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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場通知書編號：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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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試卷為一張雙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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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壤污染防治法、資源回收再利用法)共 32 題單選選擇題，每題 2.5 分，合計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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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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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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污染防治
法、資源回收再利用法)
源回收再利用法
1.環保科技園區設置相關之土地取得之輔導獎勵措施，主要規定於下列那一項法規中？
廢棄物清理法
資源回收再利用法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
下水道法
2.下列那一項法律之中央主管機關不是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廢棄物清理法
資源回收再利用法
土壤污染防治法
下水道法
3.水體之全部或部分，有下列那一種情形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該水體之涵容能力，以廢（污）
水排放之總量管制方式管制之？
經主管機關認定需特予保護者
屬於水質水源保護區者
封閉性之海域
位於工業密集之地區者
4.在高雄市轄區內，工廠空氣污染防制費與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應分由下列何者徵收？
高雄市環保局、高雄市環保局
高雄市環保局、行政院環保署
行政院環保署、高雄市環保局
行政院環保署、行政院環保署
5.固定污染源之相關設施故障致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規定時，公私場所立即採取因應措施，並依下列那些
規定處理者，得免依本法處罰？ A.故障發生後一小時內，向當地主管機關報備 B.故障發生後二十四
小時內修復或停止操作 C.故障發生後二十日內，向當地主管機關提出書面報告
僅 AB
僅 BC
僅 AC
 ABC
6.廢水廠污泥中之重金屬含量超過法定標準時，依廢棄物清理法應屬於：
一般廢棄物
一般事業廢棄物
有害事業廢棄物
特殊廢棄物
7.在各級防制區及總量管制區內，對溢散性且不易測定之空氣污染管制方式為：
應符合排放標準
排放紀錄申報
以行為限制方式執行
應先申請取得設置及操作許可
8.近來市面上許多商品在包裝之空間比例、層數、使用材質及數量方面，均有朝向減量化之趨勢，其主要
是為符合下列那一項法規之規定？
廢棄物清理法
資源回收再利用法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
水污染防治法

9.依國內空氣污染防制法，空氣污染防制區共分為三級，所謂三級防制區，乃是指：
國家公園、自然保護區等
一級防制區外，符合空氣品質標準的區域
一級防制區外，未符合空氣品質標準的區域
工業開發區域
10.在何種狀況下，新設或變更之固定污染源污染物排放量達一定規模者，應採最佳可行控制技術（BACT）
規範？
一級防制區之縣市
二級防制區之縣市
符合空氣品質標準之總量管制區
未符合空氣品質標準之三級防制區或總量管制區
11.各鄉鎮市公所之清潔隊為廢棄物清理法所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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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利用物理、化學及生化處理技術使廢棄物達到無害程度，適合做最終處置而無二次環境污染之慮者，為
廢棄物管理策略中的那一個步驟？
抑制廢棄物的產生
廢棄物循環再利用
由廢棄物中回收資源
廢棄物的安定化
13.茲有一工廠坐落於台北縣因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經處勒令歇業處分，該勒令歇業處分係由下列何機關為
之？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經濟部
台北縣政府
台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14.水污染防治法之專有名詞定義，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放流水標準係指對放流水品質或其成分之規定限度
放流口係指廢（污）水進入承受水體前，依法設置之固定放流設施
水區係指經主管機關劃定範圍內之全部或部分水體
廢水係指事業以外所產生含有污染物之水
15.茲有一工廠因未符合污水排放管制標準，經處停工處分，擬申請復工，其應檢附下列哪一文件向地方環
保主管機關申請試車？
排放許可證
紀錄申報文件
廢水水質檢測報告
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污泥處理改善計畫
16.污水下水道系統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經處罰鍰並通知限期繳納，屆期仍不繳納，依法：
應再處分加重罰鍰
處分停工
移送強制執行
繼續催繳至繳納為止
17.物品或其包裝、容器經食用或使用後，足以產生下列那些性質之一般廢棄物，致有嚴重污染環境之虞者，
應由該物品或其包裝、容器之製造、輸入或原料之製造、輸入業者負責回收、清除、處理，並由販賣業
者負責回收、清除工作？ A.不易清除、處理 B.含長期不易腐化之成分 C.含有害物質之成分 D.具
回收再利用之價值
僅 A
僅 AB
僅 ABC
 ABCD 均是
18.下列那一項非地下水污染管制項目？
鉛
汞

