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及所屬工程總隊 104 年新進職員甄試試題 

甄試類科：土木工程【H4001】、化學工程【H4002】、企業管理【H4003】、資訊處理【H4004】 

共同科目：國文、英文、自來水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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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試卷為一張雙面，測驗題型分為【國文：公文寫作 1 題，占 40 分】與【英文：15 題，每題 2
分，合計 30 分】及【自來水法規：15 題，每題 2 分，合計 30 分】，總計 100 分。 

選擇題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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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選擇題限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於答案卷上採橫式作答，並請從答案卷內第一頁開始書寫，
違反者該科酌予扣分，不必抄題但須標示題號。 
應考人僅得使用符合考選部「國家考試電子計算器規格標準」第一類(具備+、－、×、÷、%、√、

MR、MC、M+、M-運算功能)之機型，自備電子計算器應試；若應考人於測驗時於桌面或使用不
符規定之電子計算器，經勸阻無效，仍執意使用者，該科扣 10 分；電子計算器並由監試人員保
管至該節測驗結束後歸還。 

答案卡（卷）務必繳回，未繳回者該科以零分計算。 

◎於答案卡（卷）上作答時，不得書寫與題意無關之姓名、編號或其他不應有的文字、標記、

符號等，違反者該科成績以零分計。 

【國文：公文寫作】占 40 分 

臺北的自來水取自水質純淨的新店溪水源，在良好的水源保育、妥善的淨水處理、健全的供水系統及

嚴密的24小時水質監控系統等綜合條件下，供水水質已達世界一流水準。 

自來水直接飲用是文明城市的重要指標，臺北自來水事業處自88年起即推動自來水直接飲用，目前臺

北地區捷運車站、學校、公園、機關、觀光飯店及圖書館等公共場所，共有190處，設置飲水台628台，提

供自來水直接飲用服務。 

為消除民眾疑慮，對於已設置的直飲台上皆貼製「臺北好水」標章之QR code，便利市民可利用手機查

詢水質檢驗最新狀況，藉由資訊公開透明化，讓民眾可安心、放心直接飲用自來水。 

請參考以上資料，試代業務承辦人（聯絡人）李北水撰擬臺北自來水事業處致所屬各營業分處函：為

推動「文明城市，自來水直飲」，請廣為宣導，讓市民儘速瞭解自來水直飲的好處，充分利用已設置飲水台，

有效減少使用市售瓶裝水，達成直飲推廣及環保節能的雙重目標。 

 

【英文】四選一單選選擇題，每題 2 分，合計 30 分 

一、字彙【請依照句子前後文意，選出最適當的答案】 

【2】1. The area received no rain during the _______. 

 pollutant  drought  facility  reign 

【1】2. Special exercises can be used to _______ weak muscles.  

 strengthen  pervade  disrupt  correlate 

【4】3. Sales of the popular book began to _______ after the author admitted that most of her information was 

fictional. 

 teem  accumulate  dabble  diminish 

【3】4. The teacher _______ her young students in class by using songs, chants, and funny stories. 

 surveyed  honed  engaged  accumulate 

【2】5. Investing in the successful fast food chain became a(n) _______ decision for the wealthy businessman. 

 extensive  profitable  preferred  sophisticated 

【3】6. The damages to the bank’s security system resulted in the _______ of the banking service. 

 cue  resurgence  termination  acquaintance 

【2】7. Albert Einstein was one of the most _______ scientists of the 20
th

 century. 

 sustainable  renowned exclusive  minute 

【1】8. They had to _______ many problems before they got their new business off the ground.  

 overcome  reject  reflect  reform 

【3】9. He felt very strongly about the new tax, so he decided to _______ in front of the government building.  

 possess  protect  protest  prestige 
 

 

二、文法測驗【請選出最適當的答案】 

【1】10. As far as I am concerned, the violist _______ more beautifully in last night’s concert than I have ever heard 

him play.  

 played  had played   playing  has played 

【4】11. They want to lead a normal life, _______ that they yearn for calm and order.  

 means   and means   which meaning  meaning  

【1】12. The advertisement did not promote the product; _______ , it damaged the manufacturer’s reputation.  

 on the contrary   therefore  

 for instance   by comparison 

【4】13. When the experiment failed, Dr. Smith realized that he _______ the chemicals incorrectly. 

 mixes   has mixed   

 was mixed   had mixed 

【4】14. Maxine explained the case to the judge _______ an experienced lawyer.  

