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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所屬產業園區管理機構 106 年度新進約僱人員甄試試題
專業科目(一)：公文寫作、環保法規及時事（下水道法、水污染
防治法、廢棄物清理法、空氣污染防制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
治法、資源回收再利用法、潔淨水環境計畫）、政府採購法。

測驗時間：09:00-10:30

職缺/組別【代碼】
：約僱人員/環保組-化驗【E001】、環保組-操作維護【E002】(丁卷)
※注意：
1.作答前須檢查答案卡（卷）
、入場通知書號碼、桌角號碼、甄選類科是否相符，如有不同應立即請監
2.本試卷測驗題型為【公文寫作乙題，配分 30 分】及【四選一單選選擇題 35 題，每題配分 2 分，合
計 70 分】，總計 100
3.選擇題限用 2B
4.非選擇題限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於答案卷指定作答區（第一題）作答，違反者該科酌予扣分
5.
6.本項測驗僅得使用簡易型電子計算器(不具任何財務函數、工程函數功能、儲存程式功能)，但不得發
出聲響；若應考人於測驗時將不符規定之電子計算器放置於桌面或使用，經勸阻無效，仍執意使用者，
該科扣 10
7.答案卡（卷）務必繳回，未繳回者該節以零分計算。
壹、公文寫作（配分 30 分）
行政院 106 年 9 月 19 日行 0 秘字第 106000145278 號函持續推動節能減碳效能政策執行，兼顧各機關
服務品質與行政效率提升，請經濟部工業局函知所屬單位，加強電子公文交換比率達 80％以上，另
強化對公文稽催，避免影響公文時效，達到節能減碳，提高行政效率目第。請試擬經濟部工業局函知
所屬工業區服務中心辦理。
函
地址：
傳真：
聯絡人：
電話：
受文者：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
說明：
貳、四選一單選選擇題 35 題（每題 2 分）
1. C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排放廢（污）水於劃定為總量管制之水體，其排放廢（污）水量每日
超過多少立方公尺者，應自行設置放流水水質水量自動監測系統，予以監測? (A) 一百立方公尺
(B) 五百立方公尺 (C) 一千立方公尺 (D) 二千立方公尺
2. D 陸域地面水體分類分為甲、乙、丙、丁、戊五類，其適用性質為「適用於灌溉用水、二級工業
用水及環境保育」者為? (A) 甲類 (B) 乙類 (C) 丙類 (D) 丁類
3. A 陸域地面水體分類分為甲、乙、丙、丁、戊五類，其適用性質為「適用環境保育」者為? (A) 戊
類 (B) 甲類 (C) 丙類 (D) 丁類
4. B 水污染防治法之中央主管機關為? (A) 經濟部 (B)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C) 內政部 (D) 農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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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B 依地面水體分類及水質標準專用名詞定義，指需經混凝、沈澱、過濾、消毒等一般通用之淨水
方法處理可供公共給水之水源稱為? (A) 一級公共用水 (B) 二級公共用水 (C) 三級公共用水
(D) 四級公共用水
A 依地面水體分類及水質標準專用名詞定義，指經消毒處理即可供公共給水之水源稱為? (A) 一
級公共用水 (B) 二級公共用水 (C) 三級公共用水 (D) 四級公共用水
C 依地面水體分類及水質標準專用名詞定義，在海域水體，指虱目魚、烏魚及龍鬚菜培養用水之
水源稱為： (A) 一級工業用水 (B) 一級水產用水 (C) 二級水產用水 (D) 三級水產用水
D 以下何者非為各級主管機關定期監測河川水質，每月必須監測一次之檢測項目? (A) 溶氧量 (B)
氨氮 (C) 生化需氧量 (D) 重金屬
A 政府為防治水污染，確保水資源之清潔，以維護生態體系，改善生活環境，增進國民健康，特
制定以下何法? (A) 水污染防治法 (B) 環境影響評估法 (C) 下水道法 (D) 環境基本法
B 在攝氏二十度及五日之時間下，微生物進行生化分解有機物質時所消耗之氧量。稱為? (A) 化
學需氧量 (B) 生化需氧量 (C) 溶氧量 (D) 生物需氧量
C 依水污染防治法，指以管線或溝渠輸送廢（污）水，排放、滲透於土壤，以去除水中污染物或
降低其濃度之方法稱為? (A) 地下水處理 (B) 生物處理 (C) 土壤處理 (D) 環境處理
D 以下何者非為各級主管機關定期監測水庫水質之檢測項目? (A) 葉綠素 a (B) 透明度 (C) 總磷
(D) 氨氮
C「指再生資源再使用或再生利用之行為」係以下何者之定義? (A) 再使用 (B) 再生利用 (C) 回
收再利用 (D) 再生資源
D「指以一定比例以上之再生資源為原料所製成之產品」係以下何者之定義? (A) 再使用產品 (B)
再生利用產品 (C) 回收再利用產品 (D) 再生產品
A「指改變原物質形態或與其他物質結合，供作為材料、燃料、肥料、飼料、填料、土壤改良等
用途」係以下何者之定義? (A) 再生利用 (B) 回收再利用 (C) 再使用 (D) 再生資源
B 為達成資源永續利用，在可行之技術及經濟為基礎下，對於物質之使用，應優先考量以下何者?
(A) 再使用 (B) 減少產生廢棄物 (C) 物質再生利用 (D) 能源回收及妥善處理
D「指原效用減失之物質，具經濟及回收再利用技術可行性，並依本法公告或核准再使用或再生
利用者」係以下何者之定義? (A) 再生利用 (B) 回收再利用 (C) 再使用資源 (D) 再生資源