錳

鋅

19.下列有關以廢(污)水排放總量管制方式管制之敘述，何者正確？ A.水體之部分或全部涉及二直轄巿、
縣（巿）者，其總量管制方式，由相關直轄巿、縣（巿）主管機關共同擬訂，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相
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後核定之 B.水體之部分或全部涉及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主管之特定區域，由
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僅 A
僅 B
 AB 均正確
 AB 均錯誤
20.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設置之輸送或貯存設備，其有疏漏致污染水體者，應立
即採取緊急應變措施，並於事故發生後五小時內，通知當地主管機關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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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廢（污）水量每日超過五百立方公尺者，應自行設置放流水
水質水量自動監測系統，予以監測
僅 A
僅 B
 AB 均正確
 AB 均錯誤
21.為達成資源永續利用，在可行之技術及經濟為基礎下，對於物質之使用可有下列四種方式： A.
物質再生利用 B.減少產生廢棄物 C.能源回收及妥善處理 D.再使用。請問應考量之優先次序
為何？
 C→A→D→B
 A→D→C→B
 B→D→A→C
 D→A→B→C
22.下列排水區域內之何者不屬於下水道法中定義之「下水」？
家庭污水
雨水
事業廢水

地下水

23.縣（市）環境保護局為減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危害或避免污染擴大，依控制場址或整治場址實際狀況，
所採取之下列應變必要措施中，那些項目得命污染行為人或委託第三人為之？ A.提供必要之替代飲水
或通知自來水主管機關優先接裝自來水 B.豎立告示標誌或設置圍籬 C.疏散居民或管制人員活動 D.
移除或清理污染物
 AC
 CD
 ABD
 ABCD 均可
24.有關事業廢棄物之清理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事業廢棄物之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事業對於有害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之操作及檢測，應作成紀錄妥善保存三年以上，以供查核
新設工業區及科學園區，若其在區內或區外規劃設置之事業廢棄物處理設施尚未設置完成，則不得
營運
事業於貯存、清除或處理事業廢棄物，危害人體健康或農、漁業時，主管機關應立即命其改善，並採
取緊急措施。必要時，得命其停工或停業
25.為避免妨害水體之用途，利用水體以承受或傳運放流水者，不得超過：
放流水標準
海洋放流標準
水體之涵容能力
水體分類及水質標準
26.下水道排放之放流水超過下列那一規定，下水道機構應即改善：
水污染防治主管機關規定之放流水標準
下水水質標準
水體分類及水質標準
水體之涵容能力
27.依水污染防治法規定，排放許可證期滿仍繼續使用者，應於何期間內，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展延？
自期滿五個月前起算三個月
自期滿五個月前起算六個月
自期滿六個月前起算五個月
自期滿六個月前起算三個月
28.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再生資源、再生產品應符合國家標準；無國家標準者，得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其標準 B.再生資源、再生產品不符合國家標準者，不適用資源回收再利用
法第四章輔導獎勵措施之規定
僅 A
僅 B
 AB 均正確
 AB 均錯誤

29.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再生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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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改良等用途或其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用途，使再生資源產生功用之行為
B.再使用：指改變原物質形態，將再生資源直接重複使用或經過適當程序恢復原功用或部分功用後使用
之行為
僅 A
僅 B
 AB 均正確
 AB 均錯誤
30.有關用戶排水設備之管制，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須經下水道機構檢驗合格始得聯接於下水道 經檢驗不合格者由環保主管機關限期責令改善
應由登記合格之承裝商承裝
其管理維護由下水道用戶自行負責
31.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再生資源未依規定回收再利用者，視為廢棄物，應依廢棄物清理法規定回收、
清除、處理 B.依廢棄物清理法公告之應回收廢棄物，且屬資源回收再利用法公告之再生資源者，其回
收、貯存及回收清除處理費用之收支、保管及運用，依廢棄物清理法之規定
僅 A
僅 B
 AB 均正確
 AB 均錯誤
32.有關「一般廢棄物」清除之敘述，何者正確？ A.五公尺以內之公共巷、弄路面及水溝，由相對戶或相
鄰戶分別各半清除 B.道路之安全島、綠地、公園及其他公共場所，由執行機關清除
僅 A
僅 B  AB 均正確  AB 均錯誤

貳、公文寫作
我國為開發中國家，近數十年來發展經濟不遺餘力。然而，臺灣地狹人稠，缺乏天然資源，在能源短
缺、幾乎百分之百仰賴進口的情況下，如果大量消耗而不節約能源，很容易造成財政困窘，以及空氣污染、
大量排放碳的問題。臺灣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長速度已經是世界第一，再不重視環境保護，推動節能減碳
措施，勢必遭致環境過度污染的嚴重後果。
請試擬行政院致所屬機關及直轄市、縣(市)政府函，提示政府部門及民眾應注意之重點，促請加強相
關節能減碳措施，並廣為宣導民眾就其應配合事項共同遵循，期能有效節能、減碳、節用、省錢，維護乾
淨的生活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