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圖示選擇題

圖號 圖片 題號 題目

30001 S0001 圖示內下標（1）為：(1)爆炸物 (2)腐蝕性物質 (3)易燃物質。

30002 S0002
圖示內下標（1）為：(1)爆炸物 (2)放射性物質 (3)傳染性物

質。

30003 S0003
圖示內下標（1）為：(1)爆炸物 (2)GHS爆炸性物質 (3)其他危

險性物質。

30004 S0004
圖示內下標（1）為：(1)爆炸物 (2)GHS爆炸性物質 (3)有機過

氧化物。

30005 S0005
圖示內下標（2）為：(1)易燃性氣體 (2)易燃液體 (3)易燃固

體。

30006 S0006
圖示內下標（2）為：(1)易燃性氣體 (2)禁水性物質 (3)有機過

氧化物。

30007 S0007
圖示內下標（2）為：(1)非易燃非毒性氣體 (2)液化瓦斯 (3)禁

水性物質。

30008 S0008
圖示內下標（2）為：(1)非易燃非毒性氣體 (2)毒性物質 (3)易

燃固體。

30009 S0009
圖示內下標（2）為：(1)毒性氣體 (2)傳染性物質 (3)放射性物

質

30010 S0010 圖示內下標（3）為：(1)易燃液體 (2)易燃固體 (3)易燃氣體。

30011 S0011
圖示內下標（3）為：(1)易燃液體 (2)GHS燃燒性物質 (3)易燃

固體。

30012 S0012
圖示內下標（4）為：(1)易燃固體 (2)氧化性物質 (3)易燃液

體。

30013 S0013
圖示內下標（4）為：(1)自燃物質 (2)易燃性氣體 (3)易燃液

體。

30014 S0014
圖示內下標（4）為：(1)禁水性物質 (2)氧化性物質 (3)自燃物

質。

30015 S0015
圖示內下標（4）為：(1)禁水性物質 (2)氧化性物質 (3)有機過

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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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16 S0016
圖示內下標（5）為：(1)氧化性物質 (2)禁水性物質 (3)易燃液

體。

30017 S0017
圖示內下標（5）為：(1)有機過氧化物 (2)禁水性物質 (3)氧化

性物質。

30018 S0018
圖示內下標（6）為：(1)毒性物質 (2)放射性物質 (3)GHS急毒

性物質。

30019 S0019
圖示內下標（6）為：(1)感染性物質 (2)毒性物質 (3)毒性氣

體。

30020 S0020
圖示內下標（7）為：(1)放射性物質 (2)爆炸物 (3)感染性物

質。

30021 S0021
圖示內下標（7）為：(1)放射性物質 (2)腐蝕性物質 (3)毒性物

質。

30022 S0022
圖示內下標（8）為：(1)腐蝕性物質 (2)毒性物質 (3)GHS腐蝕

性。

30023 S0023
圖示內下標（9）為：(1)其他危險性物質 (2)易燃固體 (3)腐蝕

性物質。

30024 S0024
圖示為：(1)第九類其他危險性物質 (2)GHS健康危害 (3)GHS腐

蝕性物質。

30028 S0025
檢驗合格識別標示為：(1)高壓氣體容器 (2)常壓液態槽體（危

險物品） (3)常壓液態槽體（非危險物品）

30029 S0026
檢驗合格識別標示屬：(1)常壓液態槽體（危險物品） (2)常壓

液態槽體（非危險物品） (3)高壓氣體容器。

30030 S0027
檢驗合格識別標示為：(1)常壓液態槽體（非危險物品） (2)常

壓液態槽體（危險物品） (3)高壓氣體容器

30031 S0028
圖示為：(1)GHS氧化性物質 (2)GHS刺激性物質 (3)GHS燃燒性

物質。

30032 S0029 圖示為：(1)GHS爆炸性物質 (2)GHS健康危害 (3)易燃液體。

30033 S0030 圖示為：(1)GHS氣體 (2)GHS刺激性物質 (3)GHS氧化性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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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34 S0031
圖示為：(1)GHS健康危害 (2)GHS刺激性物質 (3)GHS急毒性物

質。

30035 S0032 圖示為：(1)GHS腐蝕性物質 (2)GHS氣體 (3)GHS爆炸性物質。

30036 S0033
圖示為：(1)GHS刺激性物質 (2)GHS氧化性物質 (3)GHS健康危

害。

30037 S0034
圖示為：(1)GHS急毒性物質 (2)GHS爆炸性物質 (3)GHS腐蝕性

物質。

30038 S0035 圖示為：(1)GHS燃燒性物質 (2)GHS氣體 (3)易燃性氣體。

30039 S0036
圖示內為：(1)GHS環境危害 (2)GHS腐蝕性物質 (3)其他危險性

物質。

30040 S0037
本標誌表示：(1)停車再開 (2)禁止臨時停車 (3)此路段禁止停

車。

30041 S0038 本標誌警告：(1)危險路段小心駕駛 (2)慢行 (3)狹橋。

30042 S0039
本標誌警告：(1)險降坡路段小心駕駛 (2)左方來車 (3)道路崎

嶇。

30043 S0040
本標誌警告：(1)道路右側為斷崖 (2)危險路面 (3)注意右側落

石。

30044 S0041
本標誌警告：(1)保持之最短行車安全距離 (2)停車 (3)煞車距

離。

30045 S0042
本標誌警告：(1)注意前方右側落石 (2)道路右側為斷崖 (3)注意

前方左側落石。

30046 S0043
本標誌警告：(1)無柵門鐵路平交道 (2)禁止汽車進入 (3)有柵門

鐵路平交道。

30047 S0044
本標誌表示：(1)前有幹道，幹道車輛優先通行 (2)停車再開 (3)

慢行。

30048 S0045 本標誌用以警告：(1)雙向道 (2)狹路 (3)禁止會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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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49 S0046 本標誌表示：(1)禁止超車 (2)禁止會車 (3)禁止進入。

30051 S0047
本標誌為：(1)快速公路省道編號標誌 (2)一般省道路 (3)國道路

線。

30053 S0048
本標誌用以告示駕駛人：(1)禁止會車 (2)禁止進入 (3)禁止超

車。

30054 S0049
本標誌用以告示駕駛人：(1)禁止大貨車及聯結車進入 (2)禁止

大型車進入 (3)禁止大貨車進入。

30055 S0050
本標誌為：(1)車輛總重限制標誌 (2)車輛載重限制 (3)車重限

制。

30056 S0051
圖中雙白虛線為：(1)調撥車道線 (2)禁止變換車道線 (3)車道

線。

30057 S0052
圖中黃實線與黃虛線並列為：(1)單向禁止超車線 (2)雙向禁止

超車線 (3)行車分向線。

30058 S0053
圖中白色倒三角形標線為：(1)讓路線 (2)停止線 (3)停車再開

線。

30059 S0054
圖中楔形標線為：(1)行車安全距離辨識線 (2)車種專用道線 (3)

減速標線。

選擇題答案為(1) -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