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7

第三章　水利會公文寫作範例

◎試擬交通部觀光局致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函：請將轄

區內足以引人入勝之景點，簡要說明其特色及交通路線，

於一個月內報由本局統整、宣傳。

檔 號：

保存年限：

交通部觀光局　函

機關地址：○○市○○路○○號

聯 絡 人：○○○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傳 真：○○○○○○○○○

□□□

○○市○○路○○號

受文者：臺北市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為全面推展我國觀光旅遊，請於文到一個月內，請將轄內足

引人入勝之景點，報由本局統整、宣傳，請查照辦理。

說明：

一、依據本交通部○○年○○月○○日部務會報主席裁指示事項

辦理。

二、近年來，政府積極推動兩岸交流，大陸前來我國觀光人數每

月已超過3萬人次，惟我國觀光旅遊產業，欠缺整合，以致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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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水利會公文寫作範例

◎試擬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致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農業局

（處）函：請有效執行禁止活禽屠宰及販售措施，以確保

環境衛生及國民健康。

檔 號：

保 存 年 限：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函

機關地址：○○市○○路○○號

聯 絡 人：○○○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傳 真：○○○○○○○○○

□□□

○○市○○路○○號

受文者：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為確保環境衛生及國民健康，請有效執行禁止活禽屠宰及販

售措施工作，請查照辦理。

說明：

一、依據本院○○年○○月份院務會議決議事項辦理。

二、邇來，感染禽流感及  H7N9 流感案例層出不窮，引發社會關

注，本會對於維護傳統市場攤商及國人健康，亦責無旁貸。

三、為確保環境衛生及國民健康，並有效執行禁止活禽屠宰及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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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102年水利會「公文與農田
水利相關法規」試題解答

選擇題

（Ａ）▲現行農田水利會會長之產生方式為：（Ａ）由會員直接投票選舉（Ｂ

）由主管機關遴派（Ｃ）由會務委員會選舉（Ｄ）由會員代表大會選

舉。〈102水利會〉

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第十九條之一。

（Ｂ）▲農田水利會之會費及工程費逾三十日仍不繳納時，由各該農田水利會

檢具催收證明：（Ａ）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行政執行處執行之

（Ｂ）併同滯納金聲請法院裁定強制執行（Ｃ）提起刑事訴訟附帶請

求賠償（Ｄ）提起行政訴訟請求履行債務。〈102水利會〉

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第三十條第二項。

（Ｄ）▲下列何者非屬農田水利會會長之職權？（Ａ）綜理農田水利會業務（

Ｂ）指揮監督所屬員工及事業機構（Ｃ）對外代表農田水利會（Ｄ）

農田水利會不動產之處分。〈102水利會〉

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第十九條。

（Ｄ）▲下列何者非屬農田水利會會務委員會之職權？（Ａ）審議組織章程（

Ｂ）審議借債及捐助事項（Ｃ）審議預算、決算（Ｄ）審議總幹事之

聘任案。〈102水利會〉

第七章　102年水利會「公文與農田水利相關法規」試題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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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法學之概念

（Ｃ）▲「法學者」，一般認為係以有系統的方法，研究法律各學科共同

原理原則之：（Ａ）人文科學（Ｂ）自然科學（Ｃ）社會科學（

Ｄ）一般科學。

（Ｃ）▲現在一般法學之通常定義為：（Ａ）神事人事之學（Ｂ）權利之

學（Ｃ）權利義務之學（Ｄ）國家與人民相互關係之學。

（Ｄ）▲法學就其研究內容，通說認為分為：（Ａ）法律哲學、法律科學、

法律實証學（Ｂ）法律哲學、法理學、法律科學（Ｃ）法律史學、

法律沿革學、法理學（Ｄ）法律史學、法律科學、法律哲學。

（Ｂ）▲研究法律之變遷、沿革及趨勢，側重於法律過去制定經過情形者

為：（Ａ）法律哲學（Ｂ）法律史學（Ｃ）法律科學（Ｄ）法律

社會學。

（Ｂ）▲研究法律基本及高深的原理原則，以探求法律的根本者為：（Ａ

）法律政治學（Ｂ）法理學（Ｃ）法律史學（Ｄ）法律科學。

（Ｂ）▲未來之法學，其研究對象是：（Ａ）法律科學（Ｂ）如何制定法

律（Ｃ）如何解釋法律（Ｄ）法律史學。

（Ｄ）▲法律科學所研究之內容為：（Ａ）立法政策學（Ｂ）比較法學（

Ｃ）法律解釋學（Ｄ）以上皆是。

（Ａ）▲法學之內容中，最適宜初步學習法律者研究之對象為：（Ａ）法

律科學（Ｂ）法律史學（Ｃ）法律哲學（Ｄ）立法法學。

第一章　法學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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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國家與國民

