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 年農田水利會新進職員聯合統一考試試題
考試類科【代碼】：工程人員【I3001 - I3014】、
灌溉管理人員－灌溉管理組【I3015 - I3027】、
灌溉管理人員－電機組【I3028 - I3030】、
一般行政人員－電腦組【I3601 - I3609】、
一般行政人員－會計組【I3610 - I3613】、
一般行政人員－地政組【I3614 - I3619】、
一般行政人員－法制組【I3620 - I3623】、
共同科目一：公文與農田水利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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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類科是否相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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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題型分為公文（簽）【非選擇題 1 題，配分 30 分】與農田水利相關法規
【單選選擇題 35 題，每題 2 分，合計 70 分】
。
四選一單選選擇題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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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選擇題限用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於答案卷上採橫式作答，並請依標題指示之題號於各題指定
作答區內作答。
本項測驗僅得使用簡易型電子計算器(不具任何財務函數、工程函數功能、儲存程式功能)，但不得
發出聲響；若應考人於測驗時將不符規定之電子計算器放置於桌面或使用，經勸阻無效，仍執意
使用者，該科扣 10 分；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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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公文（簽）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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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地區各農田水利會為紀念章錫綬先生對臺灣水利卓越貢獻，獎勵會員及員工子女學
習水利工程有關學科，並能敦品勵學，特設置「錫綬獎學金」
，由農田水利會聯合會辦理核
發作業。
依「錫綬獎學金設置要點」：本獎學金之申請人以就讀於公、私立大學水利工程相關科
系之各農田水利會會員、員工或其子女、孫子女為限(檢附身分證明文件)。上一學年兩學期
之學科總平均成績在八十分以上、操行成績在八十分以上、體育成績在七十分以上者(檢附
正式成績證明單)。
本獎學金每學年名額共為十二名，每名發給新臺幣壹萬元，以學科總平均成績高者作為
優先發給之依據。本學年申請日期訂於 00 月 00 日起至 00 月 00 日止，由各相關學校(詳如
附件)代為受理申請書件(含申請書，並貼有最近相片)後，於 00 月 00 日前備文函送農田水
利會聯合會彙辦，恕不接受學生個別申請。其餘詳見「○○年度錫綬獎學金申請核發作業計
畫書」
。
請參考以上資料，試代農田水利會聯合會業務組承辦人方水田撰擬辦理「○○年度錫綬
獎學金申請核發作業」相關事宜﹝含依據、目的、實施要點（如：申請資格、申請期間、申
請書件、申請方式等）﹞，簽請總幹事核示。

貳、農田水利相關法規【選擇題 35 題，每題 2 分，合計 70 分】
【4】1.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農田水利會為公法人
農田水利會一律冠以所在地區或其水系埤圳之名稱
農田水利會設會務委員會，置會務委員十五人至三十三人
會務委員會每年集會一次
【1】2.農田水利會之任務不包括下列何者？
農田水利事業之水權登記、買賣及轉移事項
農田水利事業災害之預防及搶救事項
農田水利事業經費之籌措及基金設立事項
農田水利事業之興辦、改善、保養及管理事項
【4】3.農田水利會之經費來源不包括：
建造物使用費
餘水使用費
向享受灌溉或排水利益之會員徵收
徵收抽取地下水使用費
【3】4.欲參與農田水利會會長之選舉者，須具有政府機關、農田水利會十年以上行政，或其他相關工作經
驗而成績優良，所指相關工作經驗，不包括：
土木
水利
水保
農業
【4】5.有關農田水利會因興建或改善水利設施而必須之工程用地，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應先向土地所有權人或他項權利人協議承租或承購
如協議不成，得報主管機關依法徵收
如為公有土地，得申請承租或承購
原提供為水利使用之土地，應照舊使用，在使用期間，其土地稅捐減半
【3】6.依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規定，農田水利會之事業區域，係由主管機關根據相關因素定之。下列何者
不是主管機關決定農田水利事業區域時需考量之因素？
河川水系
地理環境
行政區域
經濟利益
【3】7.下列何者無法加入成為農田水利會之會員？
公有耕地之使用機關之代表人
私有耕地之所有權人
私有耕地之地役權人
公有耕地之承租權人
【4】8.依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規定，有關農田水利會會務委員會職權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議決工作計畫
審議借債及捐助事項
審議組織章程及會員停權等有關權利義務事項
審議不動產之處分、設定負擔或超過五年期間之租賃
【2】9.依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規定，農田水利會因實際需要，經主管機關核准或主管機關指定興建之農田
水利工程，得向直接受益會員徵收工程費，自各該土地受益第幾年起，分年徵收？
一年
二年
三年
五年
【4】10.各農田水利會之經費，得由主管機關指定之金融機構代收經管。其所得之盈餘，應酌提多少百分比，
作為農田水利會聯合會之輔導費用？
百分之五
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五
百分之二十
【1】11.若在某一縣市行政區域內有三個不同水源之灌溉區域，以設立幾個農田水利會為原則？
一個
二個
三個
六個
【請接續背面】

