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自來水公司 102 年評價職位人員甄試試題
甄試類別：技術士操作類【E2601-E2607】 技術士化驗類【E2608-E2610】
技術士裝修類【E2611-E2617】 技術士工程類【E2618-E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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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士業務類-資訊人員【E2715】 營運士行政類【E2630-E2635】
營運士行政類-護理人員【E2636】
共同科目：包括一般法律常識、公民、電子計算機概論及國文閱讀測驗等
※ 入場通知書編號：_____________
注意：•作答前須檢查答案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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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試卷一張雙面共 50 題，每題 2 分，限用 2B 鉛筆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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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測驗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若經勸阻無效，仍執意使用者，該科扣 10 分，並由監試人員代為
保管至該節測驗結束後歸還。
„答案卡務必繳回，違反者該科成績以零分計算。
…請勿於答案卡書寫應考人姓名、入場通知書號碼或與答案無關之任何文字或符號。
【3】1.依照中華民國現行民法之規定，滿幾歲為成年？
•十七歲
‚十八歲
ƒ二十歲

„二十五歲

【1】2.郵購或訪問買賣之消費者，對所收受之商品不願買受時，得於收受商品後幾日內，退回商品或以書
面通知企業經營者解除買賣契約，無須說明理由及負擔任何費用或價款？
•七日
‚十日
ƒ二十日
„三十日
【3】3.依照民法規定，約定利率之上限為多少？債權人對於超過部分之利息，無請求權。
•週年百分之十
‚週年百分之十五
ƒ週年百分之二十
„週年百分之三十
【1】4.某甲於乙超市購物期間，遺失智慧型手機一只，拾得人為乙超市聘僱之清潔人員，其對於該遺失物
之拾獲，得否請求報酬？
•不可以
‚可以請求手機價值的五分之一
ƒ可以請求手機價值的十分之一
„可以請求手機價值的十分之三
【3】5.有關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股東常會，每年至少召集一次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三十日前通知各股東
ƒ公司召開股東會時，不得採行以電子方式行使其表決權
„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
【3】6.發票人簽發一定之金額，委託金融業者於見票時，無條件支付與受款人或執票人之票據為：
•匯票
‚本票
ƒ支票
„指示票券
【3】7.現齡 10 歲的 A 簽發本票一紙給 B，B 以背書轉讓於 C，C 又背書轉讓給 D，則該票據上之責任應由
下列何人負責？
• AB
‚ AC
ƒ BC
„ ABC
【2】8.法院拍賣 A 地，由甲拍定，請問依強制執行法之規定，甲自何時起取得 A 地之所有權？
•向地政機關登記完成時
‚取得 A 地之權利移轉證書時
ƒ繳納價金完畢時
„拍定時
【3】9.下列何者非不動產之查封方法？
•揭示
‚封閉