（Ｃ）▲社會契約說認為國家之起源乃由於：（Ａ）神意的創造（Ｂ）血

統的自然關係（Ｃ）個人意志的結合（Ｄ）武力的結果。

解析

社會契約說認為國家的發生，乃由於個人共同意志的結合，而成

立國家並組織政府。

（Ｄ）▲下列關於國家之敘述，何者錯誤？（Ａ）國家是人類因生存需要

之目的而建立的（Ｂ）國家之本質為公法人（Ｃ）國家是在一定

領土上具有統治權力之政治團體（Ｄ）國家是社會的社團組織。

（Ｄ）▲所謂國家之領土，應包括：（Ａ）領陸（Ｂ）領陸及領海（Ｃ）領陸

及領空（Ｄ）領陸、領海及領空。

（Ａ）▲我國國土之變更，須經哪個機關之決議，始能變更？（Ａ）立法院

提出、公民複決（Ｂ）司法院（Ｃ）行政院（Ｄ）總統。〈102水

利會〉

解析

憲法增修條文第1條第1項及第4條第5項規定，中華民國領土之變

更，須於立法院提出領土變更案並公告半年後，於3個月內經中華

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投票複決，不適用憲法第4條、第174條之規

定。

（Ｄ）▲關於邦聯之敘述，下列何者為非？（Ａ）邦聯之中央政府根據乃

基於條約（Ｂ）大不列顛國協屬邦聯國家（Ｃ）邦聯組成國仍保

第二章　國家與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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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行政法及其相關法規

第二章　行政法及其相關法規

（Ｂ）▲行政命令及其他行政活動均不得牴觸憲法或法律。行政法上稱此

為：（Ａ）權力分立原則（Ｂ）法律優位原則（Ｃ）法律保留原

則（Ｄ）比例原則。

解析

法律優位原則乃指行政行為或其他所有行政活動，均不得與法律

相牴觸。此處之法律乃指形式意義之法律而言，亦即立法院通過

而由總統公布之法律。

參吳庚著，2009，《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三民，頁83。

（Ｄ）▲關於法律優位原則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Ａ）又稱為積極依

法行政原則（Ｂ）所有行政行為均應有法律之授權，方得為之（

Ｃ）行政機關所為涉及公共利益重大事項之給付行政措施時應遵

守之原則（Ｄ）所有行政行為均不得牴觸法律。〈103一般警四〉

（Ｄ）▲法律保留原則不是基於下列哪一個基礎原則產生？（Ａ）民主原

則（Ｂ）法治國家原則（Ｃ）基本人權制度（Ｄ）法律優越原則

。〈103一般警四〉

（Ｄ）▲法律保留原則是要求國家某些事項應保留給下列何者作決定？（

Ａ）法務部（Ｂ）司法院（Ｃ）行政院（Ｄ）立法院。〈102一

般警四〉



灌溉排水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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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有一灌區面積為120公頃，整田錯開日數為12日，整田用水量
為180公釐，插秧之後本田之每日用水量為15公釐，試求該灌區之
田間最大需水量。

求田間需水量之渠道流量公式

答：該題公式如下：

Qp＝（ A
N
×Ds＋

（N－1）A
N

×Dt）×
10
T

Qp＝整田插秧最後一天之需水量（立方公尺／秒）；

A＝灌溉面積（公頃）；N＝整田錯開日數（日）；

Ds＝整田用水量（公釐／一次）；Dt＝本田用水量（公釐／一日）；

T＝一日中之供水時間（秒）

將數據代入公式：

Qp＝（ A
N
×Ds＋

（N－1）A
N

×Dt）×
10
T

＝（
120
12
×180＋ 11×120

12
×15）× 10

86400

＝（10×180＋110×15）× 1
8640

＝3450× 1
8640

＝
3450
8640

≒0.399（立方公尺／秒）。

參游俊基、林達雄著，2011，〈灌溉管理概說〉，《農田水利會技術
人員訓練教材》，頁132。

同上題，若田間需水量為0.399立方公尺／秒，而輸水路之消耗率
為 20%，試求渠道水門之流量。

渠道水門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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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灌溉計畫

