工薪資以高報低來投保全民健保及勞保，是觸犯了刑法上之何

種罪刑？①侵占罪②背信罪③工商秘密罪④詐欺罪。 

9 . (2) 勞工服務對象若屬特殊高風險族群，如酗酒、藥癮、心理疾患或家暴者，則此勞工較易遭受下列

何種危害？①中樞神經系統退化②身體或心理不法侵害③聽力損失④白指症。 

10. (3) 在就業媒合初次諮詢一開始時，就業服務人員首先應①詢問失業民眾的失業原因②瞭解失業民眾

的期待薪資③安撫失業民眾的緊張與不安④瞭解失業民眾的職涯目標。 

11. (4) 我國已制定能源管理系統標準為①CNS 12681②CNS 22000③CNS 14001④CNS 50001 。 

12. (2) 依就業保險之職業訓練及訓練經費管理運用辦法規定，參訓學員取得結訓證書或學分證明，且缺

課時數未超過總訓練時數多少比例者，始得申請訓練補助費用？①1/2②1 /5③1/4 ④1/3。 

13. (4) 依就業服務法規定，辦理仲介本國人至臺灣地區以外地區工作之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及其分支機構

之設立，應向下列哪一機關申請許可？①經濟部②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③內政部④勞動

部。 

14. (1) 秘書及行政助理是屬於「我喜歡做的事職業興趣探索量表」中的哪個類別？①企業事務②工業生

產③個人服務④銷售。 

15. (1) 依就業保險法規定，領取勞工保險傷病給付、職業訓練生活津貼、臨時工作津貼、創業貸款利息

補貼或其他促進就業相關津貼者，於領取相關津貼期間，下列何者正確？①均不得同時請領失業

給付②只有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可同時請領失業給付③只有臨時工作津貼可同時請領失業給付④均

得同時請領失業給付。 

16. (1) 某公司希望能進行節能減碳，為地球盡點心力，以下何種作為並不恰當？①為考慮經營成本，汰

換設備時採買最便宜的機種②實行能源管理③將採購規定列入以下文字：「汰換設備時首先考慮

能源效率 1 級或具有節能標章之產品」④盤查所有能源使用設備。 

17. (3) 依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各級主管機關所設性別工作平等會，其中女性委員人數應占全體委員人

數之最低多少比例以上？①4 分之 3 ②3 分之 1③2 分之 1④3 分之 2。 

18. (1) A、B、C、D 四家公司招募員工，除了學歷、面試與筆試之外，A 公司特別要求精通英文和日

文；B 公司強調誠信與團隊精神；C 公司注重專業能力；D 公司強調尊重與負責。請問對於職業

倫理特別重視的公司，是指下列何者？①B 與 D②C 與 D③A 與 C④A 與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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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 對於染有油污之破布、紙屑等應如何處置？①無特別規定，以方便丟棄即可②應蓋藏於不燃性之