【2】12.農田水利會會長請假或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下列何人代理？
副會長
總幹事
專門委員
由會長指定
【4】13.下列何項不是農田水利會工作站之職掌？
小排水門以上灌溉排水設施之維修
水利妨害之取締及防汛之搶險
會費之經收
水權登記
【2】14.農田水利會新擴增之事業區域，在會員未受益前，得由該區域預定受益會員以書面向該農田水利會
推舉代表列席會務委員會，參與審議有關該區域新建工程及財務負擔等事項，其名額由下列何者定之？
會務委員會
農田水利會
水利工作站
水利小組
【2】15.有關農田水利會之人員或員額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置主任工程師及專門委員各一人
農田水利會員額編制，以灌溉排水面積一百五十五公頃置一人為原則，由主管機關核定之
原直轄市農田水利會，得置助理員，其員額編制，因業務需要，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受面積規定之
限制，但不得逾四十人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一日起始進用之技工、工友，得陞遷為前項所定之助理員

【3】24.亢旱季節水源銳減，無法依照原定灌溉計畫時，水利會對已種植之農田，除改行非常灌溉外，必要
時得經下列何者同意後，由水利會公告停止部分農田引灌？
行政院
經濟部
農委會
當地地方政府
【4】25.農田灌溉輪灌時，應俟水流至水路尾端達到一定水深後，先採下列何種順序依序開啟水門？其水口
左右並列不分上下時，又應採何種順序，依序灌溉？
由上而下，先右後左
由上而下，先左後右
由下而上，先右後左
由下而上，先左後右
【2】26.依水利法規定，一般水權取得後，繼續停用逾幾年者，經主管機關查明公告後，即喪失其水權，並
撤銷其水權？
一年
二年
三年
半年
【2】27.依水利法規定，水權之登記申請，經主管機關審查履勘，認為不適當者，應於審查完畢幾日內附具
理由駁回申請？認為適當者，應即於審查完畢幾日內依規定公告，並通知申請人？又公告之揭示期間，
不得少於幾日？
都 10 日
 10 日；10 日；15 日
 10 日；15 日；15 日
都 15 日

【1】16.依農田水利會組織規程規定，農田水利會之會務委員連續幾次會議（包括臨時會） 未依農田水利會
會務委員會議事規則規定請假而不出席會議者，視為辭職？
二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1】28.為管理地下水開發，地下水鑿井業應向下列何機構申請許可，始得申請公司或商業登記？
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農田水利會
水利署
農委會

【3】17.依農田水利會組織規程規定，農田水利會內設組、室，最多不得超過幾個？
四個
六個
八個
十個

【1】29.主管機關為防止含水層水量之流失或水質之污染，得僱工代辦將水井封閉或填塞，其費用如何負擔？
水井所有人全部負擔
地方政府補助水井所有人一半
主管機關全部負擔
施工單位自行負擔

【3】18.依農田水利會組織規程規定，農田水利會區域跨二縣市以上，灌溉排水面積超過多少公頃而管理不
便者，經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得酌設管理處？
一萬公頃
二萬公頃
三萬公頃
四萬公頃
【2】19.依農田水利會組織規程規定，水利小組係會員於田間灌溉配水之基層組織，請問：農田水利會得在
灌溉面積多少公頃以上至多少公頃以下之範圍內，以埤圳為單位設一水利小組？
三十一公頃以上一百三十公頃以下
五十一公頃以上一百五十公頃以下
七十一公頃以上一百七十公頃以下
九十一公頃以上一百九十公頃以下
【1】20.依農田水利會組織規程規定，小組會員出席水利小組會議得委託同小組之其他會員代理出席。但一
人不得同時接受超過該小組會員總數多少百分比以上會員之委託，超過者，其超過之表決權不予計算？
百分之三
百分之四
百分之五
百分之六
【1】21.依農田水利會灌溉排水管理要點規定，灌溉蓄水池之平時蓄水位及洪水位各不得超過：
計畫常水位及計畫洪水位
標準常水位及標準洪水位
標準常水位及計畫洪水位
計畫常水位及標準洪水位

【1】30.依水利法規定，灌溉事業設施範圍由興辦人劃定報主管機關核定公告後，禁止相關行為，下列何種
行為，非屬禁止事項，但需先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為之？
排注廢污水
填塞圳路
採取或堆置土石
棄置廢土或廢棄物
【2】31.依水污染防治法之專有名詞定義，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污水是指事業以外所產生含有污染物之水
放流水是指進入承受水體後之廢（污）水
涵容能力是指在不妨害水體正常用途情況下，水體所能涵容污染物之量
污染物是指任何能導致水污染之物質、生物或能量
【4】32.依水污染防治法規定，經通知限期補正、改善或申報者，其補正、改善或申報期間，不得超過幾日？
 10 日
 30 日
 60 日
 90 日
【2】33.依水污染防治法規定，一年內經幾次限期改善，仍繼續違反本法規定者，視為情節重大？
一次
二次
三次
無次數規定

【1】22.依農田水利會灌溉排水管理要點規定，水利會對農田水利設施之養護，除防汛及災害搶修時辦理外，
每年並應總檢查幾次？
一次
二次
三次
無次數規定

【4】34.事業排放廢（污）水於地面水體者，應向下列何單位申請核發排放許可證或簡易排放許可文件後，
並依登記事項運作，始得排放廢（污）水？
環保署
農委會
水利會
直轄市、縣（市）政府

【4】23.農田水利設施如遇重大災害，水利會應立即緊急搶修，必要時報請下列何機構協調相關單位予以協
助？
各地方河川局
水利署
地方縣市政府
行政院農委會

【1】35.依水污染防治法規定，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排放廢（污）水於劃定為總量管制之水體，排放廢
（污）水量每日超過多少立方公尺者，應自行設置放流水水質水量自動監測系統？
一千立方公尺
二千立方公尺
三千立方公尺
四千立方公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