【1】12.所謂人己關係是指自己和他人由近到遠的關係，因此每個人從小到大都會有參與各種團體的機會，
溫蒂與彼得從幼稚園起一直到高中畢業都是鄰居兼好朋友，彼此還承諾要一起創業。請問他們的關係是
屬於下列何種團體？
•初級團體
‚次級團體
ƒ正式團體
„職業團體
【2】13.縣政府基於整體城市規劃的考量，決定在曉敏家附近興建一座小型垃圾焚化爐，在召開公聽會之際，
曉敏帶著同學與鄰居到現場抗議，要求取消此項建設。上述曉敏與鄰居的行為突顯了增進公共利益可能
會遭遇的何種難題？
•外部成本
‚鄰避效應
ƒ搭便車問題
„共有財悲歌
【2】14.志強從高中時期開始就對社會議題充滿熱情與關懷，大學畢業後決定與在軍中結識的同袍共同組織
一個保護老社區文化的團體。如果志強要圓夢，應該採取下列何種作法才正確？
•依集會遊行法向警察局申請
‚依人民團體法向社會局申請
ƒ依古蹟保存法向文化部申請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向內政部申請
【2】15.基於我國民法之私法自治而有契約自由的規定，但由於社會法概念的發展而出現了對契約自由的限
制，下列何者屬於該限制的範圍？
•允許未經授權之合理使用著作行為
‚強制定型化契約須有一定的審閱期
ƒ採用註冊保護主義以保護商品商標
„對感染狂犬病的患者採取隔離措施
【3】16.位在南半球的某一個國家剛舉辦完有史以來的第一次全國大選，每位公民可以投下自己神聖的一
票，直接選出國家的領導人，國會也無權提案要求他辭職下台。請問下列何者最可能是該國政府的運作
情形？
•行政與立法合一
‚法案公布須經副署
ƒ元首擁有覆議否決權
„國會可行使不信任投票
【2】17.面對日益龐大的官僚組織，世界各民主國家政府莫不進行政府改造的計畫，重新定位政府角色，朝
向「企業型政府」的目標前進。請問下列何者最符合前述改造內涵？
•將經營不善的民間企業收歸國營
‚制定地方制度法授與地方更多權限
ƒ政府大量徵收民地自行興建科學園區
„政府角色從「服務者」轉換為「領導者」
【4】18.歐歐國每 4 年的國會大選，每位公民有一票，投票時並不知道是投給何人，只知道他支持的團體得
票率愈高，將來組織國會時就能擁有愈多的政治實力。請問下列何項描述最符合該國選舉制度與政黨體
制的情形？
•多數投票制與兩黨制
‚絕對多數制與一黨制
ƒ比例代表制與一黨制
„比例代表制與多黨制
【4】19.在民主制度發展一段時期之後，代議士漸漸背離民意的真相，於是有了各種補救代議制度缺失的設
計出現。為落實主權在民，下列何者是最具有補救效果的方法？
•實施精英民主
‚發展多元民主
ƒ倡導審議民主
„舉行公民投票
【3】20.阿飛參加聚會時小酌一番，結束後自行騎車返家，路上遇到警察攔檢進行酒測，但警察未告知阿飛
酒測值結果即開出罰單，令阿飛心生不滿。關於該名員警的作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符合依法行政原則
‚屬於行政指導項目
ƒ違反正當法律程序
„違反信賴保護原則
【1】21.阿潘因在大賣場偷竊被店家移送法辦，基於被告的人權保障，在警察偵訊過程中，阿潘可以主張下
列何項權利？
•等到律師到場才開始偵訊
‚要求提供公設辯護人協助
ƒ只願意接受檢察官的偵查
„申請刑案被告冤獄賠償金

【2】10.發票地為台北市，以土地銀行嘉義分行為付款地之支票，其付款之提示期限為何？
•發票日後七日內
‚發票日後十五日內 ƒ發票日後一個月內 „任何時間皆可

【2】22.大雄與小雄兩兄弟自小就感情不融洽，在父母相繼過世後，竟然為了遺產而吵得面紅耳赤僵持不下，
請問下列何種管道最能有效解決他們二人的紛爭？
•召開宗親會議請親長主持和解
‚經由縣市調解委員會進行調解
ƒ由法院外公正第三人進行仲裁
„直接向地方法院提起刑事訴訟

【3】11.小玲現正處於渴望擁有親密夥伴的年齡，但因為未能如願，總是感到孤獨疏離。依照心理學家艾瑞
克森的社會心理發展理論的概念推論，小玲的發展正處於下列哪個階段？
•學齡期
‚青春期
ƒ青年期
„成年期

【2】23.炎炎夏日，各種防曬抗熱的商品紛紛出籠，此時家電市場各類商品的供給線與需求線會產生下列何種變化？
•電暖器的供給線和需求線皆向右移
‚冷氣機的供給線和需求線皆向右移
ƒ電火鍋的供給線向左移，需求線向右移
„刨冰機的供給線向右移，需求線向左移