 eloquent like   so eloquently like   

 as eloquent as    as eloquently as 

【3】15. Most doctors agree that exercise is beneficial; _______ , there are doctors who think that excessive exercise 

may do some harm.   

 therefore   otherwise  

 however   for example 

 
【請接續背面】 



【自來水法規】四選一單選選擇題，每題 2 分，合計 30 分 

【2】16.下列有關法律行為之敘述，何者錯誤？ 

法律行為經撤銷者，視為自始無效  

經承認之法律行為，如無特別訂定，其效力不溯及為法律行為時 

無權利人就權利標的物所為之處分，經有權利人之承認始生效力 

無權利人就權利標的物為處分後，取得其權利者，其處分自始有效 

【4】17.以在他人土地之上下有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為目的而使用其土地之權，稱為： 

區分地上權 不動產役權 農育權 普通地上權 

【1】18.承攬之工作為建築物或其他土地上之工作物，或為此等工作物之重大修繕者，承攬人得就承攬關係

報酬額，對於其工作所附之定作人之不動產，請求定作人為抵押權之登記，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抵押登記權，縱承攬契約經公證，承攬人亦不得單獨申請之 

是項請求，承攬人於開始工作前亦得為之 

對於將來完成之定作人之不動產，得請求預為抵押權之登記 

就修繕報酬所登記之抵押權，於工作物因修繕所增加之價值限度內，優先於成立在先之抵押權 

【2】19.技師、承攬人之報酬及其墊款之請求權，因多久不行使而消滅？ 

一年 二年 五年 十五年 

【1】20.通訊交易或訪問交易之消費者，得於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後幾日內，退回商品或書面通知方式解除

契約？ 

七日 十五日 三十日 六十日 

【3】21.有關未經消費者要約而對之郵寄或投遞之商品，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消費者不負保管義務 

經消費者定相當期限通知取回而逾期未取回或無法通知者，視為拋棄其寄投之商品 

消費者收到寄送物品，如逾一個月未經通知物品寄送人表示拒絕者，視同接受 

消費者得請求償還因寄送物所受之損害，及處理寄送物所支出之必要費用 

【1】22.有關定型化契約，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定型化契約中之定型化契約條款牴觸個別磋商條款之約定者，無效 

條款與其所排除不予適用之任意規定之立法意旨顯相矛盾者，推定其顯失公平 

企業經營者以定型化契約條款使消費者拋棄合理審閱期間之權利者，無效 

定型化契約中之條款違反誠信原則，對消費者顯失公平者，無效 

【1】23.依自來水法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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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稅負，其減免之稅捐不包括下列何者？ 

綜合所得稅 遺產稅 贈與稅 土地增值稅 

 

【2】24.依自來水法之規定，自來水事業專營權之有效期間為幾年？ 

二十年  三十年  

五十年  無限制 

【4】25.依自來水法之規定，自來水管承裝商有出售或轉借營業許可證書或頂替使用之情事，直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應給予何種處分？ 

三個月以上二年以下停業處分  

六個月以上二年以下停業處分 

一年以上二年以下停業處分  

廢止其營業許可 

【3】26.依自來水法施行細則之規定，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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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何者非屬之？ 

每日出水量五千立方公尺以上之鑿井工程 

取水、貯水、導水達每日一百萬立方公尺以上之自來水水利工程 

每日處理水量五千立方公尺以上之淨水處理設備相關工程 

每日處理廢水量五百立方公尺以上之相關廢水處理工程 

【4】27.有關逾期繳費，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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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應繳水費百分之二加收違約金 

但違約金未滿新台幣十元者，以新台幣十元計 

【3】28.用戶申請變更用水人名義（過戶）時，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應先經前用戶簽章同意，並繳清用水期間應繳各項費用 

用戶如無法取得前用戶簽章時，得單獨申請變更用水人名義（過戶），並應繳清前用戶之欠費 

前用戶於六個月內提出異議時，本處得取消後用戶之變更，變更後取消前已發生之欠費，前用戶應予清繳 

用戶不願申請變更用水人名義（過戶）時，得依新設方式辦理 

【1】29.臺北自來水事業處消費性用水服務契約之審閱期間為幾日？ 

三日  七日  

十四日  三十日 

【3】30.有關臺北自來水事業處消費性用水服務契約，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本契約涉訟時，雙方合意以用水所在地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不得排除消費者保護法第四十七條有關消費訴訟管轄法院之適用 

得排除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三十六條之九有關小額訴訟管轄法院之適用 

甲方不滿意乙方提供之服務，得依法申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