容器內③應分類置於回收桶內④與一般廢棄物一起處置。 

20. (3) 中華民國職業分類典的職業分類中，小、細類代碼尾數代表「其他類」之代碼為何？①1②2③9

④0。 

21. (1) 送禮是華人文化的重要公關行為，企業之間的交流與互動有時也會送禮。下列何者最符合職場表

達感謝又不會造成誤解的送禮時機？①雙方合作關係結束，且已完成契約明定之任務，以送禮來

表示感謝是最佳時機②雙方尚在契約合作歷程中，見面最容易，也是送禮最佳時機③雙方簽約合

作之前送禮，禮物價格愈高愈好④選擇聖誕節送禮，並以主事者喜好的個人貼身用品為主。 

22. (2) 公務機關首長要求人事單位聘僱自己的弟弟擔任工友，違反何種法令？①刑法②公職人員利益衝

突迴避法③貪污治罪條例④未違反法令。 

23. (2) 我國移動污染源空氣污染防制費的徵收機制為何？①依車輛里程數計費②隨油品銷售徵收③依照

排氣量徵收④依牌照徵收。 

24. (3) 依雇主聘僱本國籍照顧服務員補助辦法規定，雇主有經撤銷或廢止補助情形，最長幾年內不得申

領本辦法補助？①3 年②4 年③2 年④1 年。 

25. (3) 依勞資爭議處理法規定，裁決委員會至少應有多少比例委員出席，並經出席委員 1 /2 以上同意，

始得作成裁決決定？①1/2②3/4③2/3④1/3 。 

26. (2) 勞工為節省時間，在未斷電情況下清理機臺，易發生危害為何？①崩塌②捲夾感電③墜落④缺

氧。 

27. (4) 甲君想要選擇的職業太多，感到非常困擾。就業服務人員引用 Gat i 的生涯決策模式，協助甲君根

據喜好程度，刪除喜好度較低的選項，達到快速決定的選擇。此種生涯決定的方法，是指下列何

者？①因素分析法②因素演算法③選項反應法④因素刪除法。 

28. (2) 在當代職業環境中生涯適應力日形重要，而提升生涯適應力的要素包含：真心關切自己生涯(conc

ern)、對生涯有主控感(control)、好奇性地開展生涯(cu rios ity) 、有信心地向前進(con fidence)，此

陳述最接近以下 4 個理論中的哪 1 個：①Got tfredson 的框限妥協理論②Savicka s 的生涯建構論③

何倫(Holland)的職業人格與工作環境理論④工作適應理論(Theory of Work Adjustment)。 

29. (2) 30 歲的甲君在諮詢時表示，他自己有能力重返職場，但不知如何解決外出工作時，其臥床母親之

照顧問題。這時候最適合的協助方式？①摘要②資源提供③同理④家庭作業。 

30. (3) 認為人類在舞台上演出社會所賦予的角色，而為了維護顏面，便賣力的扮演好各自的角色。因

此，此一有關面子功夫之人際關係學派理論稱為？①社會交換理論(Socia l Exchange theory)②階

層需求理論(Need Hierarchy Theory)③戲劇理論(Dramaturgical theory)④形象互動論(Symbolic Int

eractionism)。 

31. (4) 如下圖，你知道這是什麼標章嗎？①環保標章②奈米標章③省水標章④能源效率標示。 

 

32. (3) 為了強化產學連結，A 企業提供生涯影子 (career shadowing)方案，安排學生跟隨公司特定工作

者，以瞭解其工作角色與工作內容。試問此種認識職業的做法，屬於下列何種類別？①角色扮演

②直接工作③直接觀察④課堂教學。 

33. (3) 心理測驗在職業輔導與生涯規劃的應用概念中，主要在幫助個體①尋找工作②設定目標③暸解自

我④探索職業。 

34. (3) 依勞動基準法規定，主管機關或檢查機構於接獲勞工申訴事業單位違反本法及其他勞工法令規定

後，應為必要之調查，並於幾日內將處理情形，以書面通知勞工？①30②20③60④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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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3) 為使失業給付請領者提早就業，依照就業保險法規定，失業者如符合失業給付請領條件，於失業

給付請領期間屆滿前受僱工作，並參加本保險至少幾個月以上，可申請提早就業獎助津貼？①9

個月②12 個月③3 個月④6 個月。 

36. (3) 依勞資爭議處理法規定，勞工或工會提起確認僱傭關係或給付工資之訴，暫免徵收依民事訴訟法

所定裁判費多少比例？①3/4②2/3③1/2④ 全部。 

37. (1) 依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許可及管理辦法規定，聘僱契約生效後 40 日內，因可歸責於雇主之事由，

致聘僱契約終止者，求職人得請求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免費重行推介 1 次，或退還多少比率之介紹

費？①50％②40％③20％④30％。 

38. (3) 下列何者不屬於以個人認知能力為評量重點之認知性測驗？①性向測驗②智力測驗③興趣測驗④

學習成果測驗。 

39. (3) 依勞工保險條例規定，被保險人在保險有效期間死亡時，其遺屬不符合請領遺屬年金給付或遺屬

津貼條件，或無遺屬者，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一次發給幾個月之喪葬津貼？①30 個月②20 個月

③10 個月④15 個月。 

40. (4) 依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受派遣事業單位僱用，並向要派單位提供勞務者，稱為下列何者？①雇

主②技術生③實習生④派遣勞工。 

41. (4)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受理當事人對其蒐集之個人資料，答覆查詢、提

供閱覽或製給複製本之請求，原則上至遲應於幾日內為准駁決定？①25 日②10 日③20 日④15

日。 

42. (2) 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為中華民國 139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降為中華民國 94 年溫室氣體排放

量百分之多少以下？①30②50③40④20。 

43. (2) 近幾年來，政府推動薪資補貼計畫，補貼企業僱用失業勞工，請問此類計畫對勞動市場比較不可

能產生下列哪一種影響？①所得分配惡化②非勞動力增加③就業人數增加④失業人數減少。 

44. (3) 依就業服務法規定，雇主辦理聘僱外國人之申請許可或管理事項，提供不實資料者，處以新臺幣

多少之罰鍰？①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②50 萬元以上 250 萬元以下③30 萬元以上 150 萬元以下

④15 萬元以上 75 萬元以下。 

45. (3) 下列何者是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發行的「我喜歡做的事職業興趣探索量表」之 12 項職類代表的

名稱？①銷售人員②會計助理人員③保全④社工諮商師。 

46. (4) 下列何者不屬於非語言溝通？①手勢②表情③姿勢④口語表達。 

47. (2) 依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受僱者於育嬰留職停薪期滿後申請復職，雇主因法定原因未能使受僱者

