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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國文（公文 1篇，占 20分；閱讀測驗 2篇 10題，占 20分） 

一、公文 

經濟部水利署為宣導節約用水，對於廠商研發生產能夠符合省水規格之器材，頒發

「省水標章」使用證書，以提供消費者一易於辨識省水產品之標誌。 

台灣自來水公司為配合政府推行「節約用水」政策，並鼓勵民眾安裝省水器材，讓

節約用水者可以得到實質的獎勵，將自 000年 00月起至 000年 00月止，為期 4個月，

試辦「000 年度節約用水優惠獎勵措施」，優惠對象為一般用水戶，其「用水費」金額

依節水率之級距，給予不同之水費折扣，詳情請參閱台灣自來水公司網站／最新消息／ 

訊息公布欄 ( http://www.water.gov.tw)。 

參考以上資料，請代業務承辦人（聯絡人）王水生撰擬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致

各區管理處函：為呼籲一般用水戶於平日即能養成節約用水的好習慣，並鼓勵民眾安裝

省水器材，本公司將試辦「000 年度節約用水優惠獎勵措施」，請廣為宣傳，共同為節

約用水盡一份心力。 

 

二、閱讀測驗 

【第一篇】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

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 

文惠君曰：「嘻，善哉！技蓋至此乎？」 

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

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

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 

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

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閒，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

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

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

而藏之。」 

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莊子〈養生主〉) 

 

【1】1.下列哪一成語，和本文內容及主旨「無關」？ 

汗牛充棟  游刃有餘  

庖丁解牛  技進乎道 

【4】2.下列對本文的說明，何者正確？ 

庖丁的刀始終嶄新，是因為他從不輕易拿出使用 

庖丁在分解牛隻時，遇到難題反而加快進行速度 

庖丁能夠輕易分解巨大牛隻，只是因為天賦所致 

庖丁所論讓文惠君認為能從中體悟怡養精神之道 

【3】3.下列哪一個選項，「不是」文中所要說明的道理？ 

做事要成功，必須先明白該事物的基本原理 做每一件事，經驗的累積可以逐漸提升效能 

與他人共事，犧牲小我的權益才能完成大我 熟悉的業務，也存在必須小心面對的困難處 

【1】4.文中的「養生」之道是甚麼？ 

順應天理，小心謹慎  謙卑自省，察納雅言  

多方學習，不恥下問  心存感恩，珍惜當下 

【2】5.文中認為「良庖歲更刀」、「族庖月更刀」的原因是甚麼？ 

心態喜新厭舊  做事不得要領  

自我要求太高  在乎他人眼光 

 

【第二篇】 

對東海大學而言，文理大道存在的價值與意義，早已超越當初鋪設用來連接各學院

間交通的功能性目的了。 

今日踏上文理大道，呈現在眼前的不只是宛若天堂之路般的步道，行走其上，享受

著綠蔭蔽日的清涼、石板道路上祥和而變化無窮的空間、松鼠在林間跳躍的驚喜、延伸

不盡的綠意……，這許多令人讚嘆的元素集合一起，怎是一個「美」字足以形容呢？ 

回溯東海大學的創校理念：「教育不只是師生間的知識傳遞，更重要的是將生活與

教育融合，就算只是行走，也能夠向大自然學習。」 

於是陳其寬先生鋪設文理大道時，特意空出了道路中間來植草，讓文理大道融入了

二分之一的自然綠意。……文理大道可以說是一條完全屬於「人」的道路，禁止各種機

動車輛行駛，這種「人車分道」的概念，東海早在 1958年就已經開始實行，……也因

此，文理大道上的行人才能這麼悠閒愜意地漫步著。  (節錄自東海校園建築步道) 
 

【1】6.由文中可知，「文理大道」主要的建材是甚麼？ 

石板 紅磚 柏油 黃土 

【3】7.從文中的說明，陳其寬先生在道路中央植草的目的是甚麼？ 

水土保持 綠化校園 學習自然 節省建材 

【3】8.由文中可知，文理大道上的行人能悠閒漫步的原因是甚麼？ 

綠意盎然 平坦寬闊 人車分離 聯絡方便 

【1】9.對於本文的說明，下列選項何者正確？ 

文理大道的價值與意義，超越了「交通」的功能 

文理大道縮短了往來的時間，提供了便捷與安全 

文理大道彰顯的教育理念是人定勝天，不畏風雨 

文理大道由一石一木所累積而成，今人應該感恩 

【1】10.下列選項中，對本文內涵的闡述，何者正確？ 

建築不僅實用，也可以傳達教育理念 細心選材與認真施工，品質才會良好 

綠建築是當代趨勢，卻早有成功典範 人應該尊重自然，大自然才不會反撲 

 
【請接續背面】 

http://www.water.gov.tw/06news/news_a_list.asp
http://www.water.gov.tw/06news/news_b_list.asp


