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部工業局所屬工業區管理機構 98 年度新進聘用人員甄選試題
類 組：環保組（
）】
環保組（化驗）
化驗）【三級技術員
【三級技術員（
三級技術員（66702）
專業科目（
專業科目（一）：1.環保法規
： 環保法規(下水道法
環保法規 下水道法、
下水道法、水污染防治法、
水污染防治法、廢棄物清理法、
廢棄物清理法、空氣污染防制法、
空氣污染防制法、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資源回收再利用法)、
資源回收再利用法 、政府採購法
2.公文寫作
公文寫作
※入場通知書編號：_____________
注意：作答前須檢查答案卡(卷)、入場通知書編號、桌角號碼、應試類組是否相符，如有不同應立即請監
試人員處理，否則不予計分。
本試卷為正反兩頁，其中環保法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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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採購法共 35 題單選選擇題，每題 2 分，合計 70
分。限以 2B 鉛筆作答，請選出最適當答案，答錯不倒扣；未作答者，不予計分。
公文寫作一篇（30 分），限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修正帶(液)等文具於答案卷上採橫式作答，
並請從答案卷內第一頁開始書寫，違反者該科酌予扣分。不必抄題但須標示題號。
。
若應考人測驗時於桌面上放置或使用不符規定之電子計算機，該科扣 10 分；計算機並由監試人員
保管至該節測驗結束後歸還。
答案卡及答案卷務必繳回，違反者該科成績以零分計算。

壹、環保法規(下水道法
環保法規 下水道法、
下水道法、水污染防治法、
水污染防治法、廢棄物清理法、
廢棄物清理法、空氣污染防制法、
空氣污染防制法、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整治法、
污染整治法、資源回收再利用法)、
資源回收再利用法 、政府採購法
1.違反水污染防治法得處停工處分之情形，下列何者錯誤？
一年內經 2 次限期改善，仍繼續違反者
未依規定設置專責單位或人員者
經處分按日連續處罰逾 30 日者
未經合法登記或許可之事業，違反水污法之規定者
2.茲有一工業區污水處理廠排放廢(污)水於地面水體，依水污染防治法規定，應向主管機關申報下列哪些
文件？ A.廢（污）水處理設施之操作紀錄 B.放流水水質水量之檢驗測定紀錄 C.用電紀錄
僅 AB
僅 BC
僅 AC
ABC
3.依空氣污染防制法規定，有關空氣污染總量管制工作的說明，下列何者錯誤？
涵容總量之訂定
個別污染源排放量核配
保留差額排放權、抵換等
總量管制區是指視地區土地利用對於空氣品質需求劃定之防制區
4.公私場所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依該法通知限期補正、改善或申報期間不得超過多久？
30 日
60 日
90 日
120 日
5.無空氣污染防制設備而燃燒易生特殊有害健康之物質者，處 A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
臺幣 B 萬元以上 C 萬元以下罰金，請問下列何者正確？
A=1，B=5，C=30
A=2，B=10，C=50
A=3，B=15，C=80
A=3，B=20，C=100
6.依廢棄物清理法規定，有害事業廢棄物之輸入、輸出應經何機關之許可？ A.中央主管機關
的事業主管機關 C.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僅 AB
僅 BC
僅 AC
ABC
7.依廢棄物清理法規定，廢家電用品之回收清除處理屬下列何者之責任？
中央主管機關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執行機關
該物品之製造、輸入業者

