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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西元 1997 年在日本訂定之京都議定書，主要是針對下列何項環境議題？ 

溫室效應 臭氧層破洞 酸雨 人口過度成長 

【2】2.下列何者是形成酸雨的主要污染物？ 

碳氫化合物 硫氧化物 二氧化碳 氨氣 

【4】3.下列何者非屬再生能源？ 

太陽能 生質能 潮汐能 核能 

【3】4.近年森林大火頻傳，請問森林大火排放之污染物不包括下列何者？ 

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 硫化氫 二氧化硫 

【3】5.全球石油開採已逐漸耗竭，近年發現頁岩油乃是未來石油危機的另一解決方式，請問頁岩油含量最

高的地區為何？ 

南美洲 南北極 北美洲 歐洲 

【4】6.針對揮發性有機物(VOC)的去除，下列何者有較佳的去除能力？ 

靜電集塵器  文式洗塵器  

袋式集塵器  觸媒焚化裝置 

【4】7.環保署空氣品質指標(AQI)不包括下列何種物質？ 

臭氧(O3)  PM2.5  PM10 二氧化碳(CO2) 

【3】8.焚化爐之『3T燃燒法則』才能達到完全燃燒的效果，3T不包括下列何者？ 

溫度(Temperature)  時間(Time)  

調節(Temper)  攪拌(Turbulence) 

【4】9.焚化處理之燃燒室溫度應控制在多少℃？ 

 200-400  400-600  600-800  800-1000 

【2】10.兩個 80 分貝的聲音同時響起，請問此時的聲音分貝數為何？ 

 80  83  90  160 

【4】11.地下水污染中的輕質非水溶液相液體(LNAPLS)不包括下列何者？ 

甲苯 二甲苯 汽油 四氯乙烯 

【2】12.自來水工程取水及導水工程之設計水量以下列何者為設計依據？ 

平均日用水量   

最大日用水量  

最大小時用水量   

最小小時用水量 

【1】13.抽水機因管路內流速急劇變化，造成內部水壓激升或激降的現象稱之為何？ 

水錘 孔蝕 水湧 腐蝕 

【1】14.自來水工程沉砂池之沉澱機制為下列何者？ 

單顆粒沉澱 混凝沉澱 層沉澱 壓密沉澱 

【4】15.污泥調理主要改善污泥脫水性質，最常見之污泥調理方式為何？ 

淘洗法 熱處理 冷凍處理 化學藥品調理 

【3】16.有關臭氧層破洞問題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臭氧層即是平流層   

臭氧層高度距離地球表面 20-30公里 

臭氧層吸收太陽光中之可見光  

蒙特婁議定書主要針對此一問題進行管制 

【4】17.地球氮循環不包括下列何種機制？ 

固氮作用 硝化作用 脫硝作用 光合作用 

【3】18.下列何者是光化學煙霧的重要前驅物質？ 

氮氧化物+硫氧化物  

硫氧化物+碳氫化合物  

氮氧化物+碳氫化合物  

二氧化碳+懸浮微粒 

【2】19.汽車排氣裝置有觸媒轉化器，主要去除下列何種空氣污染物？ A.一氧化碳(CO) B.碳氫化合物

(HC) C.一氧化氮(NO) D.臭氧(O3) E.二氧化碳(CO2) 

僅 ADE 僅 ABC 僅 BCD 僅 ACE 

【1】20.有關固體廢棄物熱解反應，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熱解主要是在好氧反應條件下進行 

熱解為吸熱反應 

熱解後之氣體包括氫氣、甲烷、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等 

熱解後之產物含焦油及焦炭 

【4】21.使用臭氧作為消毒劑之優點不包括下列何者？ 

能隨時製造，不受輸送及儲存的影響  

殺菌力強，對於色度及臭味之去除效果佳 

適用之酸鹼值及溫度範圍較廣  

氧化力好，且具有殘餘消毒能力 

【4】22.一般廢棄物轉運站的設置應符合的規定為何？ 

轉運的距離應在 50-60公里 

轉運站可以採開放式收集系統 

轉運站設有地磅，其設計以最大車最小載重量為原則 

轉運站之操作記錄應定期填寫，並保存一年備查 

【1】23.下列何種生物處理方法不屬於附著式生物膜方法？ 

活性污泥法   

接觸曝氣法  

滴濾池法   

旋轉生物圓盤法 

【2】24.有關固體廢棄物化學組成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固體廢棄物的元素組成分析包括碳、氫、氧、氮、硫、氯等 

