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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茲有一工廠廢(污)水處理產生之污泥，經脫水處理後之固形物，其貯存應符合下列哪一項法規之規

定？ 

�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  

�放流水標準 

�土壤處理標準   

�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辦法 

【3】2.從事以米麥等穀類、澱粉、糖蜜等原料經醱酵、蒸餾等全部或部分作業程序製造酒類、酒精或醋之

事業別，是為：A.化工業，B.食品製造業，C.醱酵業。 

�僅 A �僅 B �僅 C � ABC 

【2】3.請問放流水標準之定義，下列哪一項是正確的？A.指由主管機關對水體之品質，依其最佳用途而規

定之量度，B.指對放流水品質或其成分之規定限度，C.指進入承受水體前之廢(污)水。 

�僅 A �僅 B �僅 C � ABC 

【3】4.在空氣污染防制區內，有一酒廠在其空地燃燒廢棄物，致產生明顯之粒狀污染物，散布於空氣，其

可能受到行政處罰(新臺幣)為： 

�五千元至十萬元罰鍰  �二萬元至二十萬元罰鍰  

�十萬元至一百萬元罰鍰  �二十萬元至一百萬元罰鍰 

【3】5.依水污染防治法規定，食品製造業申報放流水水質，下列哪一水質項目是不必申報的？ 

�水溫 �生化需氧量 �真色色度 �懸浮固體 

【3】6.茲有一事業排放廢(污)水於地面水體，其應符合之規定包括：A.排放廢(污)水應符合放流水標準，

B.取得排放許可證(文件)始得排放廢(污)水。 

�僅 A �僅 B � AB均正確 � AB均錯誤 

【2】7.為避免妨害水體之用途，利用水體以承受或傳運放流水者，不得超過：A.放流水標準，B.水體之涵

容能力。 

�僅 A �僅 B � AB均正確 � AB均錯誤 

【4】8.茲有一酒廠其規模達環保署指定公告之事業，於設立或變更前，應先檢具下列何者，送環保主管機

關審查核准？ 

�排放許可證  �放流水水質水量之檢驗測定報告 

�用電紀錄  �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相關文件 

【2】9.事業排放廢(污)水於地面水體者，應向主管機關申請，經審查登記，發給下列何者後，始得排放廢(污)

水？ 

�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  �排放許可證或簡易排放許可文件 

�同意納入污水下水道系統證明文件 �稀釋許可 

【4】10.放流口告示牌應記載內容，包括下列何者？A.事業名稱，B.採樣口編號，C.最大日排放水量。 

�僅 A �僅 AB �僅 BC � ABC 

【3】11.茲有一工廠設置於第四類管制區，其產生之音量(20Hz 至 20kHz)，依噪音管制標準在夜間不得超

過多少分貝？ 

� 80 � 70 � 65 � 60 

【1】12.工廠作業環境內，使用或貯放有機溶劑致產生惡臭，係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哪一規定？A.禁止之空

氣污染行為，B.排放空氣污染物超過排放標準，C.總量管制區。 

�僅 A �僅 B �僅 C � ABC 

【1】13.有關廢(污)水放流口之規定，下列哪一項是錯誤的？  

�應設置獨立專用電表  �排放廢(污)水應以許可之放流口排放 

�應設置告示牌  �應設置累計型水量計測設施 

【4】14.廢(污)水產生之污泥未妥善處理，任意棄置，依水污染防治法規定，處：A.新臺幣三萬元至三十萬

元罰鍰，B.新臺幣六萬元至六十萬元罰鍰，C.情節重大者，得命其停工或停業。 

�僅 A �僅 B �僅 AC �僅 BC 

【1】15.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所產生之廢(污)水，應於作業環境內以溝渠、管線或容器收集，不得與下列

何者合流收集？ 

�雨水 �作業廢水 �洩放廢水 �未接觸冷卻水 

【1】16.茲有一事業排放廢(污)水於地面水體且屬應設置甲級廢(污)水處理專責人員，請問其放流水檢測頻

率為何？  

�每 3個月一次 �每 6個月一次 �每 9個月一次 �每一年一次 

【2】17.廢(污)水處理設施使用之藥品量，及污泥產生、貯存、清運量之紀錄、單據或發票影本，應保存多

久以備查閱？ 

�一年 �三年 �五年 �七年 

【4】18.事業應採行經主管機關核准之下列何項內容運作？ 

�放流水標準  �地面水體分類水質標準  

�土壤處理標準  �水污染防治措施 

【3】19.依水污染防治法通知限期補正、改善或申報者，其補正、改善或申報期間，不得超過幾日？ 

� 30日 � 60日 � 90日 � 120日 

【4】20.下列哪一項違規行為將受到刑事罰之處罰？ 

�排放水未符合放流水標準 

�未於規定期限向主管機關申報放流水水質檢測報告 

�無排放許可證且排放廢(污)水於地面水體 

�不遵行主管機關依水污染防治法所為停工或停業之命令者 



【3】21.某公司因污水下水道系統設備損漏，其損漏可能造成水體的污染，其應立即採取緊急措施，並於多

少小時內，通知當地的主管機關？  

�一小時 �二小時 �三小時 �四小時 

【3】22.水污染防制法中，排放許可證及簡易排放許可文件之有效期間為多少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3】23.某公司因不遵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本法所為停止開發行為之命令，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可用環境