B.中央目

8.事業機構清除處理有害事業廢棄物未依規定上網申報者，依廢棄物清理法，下列何項處罰錯誤？
處新台幣 6 萬至 30 萬元罰緩
處新台幣 6 萬至 60 萬元罰緩
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日連續處罰
情節重大者，並得命其停工或停業
9.對非法棄置廢棄物，依廢棄物清理法規定，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得代為清除、處理並得向下列何者收取
必要費用？ A.所有人 B.使用人 C.管理人
僅 AB
僅 AC
僅 BC
ABC
10.依資源回收再利用法專有名詞定義，「回收再利用」係指下列何者？
再生資源之再使用行為
再生資源之再生利用行為
再生資源之再使用或再生利用行為
再生資源之再使用及再生利用行為
11.當土壤及地下水污染來源明確，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規定，在下列那一情況，所在地主管機關應
公告為控制場址？
污染濃度超過監測基準
污染濃度介於監測基準與管制標準之間
污染濃度超過管制標準
污染濃度超過整治基準
12.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可由自來水管承裝商承裝
下水道承裝商僱用之技工，應經技能檢定合格，並經中央主管機關訓練合格
下水道排水區域內之下水，無論如何，均應依公告規定排洩於下水道之內
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須經下水道機構檢驗合格，始得聯接於下水道
13.依下水道法規定，用戶使用下水道應繳納使用費，下列哪些計收方式正確？ A.按下水道用戶使用自來
水之用量比例計收 B.按下水道用戶排放之下水水質及水量計收 C.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方式
僅 AB
僅 BC
僅 AC
ABC
14.為達成資源永續利用，對於物質之使用，應優先考量減少產生廢棄物，失去原效用後應依序考量再使用，
其次物質再生利用，能源回收及妥善處理。但若經下列何項之考量，可得最佳整體環境效益之廢棄物
利用方式者，不在此限？
最佳可行技術(BACT) 生命週期(LCA)
環境管理系統(EMS) 操作與維護(O&M)
15.環保署設置之再生資源回收再利用促進委員會，由相關政府機關、學者專家及環境保護團體代表組成。
其中學者專家及環境保護團體代表不得少於委員會人數之比例為何？
二分之一
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
四分之一
16.甲工廠及乙工廠相鄰之關係企業工廠，且排放廢水至同一承受水體，為了節省成本而設置共同之廢水排
放口，某日因甲工廠廢水處理設施故障，適逢當地環保局人員來查驗放流水超過放流水標準，環保局
應裁罰之對象為下列何者？
僅甲工廠
僅乙工廠
甲工廠及乙工廠
以上皆非
17.依水污染防治法規定，排放許可證及簡易排放許可文件之有效期間為 A 年。期滿仍繼續使用者，應
自期滿六個月前起算 B 個月之期間內，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
核准展延。每次展延，不得超過 C 年，下列何者正確？
A=三，B=三，C=三
A=三，B=四，C=五
A=四，B=五，C=四
A=五，B=五，C=五
18.公私場所具有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固定污染源者，應於每年何時之前，向當地主管機關申報其固
定污染源前一年排放空氣污染物之年排放量？
一月底
二月底
三月底
以上皆非

19.下列四家工廠均排放廢水於劃定為總量管制之水體，其排放廢水量分別為 A 廠：每日 580 立方公尺，B
廠：每日 3,600 立方公尺，C 廠：每日 1,300 立方公尺，D 廠：每日 5,800 立方公尺，請問那些廠應自
行設置放流水水質水量自動監測系統？
僅 D 廠
僅 B 廠及 D 廠
僅 B 廠、C 廠、及 D 廠
A 廠、B 廠、C 廠、及 D 廠均需設置
20.依水污染防治法規定，事業於設立或變更前，應向環保主管機關申辦或提報之事項為何？
排放許可證
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
貯留許可
放流水水質、水量之檢測紀錄申報
21.下列何項辦法僅需由環保署自行訂定公告之？ A.得再使用之再生資源項目 B.再生資源再使用之清
運、貯存方法、設施規範、再使用規範、紀錄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 C.得再生利用之再生資源
項目 D.再生資源再生利用之清運、貯存方法、設施規範、再生利用規範、紀錄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
理辦法
僅 A
僅 C
僅 AB
僅 CD
22.茲有一工廠坐落於工業區內，其廢水依規定納入工業區污水下水道系統，請問依水污染防治法規定，下
列何者正確？ A.排放廢（污）水應符合放流水標準 B.須依規定繳納水污染防治費 C.於設立或變更
前檢具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送審查核准
僅 A
僅 B
僅 C
ABC
23.依廢棄物清理法規定，對各縣（市）環境保護局稱之為下列何者？
主管機關
執行機關
業務承辦單位

清理及稽查工作專責單位

24.開發特殊性工業區，應於區界內之四周或適當地區分別規劃設置緩衝地帶，是下列哪一項法規中之規
定？
水污染防治法
空氣污染防制法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防治法
廢棄物清理法
25.下列何者為公共下水道之建設及管理機構？
行政院環保署
公共工程委員會