C「再生資源回收再利用促進委員會」，依法規定其中學者專家及環境保護團體代表不得少於委
員會人數 (A) 三分之二 (B) 三分之一 (C) 二分之一 (D) 四分之三
B 再生資源回收再利用促進委員會委員、其配偶及直系血親於其任期中及該任期屆滿後多少年內，
應迴避其任期中所審核之再生源回收再利用相關產業之執行及運作事宜? (A) 二年 (B) 三年 (C)
四年 (D) 五年
C「再生資源回收再利用促進委員會」之組織規程擬定後，應報以下何單位核定後發布之? (A) 環
保署 (B) 經濟部 (C) 行政院 (D) 內政部
A 為達成資源永續利用，在可行之技術及經濟為基礎下，對於物質之使用: A.減少產生廢棄物、
B.再生利用、C.再使用、D.能源回收及妥善處理。考量之順序應為? (A)ACBD (B)CBAD (C)ABCD
(D)BCAD
D 資源回收再利用法之中央主管機關為? (A) 經濟部 (B) 內政部 (C) 交通部 (D) 環保署
B 依資源回收再利用法，以下敘述何者正確? (A)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輔導事業回收再利用
再生資源 (B)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輔導事業回收再利用再生資源 (C) 主管機關應會商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應輔導事業回收再利用再生資源 (D) 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輔導
事業回收再利用再生資源
A 依資源回收再利用法第 14 條，為減少廢棄物產生，減輕環境負荷，產品之生產及銷售，應避
免"A"，A 之法規原文為? (A) 過度包裝 (B) 多層包裝 (C) 無法回收材質包裝 (D) 大幅包裝
C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A) 採購法所稱選擇性招標，指以公告方式預先依一定資格條件辦理廠商
資格審查後，再行邀請符合資格之廠商投標(B) 機關辦理限制性招標，邀請 4 家廠商比價，有 2
家廠商投標者，即得比價(C) 機關辦理選擇性招標，不得規定廠商應將規格與價格合併投標(D)
機關為特定個案辦理選擇性招標，應於辦理廠商資格審查後，邀請所有符合資格之廠商投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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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A 機關指定地區採購房地產，應先編擬計畫依規定層報核定，此計畫內容不包括: (A) 預估底價
(B) 採購房地產及指定地區採購之理由及其必要性(C) 政府公定或評定價格(D) 附近買賣實例或
其他徵信資料
27. A 機關辦理委託資訊服務，其服務費用未達公告金額者，下列何者不是得適用之採購方式？(A)
統包(B) 公開取得書面報價或企劃書(C) 公開評選(D) 公開招標
28. A 機關依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9 款規定辦理評選資訊服務廠商，其投標廠商應有？(A) 1 家(B)
2 家(C) 3 家(D) 6 家方可開標
29. B 機關依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9 款辦理評選專業服務廠商，其第 1 次開標，除招標文件另有
規定外，投標廠商須達幾家以上方可開標？(A) 必須達 3 家以上(B) 須達 1 家(C) 須達 6 家以上
(D) 須達 2 家以上
30. A 下列何者不是屬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謂「因無其他合適替代標的」得採限制性招標
所稱之專屬權利？(A) 商標專用權(B) 專利權(C) 著作權(D) 電路布局權
31. B 共同投標廠商應負連帶責任之事項有採購法第 101 條各款所列情形，依採購法第 102 條第 3 項
應刊登政府採購公報者，應刊登(A) 個別項目履約成員名稱(B) 全體成員名稱(C) 代表廠商名稱
(D) 依照約定履行之
32. D 採購法第 25 條第 1 項允許共同投標之個別採購特性，為下列何種情形？ (A) 允許共同投標有
利工作界面管理者(B) 允許共同投標可促進競爭者(C) 允許共同投標，以符合新工法引進或專利
使用之需要者(D) 以上皆是
33. B 共同投標廠商之共同投標協議書，下列何者為非？(A) 應載明各成員之主辦項目及所占契約金
額比率(B) 協議書內容與契約規定不符者，以協議書內容為準(C) 應載明各成員於得標後連帶負
履行契約責任(D) 協議書內容，非經機關同意不得變更
34. C 採購法第 26 條第 3 項所稱同等品，應由下列何者審查認定，其功能、效益、標準或特性不低
於招標文件所要求或提及者(A) 評選委員會(B) 開標主持人(C) 招標機關(D) 主管機關
35. C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A) 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應依功能或效益訂定招標文件。其有
國際標準或國家標準者，應從其規定(B) 招標文件允許投標廠商提出同等品者，機關於招標文件
中規定廠商應於投標文件內預先提出以供審查，並無違反採購法規定(C) 機關於招標文件要求特
定之商名，並註明﹁或同等品﹂字樣者，即不違採購法(D) 採購法第 26 條第 3 項所稱同等品，
指經審查認定，其功能、效益、標準或特性不低於招標文件所要求或提及者

本試卷試題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