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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國文閱讀測驗【四選一單選選擇題，2 篇共 10 題，每題 2 分，合計 20 分】
第一篇：閱讀下文，回答第 1-5 題：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
「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
則何以哉？」
子路率爾而對曰：
「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
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
「求！爾何如？」對曰：
「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
君子。」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
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
嘆曰：「吾與點也！」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
「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
「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
「夫子何哂由也？」
曰：
「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唯求則非邦也與？」
「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唯
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選自《論語‧先進》）
子路：姓仲，名由，字子路，又字季路。
曾皙：姓曾，名點，字子皙。曾參的父親。
冉有：姓冉，名求，字子有。
公西華：姓公西，名赤，字子華。
哂：微笑。
【3】1.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其目的在於：
表明自己志向
說明論道次序
鼓勵弟子言志
強調名實相符
【2】2.依上文所述，子路發言之後，為何「夫子哂之」？
為國以德，子路其言不恭
為國以禮，子路其言不讓
國以民為本，子路其言罔顧民生
民以食為天，子路其言不切實際
【3】3.依上文所述，符合「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的弟子是：
子路
曾皙
冉有
公西華
【4】4.依上文所述，符合「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的弟子是：
子路
曾皙
冉有
公西華
【2】5.依上文所述，四位弟子的發言，最契合孔子理想的弟子是：
子路
曾皙
冉有
公西華

第二篇：閱讀下文，回答第 6-10 題：
或著新靴行市上，一人向之長揖，握手寒暄。著靴者茫然，曰：「素不相識。」其人怒，笑曰：「汝著新
靴，便忘故人？」掀其帽擲瓦上，去。著靴者疑此人醉，故酗酒。
方彷徨間，又一人來，笑曰：「前客何惡戲耶？尊頭暴露烈日中，何不上瓦取帽？」著靴者曰：「無梯，
奈何？」其人曰：「我慣作好事，以肩當梯，與汝踏上瓦，何如？」著靴者感謝。
乃蹲地上，聳其肩。著靴者將上，則又怒曰：
「汝太性急矣！汝帽宜惜，我衫亦宜惜。汝靴雖新，靴底泥
土不少，忍汙我肩上衫乎？」著靴者愧謝，脫靴交彼，以襪踏肩而上。其人持靴徑奔，取帽者高踞瓦上，勢
不能下。
市人以為兩人交好，故相戲也，無過問者。失靴人哀告街鄰尋覓得梯才下，持靴者不知何處去矣。
（選自
袁枚《子不語‧偷靴》）
【4】6.有關上文的說明，下列何者正確？
除市集之人之外，主要人物有兩位
採第一人稱主角觀點，以敘述和對話交代故事
偷靴歹徒的騙局之所以得逞，是因著靴者貪小便宜
等到歹徒「持靴徑奔」的時候，著靴者才發現上當
【3】7.上文省略主語的現象所在多有，下列句子與主語的配對，何者正確？
掀其帽擲瓦上，去 → 市人
方彷徨間 → 第一位歹徒
則又怒曰 → 第二位歹徒
乃蹲地上，聳其肩 → 著靴者
【4】8.有關上文人物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第一個歹徒，儼然一副熱情親切的「故人」模樣
第二個歹徒，貌似古道熱腸的「善心人士」模樣
穿著新靴的主角，自始至終是一個老實無辜的受害者
少數市人雖主動幫忙解圍，多數市人仍一副事不關己模樣
【1】9.依上文所述，兩名歹徒在人來人往的大街上公然丟帽、偷靴，為何無人出面干涉或制止？
市人以為兩名歹徒和著靴者都是好朋友，彼此相戲弄，無人過問
市人以為兩名歹徒和著靴者互有恩怨，丟帽、偷靴，是合理報復行動
兩名歹徒和著靴者之間的丟帽、偷靴，動作太快，市人無從判斷孰是孰非
市聲鼎沸，兩名歹徒和著靴者之間的丟帽、偷靴，市人以為他們都喝醉了
【3】10.依上文所述，作者透過著靴者的遭遇，意圖表達：
「財不露白」穿新靴時不要太過招搖
「惡有惡報」偷靴者難逃法律的制裁
「防人之心不可無」要培養合理的自我防衛意識
「面對陽光陰影永遠在背後」穿新靴時不要得意忘形