內政部營建署
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所

26.依廢棄物清理法規定，有害事業廢棄物再利用應依下列何機關規定辦理？
中央主管機關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執行機關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27.有害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之操作及檢測，依廢棄物清理法規定應作成紀錄妥善保存幾年，以供
查核？
一年以上
三年以上
五年以上
七年以上
28.依下水道法規定，下水道用戶排洩下水於下水道系統應符合下列何者？
放流水標準
水體分類及水質標準 下水水質標準
水體之涵容能力
29.依水污染防治法規定，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排放廢（污）水，有嚴重危害人體健康、農漁業生產或飲
用水水源之虞時，負責人應立即採取緊急應變措施，並於多久時間內通知當地主管機關？
立即
一小時
三小時
八小時
30.下列何者不屬於空氣污染防制法中所定義之自然保護（育）區？
非國有林自然保護區 生態保育區
自然保留區

野生動物保護區

31.機關於決標或簽約後發現得標廠商於決標前有「偽造或變造投標文件」情形者，機關應為下列何項行為？
請得標廠商補正投標文件
由第二順位廠商得標
廢止該標案
撤銷決標、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並得追償損失

32.依政府採購法第 53 條規定，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投標廠商之最低標價超過底價時，得洽該最低標廠商
減價一次；減價結果仍超過底價時，得由所有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投標廠商重新比減價格，比減價格
不得超過幾次？
1 次
2 次
3 次
4 次
33.依政府採購法第 56 條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決標依政府採購法第 52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辦理者，應依招標文件所規定之評審標準，就廠商投標
標的之技術、品質、功能、商業條款或價格等項目，作序位或計數之綜合評選，評定最有利標
價格或其與綜合評選項目評分之商數，不得做為單獨評選之項目或決標之標準
未列入之項目，不得做為評選之參考
評選結果無法依機關首長或評選委員會過半數之決定，評定最有利標時，得採行協商措施，再作綜合
評選，評定最有利標。評定應附理由。綜合評選不得逾三次
34.廠商對於機關辦理採購，認為違反法令或我國所締結之條約、協定，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於特定
期限內，以書面向招標機關提出異議。對招標文件規定提出異議者，為自公告或邀標之次日起等標期
之四分之一，其尾數不足一日者，以一日計。但不得少於幾日？
10 日
15 日
20 日
30 日
35.甲機關辦理汽車公開採購並採最低價決標，A 公司以總價 40 萬元(新台幣，以下同)為最低價，B 公司
以 57 萬為次低標，因該同一規格之汽車，市場一般行情價約為 60 萬元，故 A 公司之標價顯不合理，
是否能誠信履約堪虞，試問甲機關得如何處理？
得限期通知 A 公司提出說明或擔保
因 A 公司總價顯不合理，故應直接由 B 公司得標
得廢標重新辦理招標，所需費用得向 A 公司求償
因採最低標，故依法仍應由 A 公司得標，如 A 公司事後無法誠信履約，屬債務不履行賠償之問題

貳、公文寫作（
公文寫作（答案卷上不得書寫姓名及非必要之文字、
答案卷上不得書寫姓名及非必要之文字、編號或符號，
編號或符號，亦不得使用鉛筆作答，
亦不得使用鉛筆作答，違反者
該科成績以零分計算。
該科成績以零分計算。）
經濟部工業局將於今（98）年○月進行老舊工業區更新與開發，諸如污水管線更生汰換、污水處
理廠擴建與功能提升等，多項工作皆屬承攬作業型態。而承攬作業屬於臨時性作業，具有人員流動性
大、作業環境及類型多變等特性，因此常造成管理上的困難。另承攬作業工作者多不具安衛專業，對
於危害認知較低，故常因疏失發生職災事故。為加強同仁於承攬作業上之權責認知及管理能力，特委
託工安衛專業技術團隊，分別於○月○日、○日及○日假新竹工業區服務中心、台中污染防治人才培
訓中心及仁大工業區服務中心辦理「工業區承攬作業安全衛生管理實務研習會」
，分從法規、檢查、職
災案例及實務管理（含事故處理）4 大面向進行課程研習及經驗分享。試擬經濟部工業局發文邀集各工
業區服務中心及污水廠業務相關人員參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