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部工業局所屬工業區管理機構 101 年度新進約僱人員甄選試題
甄選組別【代碼】
：環保組－化驗【C1301】、環保組－操作維護【C1401】
專業科目（一）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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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文寫作
＊請填寫入場通知書編號：_______________

注意：•作答前須檢查答案卡（卷）
、入場通知書編號、桌角號碼、應試類別是否相符，如有不同應立即請
監試人員處理，否則不予計分。
‚本試卷為 1 張雙面，其中【環保法規 30 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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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題，共 35 題單選選擇題，
每題 2 分，佔 70 分】；限用 2B 鉛筆於答案卡上作答，請選出最適當答案，答錯不倒扣；未作答
者，不予計分。
ƒ公文寫作一篇（佔 30 分），限用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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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抄題但須標示題號，並請從答案卷內第一頁開始書寫，違反者該科酌予扣分。
„請勿於答案卡（卷）書寫姓名、其他任何文字、編號或符號，違者該科以零分計算。
…應考人得自備簡易型電子計算機應試(按鍵不得發出聲響)；不得使用財務型或工程用計算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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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勸阻無效，仍執意使用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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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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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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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汽車車型排氣審驗合格證明之核發、撤銷、廢止及交通工具排放空氣污染物之檢驗、處理辦法，應
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會同下列哪一機關定之？
•經濟部
‚內政部
ƒ交通部
„財政部
【2】2.環保署於民國 100 年 1 月 4 日公告「一次用外帶飲料杯源頭減量及回收獎勵金實施方式」係依據下
列哪一項法規？
•水污染防治法
‚廢棄物清理法
ƒ資源回收再利用法
„土壤污染防制法
【1】3.目前移動污染源空污費是採下列何種方式徵收？
•向油品銷售者或進口者徵收
‚由油品銷售者(如加油站)於銷售時代收
ƒ依機動車輛之引擎排氣量隨車每年徵收
„僅向油品銷售者徵收
【4】4.高雄市政府在其轄下之某一河川流域，因工廠及市鎮密集，以致於以放流水標準管制，仍未能達到
該河川之水質標準，則依水污染防治法第二章基本措施第九條之規定，應採取下列哪項措施？
•加速該流域下水道建設
‚加嚴放流水標準
ƒ限制工廠之新設
„總量管制
【3】5.依資源回收再利用法第十五條之規定，營建事業再生資源再生利用管理辦法應由下列哪一機構會商
中央主管機關、再生利用用途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發布之？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ƒ內政部營建署
„台灣營建研究院
【3】6.機動車輛於一定場所、地點以怠速停車時，其怠速時間超過環保署之規定者，處機動車輛使用人或
所有人新臺幣 A 以上 B 以下罰鍰，並得令其改善；未改善者，得按次連續處罰至改善為止。
• A=五百元，B=一萬元
‚ A=一千元，B=三萬元
ƒ A=一千五百元，B=六萬元
„ A=三千元，B=十萬元

【1】7.國家公園屬於下列哪一級空氣品質防制區？
•一級防制區
‚二級防制區
ƒ三級防制區
„四級防制區
【4】8.依環保署之統計資料顯示，目前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收入，主要來自公告之「石油系有機物」
與「含氯碳氫化合物」申報金額比例最大，兩大類繳交整治費總額近 99%。環保署是依據此二項物質之 A
及 B ，向 C 及輸入者徵收。
• A=使用量；B=銷售量；C=使用者
‚ A=產生量；B=輸入量；C=使用者
ƒ A=使用量；B=銷售量；C=製造者
„ A=產生量；B=輸入量；C=製造者
【3】9. 2011 年 11 月 8 日報載中油高雄煉油廠利用雨天報備方式排放廢污水遭環保署重罰之新聞，隨後
中油亦提出並無違法之澄清稿，姑不論真相為何，請問有關逕流廢水管理措施是依據下列何者之規定？
•事業廢水代處理業與事業廢水委託處理管理辦法
‚事業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排放廢(污)水管理辦法
ƒ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排放廢(污)水緊急應變辦法
【3】10.在現行之下列環保法規中，哪一項是自公布後一年施行者？
•下水道法
‚水污染防治法
ƒ資源回收再利用法
„空氣污染防制法
【2】11.工業區廢水處理產生之污泥，其貯存設施應符合廢棄物清理法哪一規定？ A.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
處理辦法；B.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C.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
•僅 A
‚僅 B
ƒ僅 C
„ ABC
【4】12.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工業區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視區內污染潛勢，定期檢測土壤及地
下水品質狀況，作成資料送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的是：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ƒ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經濟部
【2】13.依水污染防治法，對放流水品質或其成分之規定限度，是指： A.地面水體分類及水質標準；B.放
流水標準；C.土壤處理標準
•僅 A
‚僅 B
ƒ僅 C
„ ABC
【3】14.放流水標準，依水污染防治法規定應由何機關定之？ A.中央主管機關；B.中央主管機關會同相關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C.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僅 A
‚僅 B
ƒ僅 C
„ ABC
【2】15.用戶排水設備之標準，由下列何機關(構)定之？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內政部
ƒ直轄市、縣(市)政府
„下水道機構
【4】16.下水道可容納排入之下水水質標準，由下列哪一機關(構)擬訂公告實施？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內政部
ƒ直轄市、縣(市)政府
„下水道機構
【4】17.依空氣污染防制法，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空氣污染防制區係指依地形及氣象條件，按總量管制
需求劃定之區域；B.二級防制區，指一級防制區外，未符合空氣品質標準區域
•僅 A
‚僅 B
ƒ AB 均正確
„ AB 均錯誤
【2】18.依資源回收再利用法，下列哪一項是中央目的主管機關之權責？
•回收再生資源與標示規定
‚綠色設計與使用再生資源
ƒ規定包裝之空間比例、層數、使用材質之種類及數量
„限制或禁止使用物品、包裝或容器
【請接續背面】