貳、自來水法(不含施行細則)及台灣自來水公司營業章程（共 30題，占 60分） 
【自來水法】 

【2】11.下列有關興辦自來水事業之順序： a.工程及經營計畫核准 b.取得水權 c.取得自來水事業專營權

證 d.取得自來水事業執照，何者正確？ 
 abcd  bacd  abdc  dbac 

【3】12.下列有關水源保育與回饋費之利用，何者錯誤？ 
辦理水質水量保護區內之水利設施維護管理事項 
發放水質水量保護區內土地受限制使用之土地所有權人之補償金事項 
年度經費分配至公所後逾 3年未執行時，應即繳還中央主管機關水資源相關基金 
可做為水質水量保護區內緊急使用之準備金 

【2】13.有關興辦自來水事業之相關規定的主管機關，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申請水權登記：水利主管機關 水源有關之水利建造物之拆除核准：建築主管機關 
縣市內自來水事業工程計畫申請：向自來水事業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轉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直轄市內自來水事業專營權之核准：自來水事業直轄市主管機關 

【4】14.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中央主管機關可以命令自來水事業合併經營 自用自來水設備，指每日出水量大於 30度且專供自用者 
自來水法所稱自來水用戶，係指依自來水事業營業章程規定接用自來水者 
用戶家中的水龍頭屬於取水設備 

【4】15.依照自來水法規定，若無自來水地區需接用自來水，用戶必須設置加壓受水設備，對於加壓受水設

備通過或所座落土地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通過既成計畫道路：取得道路主管機關之挖掘埋設許可 
通過公有土地：用戶應取得公有土地管理機關使用許可或同意書 
通過私有土地：用戶應取得私有土地所有權或地上權 
加壓受水設備所使用之土地雖非用戶所有，自來水事業供水之日起，該加壓受水設備已經使用達 5年以
上者，其用戶就該等土地視為有地上權存在 

【3】16.自來水法對於自來水事業之營業相關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對於無自來水地區居民之供水，得經主管機關核准加收水費 
自來水事業對於尚未埋設幹管地區個別自來水用戶供水需要，需增加或新裝配水幹管時，得按其成本向
個別用戶收取 2分之 1以下之補助費用 

自來水事業因災害、緊急措施或工程施工而需停水時，因為事關緊急，不用將停水區域及時間公告或事
後補報 

自來水事業對於竊水或違章用水之處理，可以報請所在地憲警機關協助辦理 

【4】17.依自來水法規定，自來水事業的主管機關，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在中央為下列何者機關？ 
外交部 交通部 內政部 水利主管機關 

【1】18.依自來水法第 10 條規定，自來水事業所供應之自來水水質，下列何者為應有的水質？ A.清澈；

B.無色、無臭；C.酸鹼度適當；D.不含有超過容許量之化合物 
 A、B、C、D 僅 A、B、C 僅 B、C、D 僅 A、C、D 

【4】19.依自來水法第 12-1條規定，水質水量保護區依都市計畫程序劃定為水源特定區者，其土地應視限制

程度減免相關稅額，下列何者為可減免項目？A.土地增值稅；B.贈與稅；C.遺產稅；D.奢侈稅 
 A、B、C、D 僅 A、C、D 僅 B、C、D 僅 A、B、C 

【1】20.依自來水法規定，有關自來水管承裝技術員工之處分，下列何者正確？ 
於施工時，未隨身攜帶工作證者，原登記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應予警告處分 
經受警告處分三次以上，將工作證塗改者，原登記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應予停止工作一個月以上六個
月以下之處分 

經受警告處分三次以上，將工作證交付他人使用者，原登記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應予停止工作一個月
以上六個月以下之處分 

受停止工作處分二次以上者，主管機關應廢止其工作證，並於二年內不得受自來水管承裝商僱用 

【4】21.依自來水法規定，下列何者為自來水法所稱的自來水設備？ A.取水；B.導水；C.送水；D.配水  
僅 A、B、C 僅 B、C、D 僅 A、C、D  A、B、C、D  

【1】22.依自來水法規定，每日供水量在多少立方公尺以下之簡易自來水事業，所聘僱之總工程師、工程師，

得免以登記合格之工程技師為限？ 
三百立方公尺 四百立方公尺 五百立方公尺 六百立方公尺 

【2】23.依自來水法規定，自來水事業專營權之有效期間為多少年？ 
二十年 三十年 四十年 五十年 

【1】24.依自來水法規定，在水質、水量保護區域內，妨害水量之涵養、流通或染污水質，經制止不理者，

應處多少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一年 二年 三年 五年 

【1】25.依自來水法規定，下列何者非屬自來水用戶用水設備供水前應依循的作業及程序？  
經中央標準局審查核可  應依用水設備標準裝設 
優先採用具省水標章之省水器材 由自來水事業委託相關專業團體代為施檢合格 