ƒ斷水斷電

„追繳契據

【請接續背面】

【4】24.每當風調雨順農產品大豐收之際，農產品交易市場總是出現（甲）的情形，政府基於保護農民權益
進行收購後，農產品交易市場則變成（乙）的情形，關於前述兩種情形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甲）價格上漲，（乙）價格下跌
‚（甲）供過於求，（乙）供不應求
ƒ（甲）供不應求，（乙）供需平衡
„（甲）價格下跌，（乙）價格回穩

【3】39.下列何值與其它不同？
• (01101000)2
‚ (104)10

ƒ (130)8

„ (68)16

【3】40. 32 位元 CPU 的匯流排定址能力為：
• 16 GB
‚ 8 GB

ƒ 4 GB

„ 2 GB

【1】41.公司職員在職務上完成的電腦程式，如果沒有特別約定，則著作財產權歸誰所有？
•歸公司所有
‚歸職員所有
ƒ公司與職員共有
„不隸屬任何一方

【3】25.在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之下，國際貿易成為國際舞台的主角，方方國與圓圓國為長期合作的貿易夥伴，
下列關於兩國貿易關係的敘述何者正確？
•方方國在國際貿易上具有絕對利益
‚圓圓國在國際貿易上具有絕對利益
ƒ兩國在貿易後同一產品均衡價格趨於一致
„兩國在貿易後各種產品均衡數量趨於一致

【2】42.減少多媒體的資料傳輸時間，最好的解決方法為：
•資料分割
‚資料壓縮
ƒ資料處理

【4】26.目前大部分捷運悠遊卡是使用無線網路中哪一種傳輸技術？
• WiFi
‚ NFC
ƒ Bluetooth

【1】43.下列各記憶體空間，何者就足夠容納一張未壓縮之 1024x1024 的 256 色灰階影像檔案？
• 2MByte
‚ 768Kbyte
ƒ 512Kbyte
„ 256KByte

„ RFID

【2】27.無線通訊傳輸技術之傳輸距離最遠所及由短到長的關係，下列何者正確？
• Bluetooth < NFC < WiFi
‚ NFC < Bluetooth < WiFi
ƒ WiFi < Bluetooth < NFC
„ WiFi < NFC < Bluetooth
【4】28.電腦結構中不同記憶體之存取速度由慢至快的關係，下列何者正確？
• cache < RAM < register
‚ cache < register < RAM
ƒ RAM < register < cache
„ RAM < cache < register
【2】29.路由器(Router)負責決定一個路徑使資料透過相互連結的網路傳送到目的地，而決定的過程是在 OSI
架構中的哪一層運作？
•實體層(Physical Layer)
‚網路層(Network Layer)
ƒ應用層(Application Layer)
„傳輸層(Transport Layer)
【3】30.下列哪一項技術是利用硬碟空間來解決主記憶體空間不足之問題？
•快取記憶體
‚隨機存取記憶體
ƒ虛擬記憶體
„唯讀記憶體
【2】31.網域命名中，哪一種代表公司行號？
• org
‚ com

ƒ gov

„ edu

【3】32.網域名稱伺服器(DNS)的功能為何？
•將存取過的資料暫存在伺服器上
‚解讀網域名稱所在地區及網頁內容
ƒ將完整網域名稱對應出電腦可辨識的 IP 位址
„可以查詢網路主機是否處於開機正常運作狀態
【3】33.我們使用智慧型手機在許多公共場所可以透過 iTAIWAN 無線上網時，是與該公共場所所建置的何
種設備連線讓我們連上網際網路？
• IP(Internet Protocal)
‚ CP(Communication Prototal)
ƒ AP(Access Point)
„ XP(eXtreme Programming)
【4】34.下列哪一種軟體支援網際網路電話的技術？
• Telnet
‚ Ftp
ƒ Excel