影響評估法，將其負責人處幾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2】24.空氣污染防制法中，公私場所具有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的固定污染源者，應於每年的幾月底前，

向當地的主管機關申報其固定污染源前一年排放空氣污染物的年排放量？ 

�十二月 �一月 �六月 �七月 

【2】25.某公司因資金不足購買空氣污染防治設備，而燃燒易生特殊有害健康之物質，應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科或者併科新臺幣多少罰金？ 

�五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 �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 

�五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 �一百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 

【3】26.某公司因經濟不景氣關係，有意轉型販賣生煤、石油焦或其他易致空氣污染之物質者，其應準備有

關資料，並向下列何者申請，經審查合格核發許可證後，始得開始販賣？ 

�環保署  �農田水利署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環境顧問公司 

【1】27.依我國環保法令規定，商家不可以提供厚度未達多少公釐(mm)的購物用塑膠袋？ 

� 0.06mm � 6mm � 0.6mm � 1mm 

【3】28.某公司因生產有害事業廢棄物，其有害事業廢棄物應進行貯存、清除、處理之操作及檢測，並且將

其作成紀錄妥善保存幾年以上，以供查核？ 

�一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2】29.某工廠為了節省資金，而將工廠之有害事業廢棄物任意棄置於空地，依廢棄物清理法，將處以多少

年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三個月以上一年以下  �一年以上五年以下 

�兩年以上五年以下  �五年以上十年以下 

【2】30.實驗室中，某化學物質具有致腫瘤、生育能力受損等作用，依照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該項化學物

質應歸類於第幾類毒性化學物質？ 

�第一類 �第二類 �第三類 �第四類 

【4】31.某工廠在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進行開墾活動，其開墾活動造成水源的污染，依飲用水管理條例，

可處新臺幣多少罰鍰？ 

�兩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  �五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 

�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  �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 

 

 

【2】32.設中央主管機關今年由固定污染源所收款項為 1000 萬元，應將多少萬元分予該固定污染源所在直

轄市、縣(市)政府運用於空氣污染防制工作？ 

� 500萬元 � 600萬元 � 800萬元 � 100萬元 

【4】33.下列何者為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之定義？ 

�化學物質有致腫瘤、生育能力受損、畸胎、遺傳因子突變或其他慢性疾病等作用者 

�化學物質在環境中不易分解或因生物蓄積、生物濃縮、生物轉化等作用，致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者 

�化學物質有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之虞者 

�化學物質經暴露，將立即危害人體健康或生物生命者 

【4】34.依水污染防治法，事業無排放許可證或簡易排放許可文件，且其排放廢水所含之有害健康物質超過

放流水標準者，處負責人幾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多少罰金？ 

�六個月，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 �一年，五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 

�兩年，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 �三年，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 

【4】35.設一工廠進行土地變更且故意污染土壤及地下水，使土地成為污染控制場址或整治場址，且因而致

人於死者，應處： 

�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4】36.依噪音管制法，某工廠在指定管制區內使用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易發生噪音設施進行營建工程，

其設施所有人、操作人須先向下列何者申請許可證後，始得設置或操作，並應依許可證內容進行設置或

操作？ 

�環保局 �消防局 �環境顧問公司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4】37.若事業主管機關命令停止開發行為，開發單位不遵循命令時，應處負責人幾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得併科新台幣多少罰金？ 

�五年以下，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三年以下，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五年以下，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三年以下，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4】38.依土壤及地下污染整治法，控制場址未經公告為整治場址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命污染行

為人於幾個月內完成調查工作及擬訂污染控制計畫，並送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 

�一個月 �二個月 �三個月 �六個月 

【1】39.我國環保法規中，對於 2、3、7、8四氯戴奧辛採焚化處理時，規定總破壞去除效率必須達到多少

以上？ 

� 99.999% � 99.99% � 99.9% � 99% 

【3】40.若一開發單位申請開發行為時，需將環境影響說明書送至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主管機關應在幾

日內提出審查結論？ 

� 30日內 � 40日內 � 50日內 � 60日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