【台灣自來水公司營業章程】 

【3】26.下列有關用戶用水設備之敘述，何者正確？ 
外線之設置，其設計圖必須先送所在地自來水公司審定 
供水後內線之維護，由自來水公司負責管理維護 
用戶申請供水之處所，若非水壓可正常供水者，用戶應設置加壓用水設備，原則上該加壓用水設備屬於內線 
外線由用戶出資埋設及負擔費用修理 

【3】27.依照台灣自來水公司營業章程規定，有關用戶辦理變更用水人名義（過戶）之申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原則上應先經前用戶同意，並應繳清所有欠費 
後用戶若無法取得前用戶同意，也不願意繳清前用戶之欠費後單獨申請時，則得依新裝方式辦理 
後用戶無法取得前用戶同意時，應切結負擔一切法律責任後，免繳欠費單獨申請過戶 
後用戶單獨申請過戶後，若前用戶於 6個月內提出異議時，得取消後用戶之過戶申請 

【2】28.用戶應繳納水費，依照台灣自來水公司營業章程之規定，用戶最晚應於通知之繳費日起幾日內繳費，

才不用被加收遲延繳付費？ 
 21日  28日  35日  42日 

【2】29.依照台灣自來水公司營業章程規定，經前台灣省政府核准之違章建築用水，其水費計算方式何者正確？ 
按普通用水水價減收 20% 按普通用水水價加收 20% 
按普通用水水價減收 50% 按普通用水水價加收 50% 

【3】30.營業章程對於量水器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量水器計量是否正確，自來水公司必須確保 量水器屬於自來水公司之財產 
用戶對於量水器的計量有質疑時，得申請現場複查，若仍有疑慮時，得請求鑑定，鑑定費全由用戶負擔 
用戶自行更改遷移表位時，如用戶不自行改善時，自來水公司得代為改善，若自來水公司代為改善有困
難時，得停止供水 

【2】31.依營業章程規定，量水器發生故障或其他原因，致不能正確表示實用度數時，台灣自來水公司得按

該用戶（非大用水戶及機關用戶）量水器失效前幾期正常用水平均度數核算水費？ 
一期 二期 三期 四期 

【1】32.營業章程對於竊水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可以按其所裝之用水設備、供水時間及當地供水狀況追償 2個月以上 1年以下水費，並得另請求損害賠償  
竊水行為人，可處以 5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消防需要私自開啟公用消防栓，並非竊水 
自來水公司可以因為用戶之竊水行為證據確實而停止供水 

【3】33.台灣自來水公司營業章程是依自來水法第幾條規定訂定之？ 
第三十八條 第四十八條 第五十八條 第六十八條 

【2】34.依營業章程第四條規定，以下何者非台灣自來水公司供水種類？ 
船舶用水 農業用水 市政公共用水 工業用水 

【3】35.本公司對用戶應經常供水，但其有特殊情形必須連續停水達多少小時以上或定時供水者，應先申請

所在地主管機關核准，並公告周知？ 
三小時 六小時 十二小時 二十四小時 

【1】36.依台灣自來水公司營業章程規定，因特殊情形採按口計費之普通用水用戶，其水費以每人每月多少度計算？ 
五度 十度 十五度 二十度 

【2】37.依營業章程規定，用戶用水量以度數計算，下列何者為五度的水量？ 
一立方公尺 五立方公尺 十立方公尺 十五立方公尺 

【1】38.依營業章程規定，下列何者費用非本公司得依法隨水費附徵或代收費用？ 
剩餘資源處理費 水源保育與回饋費 清除處理費 污水處理費 

【3】39.依營業章程規定，本公司因不可抗力之事由致停止供水連續超過幾個小時者，當月基本費按停水日

數比例扣減？停水日數連續超過幾個小時者，除依前述扣減基本費外，另按停水一日扣減一日用水費？ 
 12小時；24小時  12小時；48小時  24小時；72小時  24小時；48小時 

【1】40.依營業章程第四十條規定，下列何者為竊水行為？ A.毀損或改變量水器之構造或用其他方式致量

水器失效或不準確者；B.未經本公司許可，在本公司供水管線上取水者；C.繞越所裝量水器私接水管者 
 A、B、C 僅 A、B 僅 B、C 僅 A、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