貳、電腦概論【四選一單選選擇題 15 題，每題 2 分，合計 30 分】
【3】11. Chrome、Edge、Firefox、iOS、Opera、Safari，上述軟體中，有幾種屬瀏覽器？
3種
4種
5種
6種
【3】12. CPU 可以下列何者表示執行速度？
 CPS
 LPM
 MHz
 DPI
【1】13. Basic、C、Java、C#、R、Fortran、Python，上述項目中，有幾種屬於高階程式語言？
7項
6項
5項
4項
【1】14.下列何種伺服器其功能為提供網域名稱的 IP 位址？
 DDNS Server
 IPS Server
 DMZ Server
 IDS Server
【2】15.八進位值(123.456)轉換成十六進位值後應為何？
 47.47
 53.97
 3D.A6
 4B.B9
【4】16. Bluetooth、NBIot、RFID、ZigBee，上述技術中，有幾種提供無線通訊相關功能？
1項
2項
3項
4項
【3】17.一份電子郵件要同時寄給許多不同人，且不要讓收件者知道有哪些其他人收到相同郵件，可以運用
下列何種功能？
加密
副本
密件副本
沒有電子郵件軟體具此功能
【請接續背面】

【2】18.下列何者不包含在 ETSI 定義的物聯網架構中？
應用層
硬體層
網路層
感知層
【2】19.目前行動條碼 QR Code 其編碼的維度為何？
一維
二維
三維
四維
【1】20. WWW 是採取何種架構？
 Client-Server
 File Sharing
 Master-Slave
 Peer-to-Peer
【2】21.下列何種駭客攻擊模式，有時只是讓系統癱瘓無法正常提供服務一段時間，當攻擊結束系統又恢復
正常，並未實質竊取資訊、竄改資料或破壞系統使其無法運作？
 APT
 DDoS
 N days attack
 Zero day attack
【2】22.下列何種伺服器負責分配動態 IP 位址及相關網路設定給用戶端？
 DNS Server
 DHCP Server
 FTP Server
 Web Server
【1】23.下列何種協定與我們在進行電子郵件的收信或發信時關聯性最低？
 PPP
 IMAP
 POP3
 SMTP
【3】24.下列何種技術可以提供網路上兩節點在已存在多節點共用的實體網路上，建立兩節點間安全連線通
道，使得在同樣實體網路上的其他節點無法了解該兩節點通訊內容，宛如建立兩節點私有專線相連？
 SNMP
 NAT
 VPN
 PGP
【2】25.下列網路拓樸中，何者連通的穩定性最高（指部分連線斷線時還能維持局部的連通率）？
 Bus
 Mesh
 Star
 Tree

參、自來水法(含施行細則)及臺北自來水事業處營業章程【四選一單選選擇題，共 25 題，每題 2 分，
合計 50 分】
【1】26.有關自來水事業之經營方式，下列何者正確？
以公營為原則，並得准許民營
以公營為原則，不得准許民營
以民營為原則，並得准許公營
以公辦民營為原則
【2】27.公營之自來水事業為法人，其組織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並應以何種方式經營？
機關方式
企業方式
公益方式
合夥方式
【1】28.自來水事業對於水質之控制，各種自來水設備之操作，及供水之水量、水壓等，均應多久記錄一次，
以備查考？
逐日記錄
逐週記錄
逐月記錄
逐季記錄
【1】29.自來水事業依法律之規定，於私有土地內埋設水管或其他設備，必要時得請求下列何機關協助？
當地警察機關
當地主管機關
當地司法機關
當地建設機關
【2】30.中央或直轄市主管機關駁回自來水事業專營權之申請時，應同時通知水利主管機關為下列何種措施？
終止其水權
撤銷其水權
解除其水權
廢止其水權
【3】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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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稅捐，不包括下
列何者？
土地增值稅
贈與稅
所得稅
遺產稅
【3】32.自來水事業對其水源之保護，除依水利法之規定向水利主管機關申請辦理外，得視事實需要，申請
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劃定公布為何？
水區
水利區
水質水量保護區
水源生態保護區
【1】33.下列何者非屬自來水設備？
洩水設備
取水設備
送水設備
淨水設備
【2】34.民營自來水事業收歸公營時，其收購價格如雙方不能獲得協議，由政府及民營自來水事業聘任共多
少位專家，組織評價委員會？
3位
5位
7位
9位
【2】35.依自來水法規定，自來水事業對消防用水，不得收取水費。下列何者非屬消防用水之範疇？
火警時消防用水
公私有建築之消防蓄水池用水
消防機關之消防蓄水池用水
平時消防演習、試車及檢查救火栓之用水
【3】36.自來水事業於開始營業後，非經中央或直轄市主管機關核准不得歇業；其經核准歇業者，應於核准
後多少日內，將其自來水事業營業執照呈繳中央或直轄市主管機關註銷？
7日
 15 日
 30 日
 45 日
【4】37.自來水管承裝技術員工受停止工作處分二次以上者，主管機關應廢止其工作證，並於多久期間內不
得受自來水管承裝商僱用？
四年
三年
二年
一年