復職時，至遲應於幾日前通知受僱者？①40 日②30 日③10 日④20 日。 

48. (4) 可藉由下列何者改善河川水質且兼具提供動植物良好棲地環境？①運動公園②水庫③滯洪池④人

工溼地。 

49. (2) 甲君在十年前透過仲介從越南嫁到臺灣，她的丈夫因為車禍半癱、失業，儘管家中稍有積蓄，但

甲君擔心坐吃山空，來到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求職，她不會看、寫中文，也沒有特殊工作技能。請

問：哪種社會資源最能解決她的根本問題？①托育服務②職業訓練③急難救助④醫療服務。 

50. (4) 下列何者是就業服務人員對機構的倫理？①告知後同意②謹守能力範圍③自清④績效評估。 

51. (4) 依就業服務法施行細則規定，下列何者非屬「個人生活資訊」之隱私資料？①信用紀錄②懷孕計

畫③犯罪紀錄④醫療測試。 

52. (4) 一般辦公室影印機的碳粉匣，應如何回收？①交由清潔隊回收②拿到便利商店回收③交給拾荒者

回收④交由販賣商回收。 

53. (2) 依雇主聘僱本國籍照顧服務員補助辦法規定，下列何者屬雇主聘僱之本國籍照顧服務員之資格條

件？①須年滿 20 歲②受有照顧服務員應有之時數專業訓練，並取得結訓證書或領有技術士證照

③僅限女性④應有 2 年以上之照顧經驗。 

54. (2)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應維護個人資料之正確，並應主動或依下列何者

之請求更正或補充之？①自然人②當事人③第三人④利害關係人。 

55. (2) 依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規定，勞動部得視國內經濟發展、國民失業及經費運用等情形，發給就

業促進津貼，下列何者正確？①求職交通補助金，每人每次得發給新臺幣 2,000 元②津貼發給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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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得委任、委託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或職業訓練單位辦理③就業推介媒合津貼，按受推介人員之

就業人數及受僱期間發給④創業貸款利息補貼，以新臺幣 1 百萬元貸款額度為限。 

56. (2) 甲君就讀小學，並不清楚自己喜歡的職業需要具備什麼能力，但幻想自己未來可以成為 1 名太空

人。從金茲伯(Ginzberg)的生涯發展觀點來看，甲君所處的生涯階段，係指下列何者？①試驗階

段②幻想階段③萌芽階段④實現階段。 

57. (2) 檢舉人向有偵查權機關或政風機構檢舉貪污瀆職，必須於何時為之始可能給與獎金？①犯罪未遂

前②犯罪未發覺前③預備犯罪前④犯罪未起訴前。 

58. (1) 加強就業媒合功能對解決哪種失業問題最有效？①摩擦性失業②季節性失業③結構性失業④循環

性失業。 

59. (1) 故意侵害他人之營業秘密，法院因被害人之請求，最高得酌定損害額幾倍之賠償？①3 倍②4 倍

③2 倍④1 倍。 

60. (3) 依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規定，雇主 A 聘僱外國人 B 從事專門性技師工作，B 依法有留

職停薪之情事，請問 A 至遲應於幾日內以書面通知中央主管機關？①30 日②1 5 日③3 日④不需

通知。 

複選題： 

61. (124) 「中華民國職業分類典」之結構分為 4 種類別，包括大類、中類、小類及細類等，有關大類架構

分類之基本概念有工作與技術 2 種，下列哪 3 者是正確？①技術層次方面，可由工作或職務之複

雜面及範圍分析②所謂技術，係指所從事的工作或職務之能力③技術專業程度可由工作或職務之

複雜面及範圍分析者④所謂工作，係指所從事的工作或職務，職業是由一些相似程序較高之工作

或職務所組成。 

62. (124) 依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收費項目及金額標準規定，營利就業服務機構接受本國或外國求職人委任辦

理就業服務業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①接受本國求職人委任辦理就業服務業務，得向其收取之

登記費及介紹費合計不得超過求職人第 1 個月薪資百分之五②接受本國求職人委任辦理就業服務

業務，得向其收取之就業諮詢費每小時不得超過新臺幣 1,000 元③接受本國求職人委任辦理就業

服務業務，得向本國求職人收取之職業心理測驗費每項測驗不得超過新臺幣 1,000 元④接受外國

人委任辦理從事就業服務法第 46 條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7 款或第 11 款規定工作之就業服務業務，

