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請接背面 

台灣自來水公司 97 年度評價職位人員甄試試題 
類別：技術士操作類、化驗類、裝修類、工程類、營運士業務類、抄表工作、行政類 
共同科目：一般法律常識、公民、電子計算機概論及國文閱讀測驗等 

考試時間：50 分鐘                                   座號：               

※ 注意：（一）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   

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二）本科目共 50 題，每題 2 分，限用 2B 鉛筆於答案卡上作答。 

        （三）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1 檢察官在刑事訴訟法上，通常立於何種地位？ 

（A）原告地位  （B）被告地位  （C）法官地位  （D）調解人地位 

2 修正法律之程序為： 

（A）依法律修正之內容與條文決定之  （B）經立法院委員會通過即可 

（C）經立法院二讀程序即可          （D）與制定法律之程序相同 

3 甲、乙以共同竊盜的意思，由甲行竊，乙則擔任把風，請問甲、乙犯何罪？ 

（A） 甲犯竊盜罪，乙不犯罪       （B）甲乙共犯竊盜罪 

（C）甲犯竊盜罪，乙犯贓物罪     （D）甲犯竊盜罪，乙犯妨害自由罪 

4 經濟行為上的壟斷現象，為維護正常交易秩序，應適用何種法律予以規

範？ 

（A）公平交易法（B）智慧財產權法（C）民法（D）消費者保護法 

5 民事，法律所未規定者，依習慣，無習慣者，法官應如何處理？  

（A）自由裁量  （B）依法理    （C）拒絕審判  （D）以上皆非 

6 若不依法繳納稅金時，稅捐機關可作下列那一種處分？  

（A）科以罰鍰  （B）科處罰金  （C）科以拘役  （D）宣告徒刑 

7 犯罪之被害人委任律師直接向法院提起訴訟，追究被告刑責之程序，稱之

為：（A）告訴      （B）告發      （C）自訴     （D）公訴 

8 公務員如果挪用公款，事後再將錢歸還，觸犯了那一種法律？ 

（A）民法      （B）行政法    （C）刑法     （D）没有觸犯法律 

9 依民法規定損害賠償之方法，下列敘述何者為正確？  

（A） 僅負回復原狀               （B）僅以金錢賠償損害 

（C）以回復原狀為原則，金錢賠償為例外 

（D）金錢賠償為原則，回復原狀為例外 

10 若國中生有出入不正當場所或深夜在外遊蕩，經警方移送少年法庭處理，

法官將作何種處分？  

（A）羈押、褫奪公權          （B）拘役、公開審理 

（C）訓誡、保護管束          （D）罰金、褫奪公權 

11 下列何者屬於間接稅？ 

（A）貨物稅     （B）所得稅     （C）遺產稅      （D）贈與稅 

12 中華民族一向主張： 

（A）以力服人    （B）以德服人   （C）以和為貴    （D）以上皆非 

13 不同傳統的人群應互相尊重與欣賞，使世界顯示地球村的多樣性與 

（A）傳承性      （B）均衡性    （C）互補性      （D）不可分割性 

14 台灣地區實施「全民健保」是屬於推動下列何項社會福利措施？ 

（A）社會保險     （B）社會救助  （C）福利服務   （D）社會教育 

15 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若不能兼顧環境資源的保育，將犠牲後代子孫的生

存環境，此即是什麼觀念？ 

（A）開源節流    （B）比較利益  （C）供給需要   （D）機會成本 

16 在民主國家的市場經濟中，商品價格是由下列何者決定？ 

（A）生產者      （B）消費者     （C）市場      （D）政府 

17 我國文化精髓，也是道德的中心德目是： 

（A）四維        （B）八德      （C）三達德     （D）以上皆是 

18 在民主社會中，維護社會秩序最直接有效的力量是什麼？ 

（A）法律       （B）道德       （C）宗教     （D）習俗 

19 台灣生產活動的演變進程： 

（A）服務業→農業→工業        （B）農業→工業→服務業 

（C）農業→服務業→工業        （D）服務業→工業→農業 

20 中華文化以何者為基楚？ 

（A）守望相助    （B）守法重信   （C）親情至上  （D）倫理道德 

21 台灣是由多族群構成的社會，再加上何者的潛移默化及政治的客觀環境凝

結成「台灣意識」： 

（A）文化       （B）經濟       （C）教育       （D）社會 

22 政府近年來陸續將國營企業開放民間經營，這種決策的主要着眼點為： 

（A）實現社會公平              （B）增進社會福利 

（C）提高經營效率              （D）改善投資環境 

23 台灣經濟奇蹟是如何開創的？ 

（A）重工業作為火車頭          （B）十大建設奠定基礎 

（C）中小企業以外銷為主        （D）高科技的發展 

24 所謂「分工合作」的精義是指： 

（A）利己       （B）利他     （C）不利己也不利他 （D）利己也利他 

25 如台幣大幅貶值，則對台灣經濟最直接的影響是： 

（A）出口不利                   （B）進口不利 

（C）對進出口都不利             （D）對台灣產品的國際競爭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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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電子商務中的C2B，C指的是什麼？（A）Communication   （B）Consumer     （C）Check       