【4】38.依自來水法規定，水源保育與回饋費得支用於徵收水源保育與回饋費之相關費用事項，委任、委託
或委辦地方政府代徵收時，其代徵收手續費之比率不得高於所收得水源保育與回饋費之一定比例。假設當
年度所收得之水源保育與回饋費為 2 億元，則其代徵收手續費最多不得高於多少？
 300 萬元
 500 萬元
 700 萬元
 1,000 萬元
【2】39.於水質水量保護區內取用地面水或地下水者，除該區內非營利之家用及公共給水外，應向中央主管
機關繳交水源保育與回饋費。請問其為工業用水或公共給水之公用事業，得報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後，於
其公用事業費用外附徵多少額度之費額？
百分之三以上百分之九以下
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五以下
百分之七以上百分之二十一以下
百分之九以上百分之二十七以下
【3】40.依據自來水法規定，自來水事業於其供水區內因自來水工程上之必要，得在公、私有土地下埋設水
管或其他設備。其使用公、私有土地，應擇其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如有損害，應按損害之程度予
以補償。上述之處所、方法選擇及補償如有爭議時，下列選項中，何者得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核定之？ A.自來水事業 B.土地所有權人 C.地上權人 D.抵押權人 E.使用人 F.地役權人
僅 ABC
僅 ABD
僅 ABE
僅 BCD
【2】41.依本處營業章程規定，小明申請變更用水人名義時，應先經前用戶（小杰）簽章同意，並繳清用水
期間應繳各項費用，小明如無法取得小杰簽章時，得單獨申請變更用水人名義，並應繳清小杰之欠費，但
小杰於幾個月內提異議時，本處得取消小明之申請變更？
三個月
六個月
八個月
九個月
【3】42.依本處營業章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用戶用水設備分外線及內線二部分
外線指配水管至水表間之設備，由用戶向所在地本處所屬營業處所申請並繳付應繳各項費用後，由本處
裝設
內線指水表後至水栓間之設備，由本處委託合格自來水管承裝商裝設
外線如以加大口徑辦理，並由本處負擔加大部分之差額者，用戶不得反對本處駁接他人使用
【1】43.小菜一家四口於上個月共使用 45 立方公尺之自來水，若以度計算，下列何者正確？
 45 度
 450 度
 4.5 度
 90 度
【3】44.依本處營業章程規定，用戶私自變更用水用途，如其費率高於原來者，本處除通知其補辦手續外，
並得視情節追收水費差額，但最高以幾個月為限？
三個月
五個月
六個月
九個月
【1】45.依本處營業章程規定，用戶用水係通過總水表者，總水表示度超過各用戶水表示度之和時，在用戶
間無約定下，差額水量應由下列何者分擔？
各戶平均分擔
由本處分擔
由用水量最多者分擔
由用水量最少者分擔
【2】46.依本處營業章程規定，用戶應繳水費，經本處通知後，應於通知之收費日起幾日內之繳費期限繳付？
十日
二十一日
二十七日
三十日
【4】47.依本處營業章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用戶應繳水費，用戶可自行至本處所屬營業處所或其他代收水費單位繳付
逾繳費期限七日內繳費者，免計遲延違約金
自逾繳費期限第八日起至第十四日繳費者，按應繳水費百分之一加收違約金
逾繳費期限第十五日起繳費者，按應繳水費百分之三加收違約金
【3】48.依本處營業章程規定，用戶有下列情形，本處不得停止供水？
有竊水行為，證據確實者
無正當理由拒絕本處檢查其用水設備或用水情形者
欠繳應付各項費用逾期一個月，經限期催繳仍不繳付者
拒絕裝設或換裝水表者
【4】49.依本處營業章程規定，下列何種情形，非屬竊水行為？
未經本處許可，在本處供水管線上取水者
繞越所裝水表私接水管者
毀損或改變水表之構造或用其他方式致水表失效或不準確者
消防隊員擅自開啟公用救火栓取用自來水來救火者
【4】50.依本處營業章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本處每月或隔月抄表收費一次，必要時得調整之，但應事前以書面通知用戶
因用戶之事由，致不能抄表時，該期用水量暫照上期用水度數計算，於下期抄表時結算之
如連續二次無法抄表，本處得以書面或電話通知約期候抄，仍無法抄表時，得按水表口徑流量推計，並
於抄見時結算
水表發生故障或其他原因，致不能正確表示實用度數時，該用戶用水有季節變化者，本處得按用戶前三
期正常用水平均度數或新表實用度數推計水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