得向外國人收取之服務費每年不得超過新臺幣 2,000 元。 

63. (234) 下列哪 3 者屬結構性面談的敘述？①可達心理諮詢效果②面談前預設好問題清單③問題清單扣緊

工作要求④面談者和求職者的資訊交流較有效率。 

64. (123) 克朗伯茲(Krumboltz)將影響一個人決定進入某一個職業領域的因素為分 4 大類，其中一項因素為

「任務取向技能｣(task approach skills)。下列有關「任務取向技能｣的內涵敘述，有哪 3 者是正確

的？①工作習慣②工作表現方法③問題解決技術④家庭與社區背景。 

65. (13) 職業輔導運用心理測驗之理由，包含下列哪 2 個項目？①協助求職者進行人境媒合②減少求職者

對環境知識的理解③協助求職者了解自我④凸顯專業權威的必要性。 

66. (234) 一般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最常用之就業服務統計資料項目，下列哪 3 者正確？①幸福比率②求職就

業率③求才利用率④求職(求才)有效人數。 

67. (123) 依勞工保險條例規定，勞工保險基金之來源，下列哪些正確？①當年度保險費及其孳息之收入與

保險給付支出之結餘②基金運用之收益③保險費滯納金④違反勞工保險條例之罰鍰收入。 

68. (134) 下列何者屬於低度就業現象？①職業與教育不相稱②工作地點偏遠③工資不足④工時不足。 

69. (124) 下列哪 3 者是就業諮詢的主要目標？①促使受輔導者了解自我②協助受輔導者願意改變自己③協

助受輔導者能夠主動幫助他人④促使受輔導者提升自我。 

70. (123) 社會資源運用的前提或目的是以需求為主要考量，而需求會因個人主觀價值及期待而有所不同。

因此，下列哪 3 者是福利服務需求理論所強調的類型？①比較性需求②規範性需求③表達性需求

④感情性需求。 

71. (134) 依就業服務法施行細則規定，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接受雇主委託招考人才所需之費用，得向雇主收

取之。又依就業服務法施行細則規定，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依法得向雇主收取哪些費用？①命題費

②購置事務機費用③行政事務費④廣告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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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123) 依職業訓練法規定，有關職業訓練師的敘述，下列哪些正確？①職業訓練師經甄審合格者，其在

職業訓練機構之教學年資，得與同等學校教師年資相互採計②職業訓練師係指直接擔任職業技能

與相關知識教學之人員③職業訓練師的待遇，得比照同等學校教師④職業訓練師之名稱、等級、

資格、甄審及遴聘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地方主管機關定之。 

73. (124) 依就業保險失業者創業協助辦法規定，下列哪些正確？①貸款額度依申請人創業計畫所需資金貸

放，最高以新臺幣 200 萬元為限②貸款利率，按郵政儲金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年息百分之

零點五七五計息③貸款人前 2 年免繳利息，由勞動部全數補貼，第 3 年起固定負擔年息百分之一

點五，利息差額由勞動部補貼④貸款期間最長七年，貸款人按月平均攤還本息，但經承貸金融機

構同意，得於最長貸款期間七年內給予繳息不繳本之寬限期一年。 

74. (134) 請問有關行業與職業的敘述，下列哪 3 者正確？①職業是指工作者本身所擔任之職務或工作②行

業與職業只是用語不同，但意思相似③同一種職業之工作人員，不一定只歸屬在同一行業④行業

指工作者工作場所隸屬之經濟活動部門。 

75. (23) 職業心理測驗依據測驗材料分類，可以分成哪 2 個類型？①態度量表測驗②非語文測驗③語文測

驗④情緒測驗。 

76. (23) 「基氏人格測驗量表(The Guilford Martin Personality Inventory)之 5 種典型的敘述，下列哪 2 個

項目是正確？①C 型，情緒不安定，又稱「暴力型」(Calm type)②A 型，又稱平均型(Average typ

e)，此類型者是平凡人，被動性格③B 型，情緒不安，又稱「暴力型」(Black list type)④D 型，

消極內向的性格，又稱「怪癖型」(Eccent ric type)。 

77. (234) 依據中華民國職業分類典之分類原則，是按個人所從事的有酬工作，將其性質相近或相似者分別

歸類，並做有系統之排列；一般是按 4 個條件，選擇其適用者做為分類之準則，包括下列哪 3

者？①非職務上所負之責任②工作環境、工作程序或使用之原料③生產之物品或提供勞務之種類

④專業知識、技術及資歷。 

78. (124) 依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本法性騷擾之認定，應就個案審酌事件發生之背景、工作環境及下列哪

些具體事實為之？①行為人之言詞、行為②相對人之認知③檢舉人之想像④當事人之關係。 

79. (124) 依勞工保險條例規定，勞工保險基金，經法定程序通過，得為下列哪些運用？①對於公債、庫券

及公司債之投資②對於被保險人之貸款③自設金融機構之投資及特約私立醫院勞保病房整修之貸

款④存放於公營銀行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金融機構。 

80. (23) 一份好的職業心理測驗應具備下列敘述哪 2 項條件？①標準度②效度③信度④廣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