三成分主要為含水量、灰份、不可燃份 

高位發熱量(HHV)亦稱為總發熱量或實測發熱量 

低位發熱量(LHV)指完全燃燒後，生成之水分皆為氣態之發熱量 



【4】25.污泥含水率從 90%降低至 80%，請問污泥體積可減少多少？ 

 10%  20%  40%  50% 

【2】26.水質檢驗所用之水以下列何種最為適用？ 

自來水  蒸餾水  

礦泉水  雨水 

【4】27.下列何種水質檢驗項目不需在現場直接檢驗？ 

溫度   pH 值  

餘氯  硬度 

【1】28.氮在環境污染上會造成水體何種問題？ 

優養化  貧養化  

氣候變遷  土石流 

【2】29.下列何項水質參數不適用於顯示水中有機污染物含量？ 

總有機碳  懸浮固體  

 BOD   COD 

【3】30.水中鐵錳之標準檢驗方法為何？ 

氣相層析儀法  液相層析儀法  

原子吸收光譜儀法  索式管柱法 

【4】31.水樣 BOD及 COD值分別為 20mg/L及 200mg/L，代表水質何種特性？ 

水中有機物可以被生物完全分解  

水中有機物含有特定毒性物質 

水中重金屬濃度偏高   

水中有機物不易被生物分解 

【2】32.水中溶氧濃度偏低代表下列何種意義？ 

水質潔淨  水質污染  

水質過酸  水質鹽化 

【3】33.實驗室查核樣品分析及重覆樣品分析，分別要求每幾個樣品即需執行一次？ 

 2；2  5；5  10；10  30；30 

【1】34.量測重金屬之水樣應如何保存？ 

加酸置於 4℃冷藏   

 4℃冷藏  

加酸置於室溫保存   

置於陰涼處避免陽光照射 

【3】35.總溶解固體之量測需先以下列何種濾片過濾？ 

不織布濾片  

塑膠纖維濾片  

玻璃纖維濾片  

薄膜濾片 

【3】36.測量水中 BOD需將水樣在 20℃培養箱培養幾天？ 

 1  3  5  10 

【4】37.水中總磷之測定係將水樣以硫酸、過硫酸鹽消化處理使其中之磷皆轉變成何物？ 

有機磷 次磷酸 亞磷酸 正磷酸鹽 

【3】38.水中溶氧之主要來源為何？ 

地球岩心  海水入侵  

空氣中氧氣  生物分解 

【1】39.水中六價鉻之檢驗方法主要是以下列何種方法檢測？ 

分光光度計法   

原子吸收光譜儀法  

滴定法   

重鉻酸鉀迴流法 

【4】40.在採樣時需現場過濾水樣，其濾紙應為何？ 

 1μ薄膜濾紙   2μ薄膜濾紙  

 0.5μ薄膜濾紙   0.45μ薄膜濾紙 

【2】41.預測人口成長的方法中，何種方法預估值會最高？ 

算術增加法 幾何增加法 對數曲線法 最小二乘法 

【4】42.水中總菌落數的表示單位為何？ 

 ppb  ppm  mho/cm  CFU/mL 

【1】43.水中之氧化還原電位應如何量測？ 

在現場即時量測   

加酸後攜回實驗室量測 

過濾後密封攜回實驗室量測  

以上皆可 

【4】44.水中之凱氏氮扣除氨氮即為下列何者？ 

硝酸鹽氮  亞硝酸鹽氮  

無機態氮  有機態氮 

【3】45.有關精密度與準確度之說明，下列何者正確？ 

精密度指測量值與公認值間的接近程度  

準確度指以相同方法所得二次或多次測量值的一致性 

準確度指測量值與公認值間的接近程度  

精密度與準確度二者代表相同意義 

【4】46.水中硫酸鹽檢驗需先加入下列何種試劑？ 

氯化鉀 氯化鈉 氯化鋰 氯化鋇 

【1】47.水中汞檢測方法之儀器為何？ 

冷蒸氣原子螢光光譜儀   

石墨式原子吸收光譜儀 

液相質譜儀   

氣相質譜儀 

【3】48.檢量線查核時若標準品配製濃度為 10mg/L，而計算所得濃度為 9.5mg/L，請問相對誤差值為何？ 

 +5%  +10%  -5%  -10% 

【1】49.下列何種方法不適用於總有機碳之分析？ 

吹捕法   

濕式氧化法  

過硫化物紫外線氧化法   

高溫氧化紅外線偵測法 

【4】50.下列何項水質參數最長保存期限不得超過 48小時？ 

氯化物、氟化物   

硫酸鹽、硫化物  

酚類、油脂   

酸度、鹼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