答：該題公式如下：

Q＝Qp× 1
1－L

Q＝渠道流量（立方公尺／秒）；L＝輸水路消耗率

將數據代入公式：

Q＝Qp× 1
1－L

＝0.399× 1
1－0.2

＝0.399× 1
0.8
＝

0.399
0.8

＝0.49875≒0.499（立方公尺／秒）。

參游俊基、林達雄著，2011，〈灌溉管理概說〉，《農田水利會技術
人員訓練教材》，頁132。

今有一標準收縮矩形堰，其堰寬為0.8公尺，水頭為0.3公尺，求其
流量（不計接近流速）。

標準收縮矩形堰

答：流量（Q）＝1.84（L－0.2H）H
3
2

Q＝流量（立方公尺／秒）；L＝堰寬；H＝水頭

將數據代入公式：

Q＝1.84（0.8－0.2×0.3）0.3
3
2
＝1.84（0.8－0.06）0.164

＝1.84×0.74×0.164＝0.2233024≒0.223（立方公尺／秒）。

參游俊基、林達雄著，2011，〈灌溉管理概說〉，《農田水利會技術
人員訓練教材》，頁187。

當水頭為0.5公尺時，求90度三角堰之流量。 

9 0度三角堰

答：流量（Q）＝1.40H
5
2
（湯姆生氏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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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化作用僅指化學的風化作用。

包括物理的與化學的風化作用。

（○）▲堆積在地面的土壤物質（礦物質及有機質），接受自然力造成土壤的

作用，即為土壤化育。

（○）▲土壤剖面就是自地面向下，顯示各化育層（或土層）和母質層的垂直

露面，一般土壤剖面觀察深度為一公尺餘。

（╳）▲土壤剖面大略可分為三層，依序為澱積層、洗滌層、母質層。

依序由上而下應為洗滌層、澱積層、母質層。

（○）▲臺灣土壤，可略分成顯域土、隱域土和泛域土三土綱。

（╳）▲黃壤與幼紅壤皆屬泛域土。

灰化土壤、棕色森林土和類似土、黃壤與幼紅壤、老紅壤皆屬顯

域土。

（○）▲古沖積土俗稱「看天田」，近又稱為「臺灣粘土」，耕作須靠人工灌

溉，分布在臺南、高雄一帶，屬泛域土。

（○）▲土壤由粗細不同的土粒組成，以土粒粒徑大小，分為若干級，目前臺

灣採用美國制分級標準。

（○）▲土壤的質地不同，可分為砂土、壤土、砂質壤土、粘質壤土、粉砂質

壤土及粘土。

（○）▲坋粒土粒直徑為0.05～0.002公釐。
（○）▲壤土是最理想的土壤質地。

（○）▲重粘土的改良方法是種植綠肥，客砂土，深耕。

（○）▲真比重是土壤固體物質真正的比重，又稱「土粒密度」。

（╳）▲一般礦質土的真比重為1.5。

一般礦質土的真比重為2.6至2.7。粘土容積重（假比重）為1.0至
1.3。

（○）▲土壤中孔隙占全土壤體積的百分率稱為孔度。

土壤孔度（%）＝（1— 
容積重

真比重
×100）。

（○）▲土壤中土粒聚合排列的情形，稱為土壤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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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農業栽培之環境與理論

可分為單粒構造、團粒構造、粒閉構造三大類。

（○）▲土壤團粒構造是由許多土粒粘合成土粒團，再由土粒團集合成鬆軟土

塊。

（╳）▲作物生長最適溫度為 10ºC～20ºC。

作物生長最適溫度為 21ºC～32ºC，低於 9ºC，種子發芽受影響。
（○）▲土壤顏色可表示土壤的化育情形，也可表示土壤的肥力。

（╳）▲土壤水分可分為吸溼水、毛細管水、重力水三種，吸溼水、毛細管水

為無效水，重力水為有效水。

吸溼水（吸著水）、重力水為無效水，毛細管水為有效水。

（╳）▲因下雨，水分將土壤中的可溶性礦物元素攜帶入地下水而流失，此水

分為毛細管水。

此水分為重力水。

（╳）▲土壤有效水分%等於吸濕係數減凋萎係數。

土壤有效水分%＝（田間容水量%）—（永久凋萎點%）。
（╳）▲內微管水及外微管水皆為「有效水」。

內微管水，被土壤強力地吸著，植物不能利用，是「無效水」。

外微管水，能為土壤保存，吸著力又不太強，能被植物利用是

「有效水」。

（╳）▲重力水排除後，土壤含水量為最大保水量。

為田間容水量。

（○）▲土壤中的 CO2，含量較大氣中多。

生長的植物根部，與土壤微生物，都自土壤空氣中攝取氧氣，放

出二氧化碳氣，所以土壤空氣比大氣含二氧化碳較多，含氧較

少。

（╳）▲一般當土壤氣容量小於20% 時，需要排水，以增氣容量。

小於10% 時，需要排水，以增氣容量。
（○）▲高等植物需要的元素共十七種，其中碳和氧經光合作用，由空氣供給

，氫則由土壤水分供給，其他元素均由土壤供給。

（╳）▲臺灣耕地土壤的全氮含量以1～1.5% 較為普遍。


