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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自來水事業處及所屬工程總隊 106年新進職員(工)甄試試題 

專業科目：共同科目(英文、自來水法規) 測驗時間：08:10-09:10 

招募類科：一級工程員 

※注意：本卷試題每題為四個選項，全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依題號清楚 

劃記，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全份共計 30 題，每題 2 分，須用 2B 鉛筆在答案卡上依題號清

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測驗僅得使用簡易型電子計算器(招生簡章公告

可使用之計算機)，但不得發出聲響，亦不得使用智慧型手機之計算機功能，其它詳如試場規則。 

 

1. B Inside this easy-to-use and ________ booklet you will find an outline of exciting events taking place 

around the city this summer. (A)commented (B)informative (C)perceived (D)presumptive 

2. A Some skin cancers are caused by a ________ in the body's mechanisms that help repair DNA damage. 

(A)breakdown (B)delivery (C)runaway (D)takeaway 

3. D The question is ________ can be put into practice. (A)how you have learned (B)how that you have 

learned (C)that why you have learned (D)how what you have learned 

4. D The recent explosive growth in e-business has helped a ________ of online companies to become 

successful. (A)type (B)crowd (C)supply (D)variety 

5. D The course normally attracts 20 students per year, ________ up to half will be from overseas. (A)in 

which (B)for whom (C)with which (D)of whom 

6. A Mr. Wortley has an ________ on the board who will assist us in the acquisition of the bond. 

(A)acquaintance (B)encounter (C)inclination (D)outlook 

7. C If you are stranded in the middle of the desert with nothing to drink, you are probably dreaming of a 

nice big glass of ice water to ________ your thirst. (A)arouse (B)conquer (C)quench (D)yearn 

8. D The reason why I plan to go is ________ if I don't. (A)because she will disappoint (B)because she is 

disappointed (C)for she will be disappointed (D)that she will be disappointed 

9. D When comparing costs remember to include ________ shipping rates and sales tax in the final price. 

(A)apply (B)applies (C)applying (D)applicable 

10. B We have found a useful compound ________ we can separate some important elements. (A)in which 

(B)from which (C)with which (D)of which 

11. C The personnel supervisor will have direct ________ in hiring, promotion, and transferring of all 

employees. (A)correspondence (B)frequency (C)involvement (D)possession 

12. B It is reported that only a small ________ of companies from any industry achieve the 100 year 

milestone. (A)fracture (B)fraction (C)fragment (D)fragrance 

13. B He was the first ________ and the last ________. (A)arriving; leaving (B)to arrive; to leave (C)arrive; 

leave (D)for arriving; for leaving 

14. A Workers fear that the expenses ________ in controlling pollution will cost them their jobs. 

(A)incurred (B)indulged (C)inaugurated (D)infringed 

15. D Many countries face some serious problems of land use, ________ result from population growth 

and the demands of modern technological living. (A)most which (B)which most (C)of most which 

(D)most of which 

16. B 三十歲之甲於 95 年 6 月 5 日搭郵輪出遊，當日在船邊拍照時，不慎落海失蹤，其配偶於 105

年 6 月 5 日為死亡宣告之聲請，若法院於 106 年 6 月 15 日宣告其死亡，則應推定甲何時死亡？ 

(A)95年 6月 5日 (B)102 年 6月 5日 (C)105年 6月 5日 (D)106年 6月 15日 

17. D 尚未採收之高麗菜是屬於: (A)獨立之動產 (B)獨立之不動產 (C)動產之部分 (D)不動產之部

分 

18. A 大明與小花約定，若小花考上高考，大明要贈送小花名貴手錶一只，則此項贈與契約所附約

款之性質為何？ (A)附有停止條件 (B)附有解除條件 (C)附有始期 (D)附有終期 

19. D 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訂立定型化契約前，應有幾日以內之合理期間，供消費者審閱全部條款

內容？ (A)五日 (B)十日 (C)二十日 (D)三十日 

20. D 企業經營者於消費者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時，未依消費者保護法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

提供消費者解除契約相關資訊者，第一項七日期間自提供之次日起算。但自第一項七日期間起算，

已逾幾個月者，解除權消滅？ (A)一個月 (B)二個月 (C)三個月 (D)四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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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B 企業經營者對消費者保證商品或服務之品質時，應主動出具書面保證書，保證書應載明事項，

不包含下列何者？ (A)保證之內容 (B)負責人姓名 (C)交易日期 (D)製造商之名稱、地址 

22. D 依自來水法規定，下列何者屬於直轄市主管機關辦理事項？ (A)有關自來水事業發展、監督

法令之訂定事項 (B)有關直轄市及縣 (市) 自來水事業之監督事項 (C)有關供水區域之劃定事項 

(D)有關供水區域之核定事項 

23. C 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A)興辦自來水事業者，應依水利法之規定，向水利主管機關申請水權登

記，暨與水權、水源有關之水利建造物之建造、改造或拆除之核准 (B)直轄市主管機關為自來水

事業專營權之核准，應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備 (C)中央及直轄市主管機關為建設管理及監督自來

水事業，應專設機構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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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主管機關撤銷其水權 

24. D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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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及消防用水外，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繳交水源保育與回饋費 (B)在劃定之供水區域內，中央主管

機關得輔導二個以上自來水事業協議合併經營；如不能獲得協議時，由法院裁定 (C)自來水法所

稱自用自來水設備，係指專供自用之自來水設備，其出水量每日在五百立方公尺以上者 (D)中央

主管機關得視自來水之水源分佈、工程建設及社會經濟情形，劃定區域，實施區域供水 

25. C 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A)自來水事業對各項設備應定期檢驗並記錄檢驗結果。其檢驗辦法，分

別由中央及直轄市主管機關訂定之 (B)自來水用戶用水設備，應依用水設備標準裝設，並經自來

水事業或由自來水事業委由相關專業團體代為施檢合格後，始得供水 (C)自來水事業應配合公共

消防設置救火栓，設置救火栓所增加之各種費用，由消防主管機關酌予補助 (D)自來水事業因工

程上之必要，得洽商有關主管機關使用河川、溝渠、橋樑、涵洞、堤防、道路等，但以不妨礙其

原有效用為限 

26. D 下列何者非屬自來水法第七十五條所稱主要事項？ (A)所有人及管理人 (B)水權取得 (C)必

要設備 (D)設置目的 

27. A 下列何者非屬自來水法第五十六條第一項所稱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規模以上之自來水事業工程？ 

(A)取水、貯水、導水達每日一萬立方公尺以上之自來水水利工程 (B)每日處理水量一萬立方公

尺以上之淨水處理設備相關工程 (C)每日處理廢水量五百立方公尺以上之廢水處理構造物之結

構工程 (D)每日處理廢水量五百立方公尺以上之相關廢水處理工程 

28. C 依臺北自來水事業處營業章程規定，用戶私自變更用水用途，如其費率高於原來者，臺北自

來水事業處除通知其補辦手續外，並得視情節追收水費差額，但最高以多久為限？ (A)一個月 (B)

三個月 (C)六個月 (D)一年 

29. B 依臺北自來水事業處營業章程規定，水表發生故障或其他原因，致不能正確表示實用度數時，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得按用戶前幾期正常用水平均度數推計水費？ (A)一期 (B)二期 (C)三期 (D)

四期 

30. C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消費性用水服務契約審閱期間幾日？ (A)一日 (B)二日 (C)三日 (D)四日 

 

本試卷試題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