„ Skype

【3】44.在製作網頁時，下列哪一種圖檔格式可支援動畫？
• BMP
‚ JPG
ƒ GIF
【4】45.下列何者不是防治電腦病毒之方法？
•定時更新病毒碼和掃描引擎
ƒ不下載來路不明的軟體

【1】46.上文中所引用的成語，下列選項的解釋何者錯誤？
•誨淫誨盜：以正途教育感化犯罪者
‚息息相關：比喻二者關係非常密切
ƒ著無庸議：沒有其他不同之意見
„與時俱變：和時代一起成長改變
【4】47.文中說「陶淵明、杜甫的詩才並不能見重於當時」，推測其原因可能是下列何者？
•當時傳播資訊不發達
‚二人經濟窮困無法編印詩集
ƒ兩人未經科舉考試，也沒有當官
„兩人的作品風格和當時審美觀不合

【4】36.阿吉在網路上利用 BitTorrent 協定技術下載網友分享的整套日劇，下列何者正確？
•只要不販賣就不違法
‚使用 BitTorrent 通常是分散傳遞，不是全部傳送，所以不違法
ƒ送朋友看屬贈送不違法
„利用 BitTorrent 下載網友分享未經權利人授權下載之日劇是違法的，不論傳輸的型態是一次完整的傳
送，或是化整為零多次傳送

【3】49.對於本文的分析，下列選項何者正確？
•文學上的「經典」是永恆不易的
‚元雜劇和明清小說是當時教化百姓的工具
ƒ賴和受到重視是因為他的小說反映了台灣歷史
„《詩經》詮釋的改變，是因為後代科學上的新發現

„ EBCDIC

„ TIF

【國文閱讀測驗】
但是經典豈真是一成不變、
「萬古流芳」的鐵板一塊？我們記得陶淵明、杜甫的詩才並不能見重於當時，
他們的聲名都來自身後多年— — 或多個世紀。元代的雜劇和明清的小說曾經被視為誨淫誨盜，成為經典只
是近代的事。晚明顧炎武、黃宗羲的政治論述到了晚清才真正受到重視；而像連橫、賴和的地位則與台灣
在地的歷史經驗息息相關。至於像《詩經》的詮釋從聖德教化到純任自然，更說明就算是著無庸議的經典，
他的意義也是與時俱變的。
談論、學習經典因此不止是人云亦云而已。我們反而應該強調經典之所以能夠可長可久，正因為其豐
富的文本及語境每每成為辯論、詮釋、批判的焦點，引起一代又一代的對話與反思。只有懷抱這樣對形式
與情境的自覺，我們才能體認所謂經典，包括了文學典律的轉換，文化場域的變遷，政治信念、道德信條、
審美技巧的取捨，還有更重要的，認識論上對知識和權力，真理和虛構的持續思考辯難。

【3】48.上文中提到的四位作家，其作品配對何者正確？
•顧炎武：本草綱目
‚黃宗羲：天工開物
ƒ連橫：臺灣通史
„賴和：臺北人

【2】38.下列哪一種編碼方式可以包含全世界各國的文字語言？
• ASCII
‚ Unicode
ƒ BIG-5

„資料轉換

‚不閱讀來路不明的電子郵件
„備份重要的檔案和資料

【4】35.「觸控螢幕」應被歸類成下列哪一類設備最為恰當？
•輸入設備
‚輸出設備
ƒ儲存設備
„輸入兼輸出設備

【1】37.在電腦外加硬體設備，若作業系統不支援此設備，則需安裝廠商提供什麼產品才能使設備正常運作？
•驅動程式
‚作業系統
ƒ韌體
„軟體

.

【2】50.下列選項中，本文對「經典」的說明何者正確？
•「經典」是聖人遺訓，觀念不容置疑
‚「經典」的意義在於能提供對話的平臺與反省的依據
ƒ「經典」能超越文學典律的轉換與文化場域的變遷，始終受人信仰
„「經典」解答了我們在認識論上，對知識和權力，真理和虛構的迷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