（D）Caculator 

27 在系統分析與設計中，規劃整個過程的工作項目內容，工作分配，以及各工作時程安排，

用圖表現出來，此圖通常稱之為（A）甘特圖 （B）組織圖 （C）長條圖 （D）圓形圖 

28 在排序的過程中會逐一掃描所有資料，發現資料次序不對則交換位置，所以每一次掃描

完畢後，至少會有一筆資料被置於正確的位置，請問這是何種排序法？ 

（A）快速排序（Quick Sort）       （B）氣泡排序（Bubble Sort）      

（C）合併排序（Merge Sort）       （D）插入排序（Insertion Sort） 

29 使用IE 6.0時，若要防止未成年孩子進入暴力或色情的網站，下列何種設定可以防範？

（A）「工具／網際網路選項／安全性」（B）「工具／網際網路選項／內容／內容警告器」

（C）「工具／網際網路選項／內容／憑證」（D）「工具／網際網路選項／一般／紀錄」  
30 下列何者對資料庫沒有寫入的動作？ 

（A）查詢             （B）新增         （C）刪除         （D）更改 

31 使用IE連上「台水網站」後，希望以後可以快速地再連到該站，最好的做法是？（A）

按「重新整理」工具鈕（B）按「上一頁」工具鈕（C）「加到我的最愛」（D）照相存證。 

32 在資訊安全研究領域中，下列那一種技術不是應用在維護資料安全？（A）數位簽名 （B）

資料加密  （C）工商憑證  （D）JPEG 

33 在接收電子郵件時，若郵件上出現「迴紋針」符號，表示此封郵件 

（A）含有「附加檔案」 （B）為「已刪除」 （Ｃ）為「急件」 （D）帶有病毒的郵件 

34 使用Microsoft Excel時，若A1儲存格輸入=AVERAGE（C5:F5,E3:E6），則A1是幾個儲

存格的平均值？（A）9      （B）6          （C）7             （D）8 

35 在MSN Messenger中如想變更自己的顯示名稱，應在何處設定？ 

（A）「檔案／我的狀態」               （B）「執行／啟動Net Meeting」 

（C）「工具／選項／喜好設定」        （D）「工具／選項／個人」。 

36 在Microsoft Word中，下列那一種檢視模式，與實際列印後的結果會最接近？ 

（A）整頁模式       （B）標準模式      （C）大綱模式      （D）文件引導模式 

37 若要把一個Class C 的IP網路分割成4個子網路(subnet)，請問子網路遮罩netmask

應設定為下列何者？ 

（A）255.255.255.0（B）255.255.255.4（C）255.255.255.16（D）255.255.255.192 

38 如果你申請了8M/1M的ADSL寬頻服務，那麼下載2MB的檔案理論上需時幾秒？ 

（A）0.25秒   （B）16秒     （C）2秒       （D）25秒 

39 Windows XP中，若要查看網路上有那些電腦提供共用的資源，可使用那一個指令 

（A）net group       （B）net use     （C）net start     （D）net view 

40 下列資料第一碼為同位元檢查碼（Parity Check），若使用偶同位檢查（Even Parity 

Check）編碼，下列何者必定有錯誤發生？ 

（A）01001000         （B）10101101   （C）00110011      （D）11000110 

41 使用IE 6.0時，將「我的最愛」匯出後，所產生的檔案格式為下列何項？（A）純文字

檔(*.txt) （B）HTML檔(*.htm)（C）圖形檔（*.jpg）（D）ASP檔(*.asp) 。 

42 使用MP3音樂檔時，要特別注意下列那一個問題？（A）用學校的網路下載 （B）複製

傳送給大家分享  （C）用電子郵件寄送給朋友欣賞 （D）要取得合法的使用權 

43 所謂「64位元個人電腦」之64位元是指CPU的（A）控制匯流排（B）位址匯流排（C）

資料匯流排（D）輸入／輸出匯流排   為64位元。 

44 在Microsoft Excel中，若C1儲存格輸入1.5後按下工具列的％鈕後，則C1的內容會

變成？（A）150％       （B）1.5％         （C）15％         （D）1500％ 

45 「MIPS」為下列何者之衡量單位？（A）印表機之印字速度     （B）CPU之處理速度 

（C）螢幕之解析度         （D）磁碟機之讀取速度。 

逍遙的莊子 

二千三百餘年前，在中國蒙縣，產生一位曠世的天才。他想像豐富，上窮碧落下黃泉，

無所不至；口才犀利冷嘲熱諷，罵盡天下英雄，卻沒有一個人對他不心服口服；他思想尖銳，

能言人之所欲言，也能言人之所不能言。他就是莊子。他就是道家的第二座高峰。他就是金

聖歎所批六才子書的第一本<<南華經>>的作者。 

他曾遭遇到妻子的死，他朋友□□來弔喪，看到他非但不悲哀，反而敲著瓦盆唱歌。□

□奇怪的問：『她與你相伴一生，她死了，你不哭一聲，倒也罷了；反而唱歌，這未免太過份

了！』莊子回答：『她本來是無生無形，突然有了這個形，又有了生命，現在她又死去，這不

正像春夏秋冬，隨時在變化嗎？』 

莊子臨終時，弟子商量如何好好安葬老師。莊子說：『把天地當棺槨，日月當連璧，星辰

當珠璣，一切葬具都齊全了，有什麼好商量的。』 

46 下列何者不恰當？ 

（A）曠世的天才， 「曠世」意指空前絕後   （B）道家的第一座高峰是指老子 

（C）<<南華經>>即是<<莊子>>                （D）莊子的文字，具有很強的想像力 

47 本文中，你認為□□內的人名應該填入： 

（A）惠施        （B）孫子        （C）楊朱       （D）楚王 

48 莊子面對妻子死亡的反應，即是那一成語的典故？ 

（A）舉案齊眉   （B）西河之痛    （C）鼓盆之戚  （D）擊甕叩缶 

49 莊子臨終前與弟子的對話，可以說是： 

（A）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B）置之死地而後生 

（C）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               （D）看透生死，回歸塵土 

50 下列何者不適合說成「看透生死，視死如歸」？ 

（A）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B）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C）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   （D）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死生於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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