【4】19.依廢棄物清理法，事業廢棄物之清理方式，下列何者正確？ A.自行清除處理；B.共同清除處理；
C.委託清除處理
•僅 AB
‚僅 BC
ƒ僅 AC
„ ABC
【2】20.執行稽查人員請求違反本法之人提示身分證明，無故拒絕者，處新臺幣多少罰鍰？
•六百元以上六千元以下
‚六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
ƒ三百元以上六千元以下
„三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
【1】21.再生資源回收再利用促進委員會，委員任期二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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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
‚ 1/3
ƒ 1/4
„ 1/5
【4】22.根據資源回收再利用法專有名詞「再生利用」之定義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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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再生資源再使用或再生利用之行為
ƒ指未改變原物質形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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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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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鄉(鎮、市)下水道建設與管理之監督及輔導，由下列何者辦理？
•中央主管機關
‚直轄市主管機關
ƒ縣主管機關
„鄉(鎮、市)公所
【3】24.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設置之輸送或貯存設備，有疏漏污染物或廢(污)水至水體之虞者，應採取維
護及防範措施；其有疏漏致污染水體者，應立即採取緊急應變措施，並於事故發生後多久內，通知當地
主管機關？
•一小時
‚兩小時
ƒ三小時
„四小時
【3】25.事業廢棄物有下列何種情形之一者，禁止輸入；其種類，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公告之： A.有嚴重危害人體健康或生活環境之事實；B.於國內無適當處理技術及設備；C.直接固化處
理、掩埋、焚化或海拋；D.於國內無法妥善清理；E.對國內廢棄物處理有妨礙
• ABC
‚ ABD
ƒ ABCDE
„ ABDE
【1】26.下列何者非廢棄物清理法所稱之執行機關？
•中央主管機關
‚直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ƒ縣(市)環境保護局
„鄉(鎮、市)公所
【4】27.用戶排水設備之管理、維護，由誰負責？
•鄉(鎮、市)公所
‚直轄市主管機關
ƒ縣主管機關
„用戶自行負責

【1】32.有關決標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機關辦理採購之決標資料，應定期歸檔不需彙送主管機關
‚選擇性招標之開標，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依招標文件公告之時間及地點公開為之
ƒ機關辦理採購，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應訂定底價
„機關辦理小額採購，得不訂底價
【4】33.某區公所辦理採購，下列何種情形屬於不適合採取選擇性招標者？
•每個月固定購買之 15 萬元的文具與印刷品
‚每年辦理 4 次金額相當之相同電腦產品採購
ƒ城市規畫之研究計畫
„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道路工程採購
【2】34.二家以上之廠商共同具名投標，並於得標後共同具明簽約，連帶負履行採購契約之責，以承攬工程
之行為稱為：
•統包
‚共同投標
ƒ分包
„轉包
【3】35.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機關辦理採購，發現廠商有擅自減省工料情節重大者，應將其事實及理由通知廠商，並附記如未提出異
議者，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
‚機關辦理採購，發現廠商有偽造、變造投標、契約或履約相關文件者，應將其事實及理由通知廠商，並
附記如未提出異議者，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
ƒ機關多餘不用之堪用財物，亦不得無償讓與其他政府機關或公立學校
„主管機關、上級機關及主計機關得隨時查核各機關採購進度、存貨或其使用狀況，亦得命其提出報告

貳、公文寫作
（於答案卷上作答時，不得書寫姓名、其他任何文字、編號或符號，違反者該科以零分計算。）
為因應貿易自由化加強產業輔導，經濟部工業局積極推動「台灣製產品MIT微笑標章」
驗證制度。前此已將家電產品納入此項制度之實施對象中。此一制度攸關我國貿易發展至
鉅。故經濟部於本(101)年1月17日召開之跨部門「因應貿易自由化加強產業輔導專案小組第

【2】28.污水下水道建設與污水處理設施，應符合水污染防治政策之需要。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商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訂定水污染防治方案，每年向下列何者報告執行進度？
•內政部
‚立法院
ƒ財政部
„行政院

六次會議」仍決議加強推動此制度，請工業局儘速讓相關單位瞭解MIT微笑標章的意義，並

【3】29.排放許可證及簡易排放許可文件之有效期間為多少年？期滿仍繼續使用者，應自期滿幾個月前起算
幾個月之期間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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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六個月、三個月
‚三年、三個月、一個月
ƒ五年、六個月、五個月
„六年、六個月、三個月

試根據上述訊息資料，擬經濟部致工業局函：請儘速讓相關單位瞭解 MIT 微笑標章的

【3】30.固定污染源設置操作未達幾年，或位於總量管制區者，其許可證有效期間，由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政府其他機關依實際需要核定之？
•一年
‚三年
ƒ五年
„七年
【4】31.下列哪一個組織或機關辦理採購不適用政府採購法之規定？
•台中市政府
‚國立成功大學
ƒ台灣電力公司

„董氏基金會

將採購MIT微笑標章產品之範疇擴大至廣義之國營事業（如中華電信、中鋼等）。

意義，並將採購 MIT 微笑標章產品之範疇擴大至廣義之國營事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